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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国资本密集布阵海外楼市
法国对中国直接投资
极具吸引力

从大名鼎鼎的地产

商到机构投资者，从房地产

投资公司到房地产经纪公司，从

中小企业到无数的普通投资者……

中国大地正兴起一波接一波投资海

外房地产的热潮，从美国到加拿大，

从欧洲到东南亚，处处留下了中国资

本的印记。

在国内限购、银行停贷等楼市调

控政策影响下，国内房产投资风险加

大，国内地产商及各类投资人纷纷将

目标瞄准海外房产，其中美国、欧洲

等地更是成为投资热点。

中国地产商竞相走出国门

在房地产调控的大背景下，中国

房地产开发商纷纷转向海外寻求更

多发展机会。

2011年 9月，以地产和度假为核
心产业的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宣

布购置冰岛 300 平方公里土地，打造
生态旅游帝国，一时间引起海内外的

高度关注。而正是从那时起，中国房

地产企业走出国门的趋势渐成焦点。

今年 6 月，SOHO 中国首席执行
官张欣与巴西财团联手以 7 亿美元
的价格买下了美国纽约通用大楼

40%的股权。
7月底，绿地宣布斥资 10亿美元

收购一个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地产项

目。绿地方面称，如果该项交易完成，

将成为迄今中国房企在美最大房地

产收购案。绿地在澳大利亚、韩国、西

班牙和德国也都有项目。绿地集团董

事长张玉良此前公开表示，到今年底

将进入六个到七个国家，投资规模

200亿元。
住宅地产龙头万科国际化进程

毫不逊色。今年上半年，万科连续进

入了香港、美国、新加坡三个海外市

场。

8月，万科集团总裁在香港表示，
万科有意投资波士顿，部分原因在于

那里有庞大的华人社区。今年 2月，
万科与素有“美国头号房企”之称的

铁狮门房地产签署协议，成立合资公

司，共同开发美国旧金山富升街 201
地块，万科计划建造 655 套高档公
寓，涉及金额 6.2亿美元。

而两个月前，万达董事长王健林

宣布了在伦敦的酒店建造计划。王健

林表示，伦敦只是万达投资酒店的第

一站，今年内就会发布在纽约核心地

段建造五星级酒店的投资计划，未来

十年，万达要在全球八个到十个主要

城市投资建设高端酒店。

根据中国海外投资联合会公布的

数据，2012年以来，中国内地开发商
在海外的房地产项目 (含已确定投资
计划的项目)，总规模超过百亿美元。

1.1万亿元中国资本
将投向海外房地产

与中国地产商“出海”布局相应的，

是各类资本大举进军海外的购房潮。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 Dealogic 的
统计，中国人在海外的房产交易规模

已由 2011 年的 5.47 亿美元猛增至
2012年的 18.6亿美元，增幅达 46%。
温哥华、多伦多、伦敦、纽约、新加坡

等地区都成为中国买家的热门区域。

而刚刚闭幕的 2013 年北京秋季
房展，海外房地产广告成为主流，海

外地产项目数量超过了 260个，并且
海外项目数量首次超越国内地产项

目，成为绝对主力军。

在购房热潮下，海外房地产经纪

公司不遗余力地推介海外的房产项

目。近期有关海外房地产的推介会在

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此起彼

伏，应接不暇。

美国国际企业家协会中国区秘

书长闫宗伟表示，中国人在旧金山、

洛杉矶、华盛顿等地购房时，即使面

对购买价格高达 500万美元的公寓，
也很少犹豫，眼睛都不眨一下。

据了解，此前中国投资者海外投

资房产，美国是头号目的地。在纽约

的买房人中，1/3来自中国。
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最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中国买家

购买美国地产花费的金额近 123 亿
美元，较 2011年提高了 66%，购买量
仅次于加拿大。

“目前在海外投资房地产方面，

正从美国向加拿大、欧洲扩展，近期

东南亚房地产也是个热点。”上述高

锐房地产业务经理向《中国企业报》

记者介绍。

在分析国内投资者热衷于海外

房地产时，高锐房地产业务经理向

《中国企业报》记者分析，“一是美国

目前房价低，二是人民币不断升值，

三是国内房产投资风险加大。”

