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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利好经济数据、 公司财报以及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态
影响， 上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和标普 500 指数连续第四周
收涨，而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下跌，中国概念股在有利环境下普
遍上涨。

伯南克 17日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就货币政策作证时表示，
考虑到失业率依然高企且仅小幅下降，而通胀低于目标，在可
预见的将来保持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将是适宜的。他强调，美
联储政策将基于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发展而做出调整。

经济数据方面，7 月份美国住宅建筑商信心指数升至 57，
为 2006年 1月以来最高水平；上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
数下降 2.4万至 33.4万，为今年 5月初以来最低水平，显示美
国就业市场复苏趋势稳定。

中国政府 15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
展的若干意见》表示，2013 年至 2015 年，中国将年均新增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 1000万千瓦左右， 到 2015年总装机容量达
到 3500万千瓦以上。 业内人士认为，该目标明显高于此前规
划，利好太阳能板块。

此外，中国商务部 18 日初裁认定，在调查期内，原产于
美国和韩国的进口太阳能及多晶硅产品存在倾销， 中国国
内多晶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裁决认定，自美国进口的太阳能级多晶硅倾销幅
度为 53.3％至 57％， 自韩国进口的倾销幅度为 2.4％至
48.7％。

个股方面，百度(BIDU)16 日宣布拟 19 亿美元全资收购
网龙旗下的移动应用下载渠道 91 无线。 百度还将和网龙进
一步协商，拟于 2013 年 8 月 14 日前收购由网龙持有的 91
无线 57.41％的股权。 该交易对 91 无线估值约为 19 亿美
元。 如果交易最终完成，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业有史以来最大
的并购案。

随后多家投行给予百度股票评级。 花旗集团将百度股
票评级从“卖出”调至“中性”，将目标股价从 80 美元调高至
113 美元；美银美林维持百度股票“买入”评级，将目标股价
调高至 129 美元。 本周百度股价上涨 14.7％至 111.08 美
元。

盛大游戏（GAME）旗下韩国部门 Actoz�Soft 开发的移动
游戏《百万亚瑟王》登陆中国市场。盛大游戏发表声明称，这款
游戏在苹果应用商店中的销售量排名已达到第三位。 此消息
刺激盛大游戏股票本周大涨 40％，收于 5.74美元。

人人公司（RENN） 预计 2013 年第二季度营业收入将在
4900万美元至 5000 万美元之间， 低于此前预期的 5500 万美
元到 5700万美元之间。 预期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人人公司进一
步推迟安卓市场新游戏发布计划。 人人股价本周收于 3.13美
元，与上周基本持平。 （新文）

美联储指挥
中概股普涨

在经历了 5 年的海外并购交易
增长后，近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骤然
减速。 清科研究中心的最新统计发
现，与去年同期相比，中国企业海外
并购大幅减少。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海外投资总
额的增长， 数据显示，２０１３ 年 １—6
月，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１４４ 个国家
和地区的 ２４９４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
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下同）416亿美元，同比增长达 ２０％。

海外并购大幅减少
清科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显示，

2013 年 1—6 月， 中国企业对海外企
业的收购与出资总额为 178 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减少 22%，时隔 5 年转为
负增长。 比较突出的有复兴医药 2.2
亿美元收购一家以色列医疗美容器
械生产企业等案例。

对于上半年我国海外并购大幅
减少的主要原因，中投顾问产业与政
策研究中心主任扈志亮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外并购
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资金

流动性趋紧，导致银行对海外并购的
支持力度有所下降；另外，资源价格
持续下滑以及海外资产价格回升也
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业内专家表
示，上半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大幅减
少，还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密切关
系。 出于对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越
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对海外并购采取
谨慎态度。

扈志亮还认为，“在所有海外并
购项目中，资源领域的并购项目减少
的情况最为明显。 ”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院长霍建国表示，决策失误、冷战
思维等仍是海外投资并购的主要阻
碍。 以美国保护主义为例，美国的保
护主义从油田到洗衣机、再到手机等
各个领域对中国投资进行阻击。 2012
年，美国国会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为
由，拦下华为和中兴两家公司与美国
政府以及政府承包商的大部分合同。
今年中国双汇 10 亿美元的收购案也
在停滞中。