中投顾问房地产行业研究员韩

长吉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前

国内房地产市场风险高企，房价较

高，增加了投资成本和潜在危机；而

美国房地产市场正在回暖之际，价格

稍低，有投资的价值和升值的潜力。

当前，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较强，市场

流动性较为充裕，收益可靠。另一方

面，不少家庭投资美国房地产市场也

有为子女教育以及移民的考虑。”

高力国际华北区董事总经理杨

达认为，国外政策环境稳定，投资市

场成熟，人民币又不断升值，投资海

外越来越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

近日，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文章

指出，数十万中国人蓄势待发，准备

漂洋过海到全球各地看房或购房。提

供国际房产搜索服务的居外网表示，

在国庆黄金周的前两个星期，该网站

的房产搜索量飙升 66%。

商业地产服务公司世邦魏理仕

此前发布的《中国资本进军海外房地

产投资报告》预计，中国投资者将有

1.1万亿元人民币投向海外房地产市
场。

创富背后的风险隐患

在向中国投资者推荐海外房地

产项目时，房展上、官网上的各类创

富故事也诱惑着中国投资者。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了

解到，不少跨国房产中介大都宣称海

外投资房产价格低廉、收益比率高、

自由买卖，且具有永久产权等诱惑条

件。

然而投资海外房产，真的就是一

本万利没有任何风险吗？

有业内人士表示，海外投资房地

产一定要正视政治、政策、市场、汇率

等风险。由于各国政策与中国不同，

如果不了解当地法律，会在购房后的

房屋看管、出租以及出卖等方面面临

各种障碍。如美国每年要缴纳房屋价

值 1%到 2%的房地产税，如用作出
租，还要缴纳租金的 5%到 10%作为
管理费。一些海外投资者在饱受养房

和高额的税收压力的同时，还存在找

不到买家、出租困难等问题。因此，海

外地产投资以失败告终的不在少数。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

学院教授胡怡建表示，有的城市在衰

退过程当中，居住人口减少，房价会

下降。底特律繁荣的汽车城市变成鬼

城，房价不可能保值增值。

事实上，“买房容易养房难”的现

实让诸多海外置业者深陷焦虑。

“短期内投资海外房地产市场将

成为一股热潮。长期来看，这一热潮

不可持续，主要在于海外投资面临高

额税费等方面风险，人们也逐渐会回

归理性，同时随着当地经济转好，房

产价格水涨船高以及当地人购买力

提升也会对国人投资形成一定的竞

争。”韩长吉说。

本报记者王莹

中法经贸关系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2014年将迎来中法建交 50周年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
周年。截至 2012年底，法国在华投资项目 4462个，实际投资
金额 121.6亿美元，而法国 2012年成为中国在欧洲第一大投
资目的地国，截至目前，我国对法各类投资累计近 18亿美元。
中国企业在法投资情况如何？未来中法两国之间经贸关系将

如何发展？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法国驻华

大使馆投资参赞、法国政府投资部首席代表孔士嘉（Pascal
Gondrand）。
《中国企业报》：在法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有哪些？2012年

有何新增的投资案例？

孔士嘉：中国企业在法投资是多元化的。目前在法国投资

的中国企业大概有 200家。至今为止最大的投资案例，当属中
国化工集团的子公司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法开展

的投资项目，设立了两个分公司和三家工厂；在扩大自身市场

的同时，更为当地创造了超过 2000个就业机会。除此之外，华
为技术有限公司、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洛阳一拖集团、中

国工商银行；工业中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信息业的联想

中国，重工业中的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均在法国展开投

资。2010年，上海复星集团收购法国休闲度假酒店集团地中
海俱乐部 (Club Med)7.1%股权，现在地中海俱乐部在东北、桂
林有开设度假村，预计在三亚将开设第三家。