海外投资现新变化
中国地产开发商总部基地（中

国）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５ 月 ２９ 日与

伦敦市政府签署了总额达十亿英镑
（约合 １５.１ 亿美元） 的皇家阿尔伯特
码头地产开发项目。 这个占地面积达
３５ 英亩的商业地产项目将被打造成
为继伦敦金融城和金丝雀码头之外
的伦敦第三个金融商务中心。 目前在
英投资或经营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
５００ 家，与英方在金融、基础设施、创
意产业和通讯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与此同时，中国企业赴德投资也
悄然发生着变化。 中国对东盟、欧盟、
澳大利亚、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主要
经济体的投资达到 ２６９ 亿美元，占同
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７８％。 近年来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覆盖面越
来越广， 参与的中小型企业越来越
多，而中国企业也认识到对外投资的
目标不仅仅是地域扩张或者资源获
取， 更多是要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综合实力的提升。

投资策略还应审慎
7 月 1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小

企业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陈乃醒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他并不主张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
企业大规模的“出海”并购。

“目前国内的形势应该是集中资
金提高企业的实力。 ” 陈乃醒认为，

“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目前自身
的科技实力还很薄弱。 现在劳动力出
现了短缺，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大力提
高科学技术，而提高技术就需要大规
模的投资，企业技术改造的任务非常
艰巨。 如果盲目、赶时髦出国并购，会
影响中国企业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步
伐，是对国内企业资金的极大浪费。 ”
陈乃醒说。

“中国企业目前并不适合大规模
出海并购。 ”陈乃醒说，“真正大规模
出海并购的时机应在建国一百周年
左右。 那时再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
国制造业的基础夯实了， 打牢了，才
真正有实力进行大规模出海并购。 ”

“我们也必须看到，无论从企业
规模、生产技术，还是人均投资额、国
际参与度等方面考量，中国依然无法
与一个投资强国画等号。 ”专家指出，
企业也应该灵活选择投资方式，充分
考虑海外合作可能带来的双赢结果，
不要强求控制权；也可以考虑引入财
务投资者，或与其他中国企业“抱团
出海”， 这将大大减少海外项目面临
的阻力，并且能够分散风险，提高项
目成功率。

中国企业上半年海外投资总额增加 500 亿元人民币，但
其中并购额减少了 240亿

出海转型：从“买家”到“投资家”

海关统计数据显示，6 月份中国
进出口总值 2 万亿元人民币， 下降
2%，出口总值下降 3.1%，而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
已连续三个月低于 50％。 商务部对全
国 1900 家重点外贸企业的调查显
示，企业出口订单趋冷、利润趋薄，近
1/3 的企业认为， 今年出口额将比去
年有所下降。

17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
在例会上表示， 根据国务院指示，商
务部正在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
采取支持外贸的措施，这些措施会很
快出台。

外贸近期快速下降
“套利贸易消失、进出口价格下

跌、人民币汇率升值是导致中国外贸
近期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 ”银河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称。

除此之外，潘向东认为，海关贸
易统计主要依据进出口金额，因此商
品价格对海关统计结果有很大影响。
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在今年世界经济
下行态势下失去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6 月 28 日国际大宗商
品价格指数为 276.1， 为年内最低的
数据，较今年 2 月份的 305.6 的高位
下降了 9.7%，海关测算的中国进口商
品的价格已经连续 15 个月同比在下
降，其中今年 6 月份当月同比下降了
3.9%。

而汇率问题是导致外贸企业陷
入困境的政策性问题之一。“过去美
元走软，压迫人民币升值；现在美元
走强，人民币还在升值，对外贸企业
的压力非常大。 ”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
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指出。

企业订单趋冷、利润趋薄
“今年公司可能不赚钱，有一点

点微薄的利润就不错了。 ”以外贸出
口芯片为主的北京信美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旭昌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外部市场需求低迷、出口企业
成本上升、国内制造业投资需求滑坡
则是根本原因，外部贸易环境恶化更
是雪上加霜，抑制出口进一步扩大。 ”

北京宇峰康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执
行总经理张海生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表示。

世界银行在最新一期《全球经济
展望》中，将 2013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
期由此前的 2.4%下调到 2.2%， 其中

发达国家增速由 1.3%降至 1.2%，发
展中国家增速由 5.5%调低到 5.1%。
外部市场需求疲软直接导致中国出
口企业订单的下滑，出口增长陷入低
迷。

“国内劳动力成本在继续增加，今
年上半年多个省市区先后上调了最
低工资标准， 成本压力在不断加大，
产品竞争优势逐渐削弱，出口难度加
大。 ”刘旭昌对记者表示。

国内工业生产放缓，抑制了原材
料进口需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今年前 5 个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增长 4.9%，同比放缓 1.3 个百分
点，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 5.2%，同比
回落 2 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产能过
剩的钢铁、水泥、造船、光伏等行业盈
利能力也在下降，进一步抑制了原材
料进口需求。