能源、农产品、玻璃、木材、造纸、航天航空等行业是中国

企业对法投资的主要领域。将近一半的中国企业在法投资项

目集中在巴黎地区。在法国经商的中国大陆公司雇佣超过

9000名员工，香港公司则雇佣了大约 2000名员工。
《中国企业报》：您觉得法国吸引国外投资，特别是中国投

资的优势何在？

孔士嘉：法国是中国企业拓展欧洲市场的最佳窗口，为了

更好地吸引外资，法国对监管措施作出了修改，简化了适用于

外来人才与专家的手续程序。此外，法国地处欧洲中心地带，

拥有高效的基础设施，与各出口市场的连接非常方便，是运营

物流业务的理想地点；法国的教育制度获得了广泛的认同，高

素质的劳动力是企业选择落户的决定性因素；法国拥有顶尖

基础设施，是通往欧洲、中东与非洲的跳板。

目前，在法国创建企业所需的时间是全世界最短的，所有

手续都可在线完成，注册一家公司只需几个小时；法国的部分

招聘程序已得到改进，使得商业环境和劳动力市场更有活力、

更为灵活。法国近年来还出台了多项重大举措，鼓励具有创造

力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其中包括开办企业的成本可从新公司

董事的应纳税收入中扣除；另外，法国已经设立一项 1亿欧元
的国家投资基金———法国专利（France Brevets），主要面向中
小企业，旨在帮助中小企业扩大知识产权的投资组合；推出公

共投资银行，为小型企业在各个发展阶段提供多元化的金融

服务。

《中国企业报》：法国政府在研发与创新扶持方面有何措

施？有何优惠待遇？

孔士嘉：法国的“国家投资计划”旨在投入 350亿欧元来
刺激公共部门和公、私合作的研发项目及促进前沿领域和世

界级工业部门的投资。五个优先发展领域：高等教育和培训、

科技研发、世界级工业部门和创新型中小企业、绿色技术及数

字经济。在 91次项目招标中，共计 933个项目被选中，涉及公
司超过 2000家。截至 2012年夏季，总计投放 269亿欧元。在
研发税上有优惠待遇：比如，覆盖总体研发成本的 30%，最高
免税额达 1亿欧元，超过此限额的免税率为 5%；从今年开始，
适用资格将延伸至中小企业的创新开支（免税率为 20%，最高
免税额为 40万欧元），至今有 2000家在法外国公司享受了该
项研发税优惠政策。

《中国企业报》：您能谈谈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吗？

孔士嘉：中法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很好，两国领导人之间保

持了密切的联系和往来，各方面人员的互访频繁，经贸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日益加强。法国总统奥朗德于今年 4月 25日首次
访问了中国，访华期间中法除了央行货币互换、核电以及航空