同时， 贸易摩擦频发且多样化，
贸易环境出现恶化，对中国优势产品
出口造成了较大影响。

支持外贸政策出台
正当其时
“支持外贸政策措施出台正当其

时，部分出口费用有望减免。 ”英大证
券研究所所长李大霄表示。

据沈丹阳介绍，正在研究的支持

外贸发展措施的总思路是为企业提
供一个既有利于稳增长又有利于调
结构，既有利于稳定出口又有利于扩
大进口，既有利于降低出口成本又有
利于开拓新市场，发挥技术、品牌、质
量、服务综合优势的贸易环境。

去年 ９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
通过《关于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
意见》，确定了 8 项措施。 主要内容为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 扩大融资规模，
有效减轻企业资金流压力，扩大出口
信用保险规模和覆盖面，特别注意加
强对小微企业提供信用保险服务等。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
院院长霍建国指出，下一步外贸政策
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稳定出口退
税机制。 首先是全力以赴确保出口退
税的及时到位， 避免形成新的拖欠；
其次是积极探讨由中央财政统一承
担地方的出口退税比例，调动地方出
口积极性；再次是继续研究扩大在外
贸企业全面实行免抵退政策，缓解出
口企业的压力。

“在我看来，应该继续实行自主降
税进程。 通过临时减免或调整关税结
构，继续鼓励企业扩大进口，特别是先
进技术设备的进口。 一方面可以平衡
贸易， 另一方面可以支持企业提前折
旧，构建新的竞争力。 ”工信部副研究
员吴维海表示。（下转第二十四版）

“稳外贸”新政将出
出口企业或再被“松绑”

本报记者 王莹

（上接第二十一版）
底特律默西大学教授迈克尔·迪乔瓦尼说，１８０多亿美元

的债务让底特律已经“无法呼吸”，通过破产底特律有望甩掉
积累了６０多年的债务。如果不破产，底特律根本没有还清债务
的可能。

迪乔瓦尼说， 申请破产保护并不意味着市政公共服务停
止。眼下，底特律市政府依然有一些税收，例如来自通用和克莱
斯勒两大汽车巨头的税收。因此，市政府依然可以利用这些税收
为当地民众提供服务。

迪乔瓦尼认为， 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 都要严控债务数
额，“你不能大量、持续举债以维持运营。 否则，最终你将被压
垮，不管是企业还是政府在财政上都要承担责任”。

汽车行业占据这座汽车之城 80%的经济收入， 汽车行业
的下滑直接引发此次破产。而美国法律规定，城市破产归属于
债务重组，意味着破产申请如果通过审批，底特律将会迎来新
机。 三大汽车公司回应破产表示乐观。

总部在底特律的美国第一大汽车厂商通用曾于 ２００９ 年
宣布破产保护。 随后在美国政府帮助下，通过剥离不良资产，
整合优质资产，通用公司凤凰涅槃，并在 ２０１１ 年以 900 万辆
的销量超过丰田，重登美国最大汽车商宝座，2012年以 928 万
辆的成绩位居全球第二。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去年的业绩都
创下了近年来的最高纪录，成为拉动美国经济复苏的“功臣”。
今年美国汽车销售有望达到 １５３０ 万辆， 再次逼近 ２００７ 年
１６００万辆的历史最好成绩。

更重要的是，三大汽车公司并没有远离底特律。 通用的
总部还在底特律市区， 零部件生产商大多位于底特律北部
的卫星城。 福特的总部设在距底特律西南不远的迪尔伯恩，
克莱斯勒的总部就在距底特律 ６０ 多公里的奥克兰郡首府
沃特福德。

从中看出，破产重组是复苏的开端。 通用针对破产发表
了：“公司已经评估了破产的潜在影响， 虽然公司和工厂位于
底特律，但是日常运营和商业前景不会受到影响。 ”三大汽车
公司纷纷表示在底特律复兴的道路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未
来持乐观的态度，相信政府会改变这座城市。业内的专家也表
示，这次破产如果顺利通过，一个稳定的生产环境和政策的扶
植有利于三大汽车公司良性的发展。

底特律破产
汽车城仍存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一周·资本市场 Capital】

正在研究的
支持外贸发展措
施的总思路是为
企业提供一个既
有利于稳增长又
有利于调结构，既
有利于稳定出口
又有利于扩大进
口，既有利于降低
出口成本又有利
于开拓新市场，发
挥技术、 品牌、质
量、服务综合优势
的贸易环境。

“
专家指出，商务部正在研究一系列政策以缓解出口企业压力 CNS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