航天等多个领域签署了新的合作协议之外，两国元首将清洁

技术———即节能环保领域确定为两国工业对话的未来关键领

域。9月 11日—13日法国国家投资银行（Bpifrance）率十三家
该领域企业访华，即是这一对话的具体行动。中国在法国的投

资在增加，但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投资，也欢迎广大的中国企业

来法国投资。
（上接第十一版）

8月 7日，星期三。

访问波特厂（Potrerilos Smelter）。

项目经理 Claudio Queirolo 介

绍了波特厂的工艺技术情况。从现场

可明显看到，该厂环保条件较差，火

法精炼工艺问题突出。 针对该厂的

环保问题及原因，王智详细介绍了我

公司现在的运行指标以及我公司所

用的固体还原剂、还原技术及配套还

原设备等。肖玉文厂长还介绍了我们

自主 研 发 的 污 酸 处 理 新 工 艺 。

Potrerilos冶炼厂希望方圆公司能为

他们的项目提供建议，尤其是方圆的

还原技术、污酸处理技术、高密度电

流电解技术、电解液自净化技术等，

对他们意义重大。

8 月 8 日，星期四。

访问 Enami 所属的 Paipote冶炼

厂。王智介绍了我公司的技术体系，

并与双方就底吹技术控制烟气量的

操作、铁硅比问题、炉子检修、开炉

操作等诸多细节进行了深入详细的

交流。Paipote 方面表示，希望新上项

目至少能维持现有生产能力，即处

理精矿 35 万吨 / 年，最好能够将精

矿处理能力提高到 45 万吨 / 年，但

是重点在于提高工艺环保水平，符

合新环保法规的要求。

8 月 9 日，星期五。

今天，肖玉文厂长针对对方的环

保压力，着重介绍了我公司自主研

发的污酸处理新工艺。

Enami向我方提出了做预可研的

恳求。包括物料和热平衡、流程图、

物料成分、炉子尺寸及维护等等细

节。为了促进项目合作，有意向采用

以下合作方式：1、Paipote 冶炼厂现

存原料，方圆可能购买其烟灰、冷

料、炉渣等含铜物料；2、Paipote 建一

个 50万吨处理能力的冶炼厂，可用

冰铜作为项目支付方式，长期供应

给方圆；3、方圆引入金融机构，如国

家开发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等，解决

其冶炼厂的改造资金困难问题。

Enami计划今年 10 月份派技术专家

来华，对底吹技术进行全面考察。

8 月 12 日，星期一。

上午，辗转 Cochilco（智利国家铜

业协会）、Enami公司总部、英美公司

总部，向各总部的总裁、副总裁等高

层管理人员介绍方圆公司的先进技

术，并对他们提出的问题进行答辩。

首先在 Cochilco 进行技术汇报。

协会方面对底吹技术提出了很多细

节性问题，特别是环保方面的问题，

如 As的控制、S的回收率等。王智等

一一给予了详细回答。 铜委会成员

表示，方圆的技术对智利铜冶炼行业

是很大的机遇。12点半，在英美资源

集团总部进行技术汇报。集团执行总

裁 John F. Mackenzie 表示，方圆

的运行指标非常具有吸引力，Cha-

gres必须用底吹技术改造现有项目，

希望方圆能为智利建立一个样板冶

炼厂。

8 月 14 日，星期三。

Codelco 总部，下午 3 点钟，向

Codelco总裁 Keler 汇报此行的成果

以及方圆公司、昆士兰大学、Codelco

公司三方达成的合作意向。总裁表

示，方圆的技术具有十分明显的优

势，他预祝双方公司合作成功。晚

上，代表团一行与智利政府、各公

司、冶炼厂和单位代表以及在智利

的华人朋友 20 余人共进晚餐。此番

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国驻智利大

使馆及国家开发银行的相关领导作

陪。

8 月 16 日，星期五。

Leonel 临时告知我们，C odelco

公司环保和投资控制部分的相关人

员希望能了解一下方圆的底吹技

术。代表们听了王智的介绍后，简单

交流了工艺环保情况及投资成本运

营成本问题。他们对我们的综合技

术水平表示认可，希望双方能够合

作成功。

“铜王国”两万公里纪行

（上接第十一版）

事实上，猪肉作为动物蛋白的整合逻辑并不新鲜。过去几年

粮商屡屡出手，Cargill并购 AWB，ADM并购 GrainCorp，Marubeni
并购 Gavilon。现在粮食过后则轮到了紧俏的动物蛋白。

欧洲并无大型的动物蛋白企业，并购大戏只能在美国、中

国、巴西等大企业间发生，其他企业要么规模偏小，要么缺乏

资本运作能力，能参与全球整合的概率极低。那么，为何不是

其他任何一个组合？而是史密斯菲尔德和双汇呢？这一切要追

溯到七年前双汇集团董事长万隆与卢特尔三世在纽约曼哈顿

家中的一次会面。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史密斯菲尔德股价最低时只有
7美元，几乎只有此次收购价格的 1/5，但遗憾的是万隆并未
出手，事后他追悔莫及。2009年开始，双方一直在进行合作，
并一直在探讨深化伙伴关系的方法。

而今，双汇国际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突破层层障碍，正式完

成收购。根据策略性合并协议，史密斯菲尔德将作为双汇国际

的全资子公司，继续运营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及其现有品牌。

“我和卢特尔关系很好，他对我很了解，不了解这个事也

不会这么顺利。”万隆回忆道。

法国驻华大使馆投资参赞孔士嘉：

王利博制图

“ 中国大地正
兴起一波接一波

投资海外房地产

的热潮，从美国到
加拿大，从欧洲到

东南亚，处处留下

了中国资本的印

记。

mailto:jia@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