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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两年 ，作为三一集团 （以下简

称三一）状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家团

队的成员，笔者见证了三一告赢奥巴马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也体会到中国企业

争取国际话语权之难。

三一状告奥巴马有着中国企业赢

得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历史使命 。 此番

三一胜诉并非偶然 ， 与三一的组织文

化密切相关，而这就是一种亮剑精神 。

过去十年间 ， 诸多中国企业都遭遇到

来自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打压和刁难 ，

很多企业选择忍气吞声 ， 或者采取别

的方式以退为进 。 但是这次三一挺身

而出。 这反映了三一集团组织文化中

坚韧、顽强的一面，也就是说为了自己

的利益要抗争到底 ， 同时也为中国企

业的利益抗争到底。

美国文化是尊重强者的文化。从某

种意义上说，这些年美方对中国企业的

威胁和制裁，以及设置各种门槛 ，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得到顽强的抵抗，也

就是说他们的“作案成本”太低。但这次

让华盛顿意外的是 ， 三一集团站了出

来，这种精气神，是崛起的中国所特别

需要的。

知己知彼也是三一取得胜诉的关

键所在。一方面，三一法律团队对美国

的司法体系有着深入研究，从法律角度

选择了“程序公正”作为最重要的突破

口，而事实证明这也确实是最能够打动

法官们并取得突破的一点。 另一方面，

通过对美国政治体系和政治现状的研

究，我们发现奥巴马的第二任期执政乏

力，支持率下滑，其领导力的下降也使

得三一获胜有了现实的可能 ； 不仅如

此， 无论是美国国会还是美国联邦法

院，都十分忧虑和不满奥巴马政府越发

明显的行政权力扩大化的问题，因而也

有意识地在一些方面对奥巴马政府进

行制衡。三一巧妙地抓住了程序公正这

个突破口，并充分利用了美国目前复杂

的政治环境和奥巴马所处的弱势，一举

在这个看上去毫无希望的诉讼中实现

了重大突破。

三一的成功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

积累了宝贵经验。近年来 ，一些中国企

业海外并购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对当地

的政策法规及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缺乏

必要的深入研究，过多地考虑经济面而

忽略了政治和法律问题，这可以说是中

国企业“走出去”的一大教训。而这次三

一成功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佐证，说明

“走出去”不仅要懂经济，还要懂政治 、

文化、法律。从此案可以看出，三一是个

有勇有谋的企业，懂得用国际规则去保

护自己， 用美国法律打败了美国总统。

这一经典案例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

非常大的启发。

从话语权的角度来说，三一告赢奥

巴马不仅为其自身进军美国市场赢得

了更多机遇和话语权，更为中国企业走

出去尤其是赴美投资闯出了一条新路。

三一整个维权过程不仅是中国企业将

来保护自己权益的一个非常好的样本，

而且此番挑战 “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及美国总统的过程，也是对美国外国投

资审查中不合理因素的极好的抗争与

平衡。基于这种原则，中国势必也要强

化对外国投资的审核管理工作，尤其是

涉及国计民生的领域。

希望在三一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能够更好地走出去，能够更好地保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每日微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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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 吴龙贵

启动A股本轮行情的仅仅只是货币与投资

红会的清白

要靠自身来证明

三一集团告赢奥巴马的话语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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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庆（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

核心

提示

牛市的号角似乎吹响，但这一次有

点像半夜的鸡叫，太早了些。

沪港通脚步声近，给蓝筹股带来人

气。

8

月

4

日午后， 房地产发力带动大盘

指数上攻 ，券商 、保险 、煤炭 、水泥 、化

工、 房地产板块涨幅位居行业板块前

列，上证综指收盘涨

1.74%

。从底部

2000

点下方，上证综指坚定攀升。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妙。官方与汇

丰的

PMI

指数到达景气区间， 说明大型

企业与小型企业同步复苏。根据统计局

的数据，在

41

个工业大类中有

35

个同比

增长， 其中不乏汽车制造业增长

29.1%

、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增长

25.3%

这样

亮眼的数据。

一夜之间，舆论对产能过剩的关注

仿佛不存在了，而且好像债务也恢复到

正常水准，除了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下降

43.9%

，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下降

2.3%

，

这两个行业仍在提醒经济周期下行的

惨烈，其他数据都耀眼无比。

如果中国经济结构转型那么容易

成功， 如果中国债务风险细如微风，改

革派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中国经济根

本不需要艰难的变革。但事实上 ，笔者

对短期经济仍不乐观：从负债率水平也

好，从周期性行业盈利也好 ，或是东部

沿海制造业基地、 西部矿业基地来看，

目前均处于比较困难的时期。当然也有

相对轻松的行业，如高端投资品 、离大

城市较近、 配套完善的养老房地产，去

化率不错。

真正让这轮喝厚粥行情得以启动的

是货币与投资， 各地的天量投资计划不

必细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货币市场

回暖。根据央行的数据，今年上半年，社

会融资规模为

10.5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

多

4146

亿元，为历史同期最高水平。截至

6

月末 ，广义货币 （

M2

）余额

120.96

万亿

元，同比增长

14.7%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去年末高

1.3%

和

1.1%

，创一年内新高。

市场透彻理解了决策层保增速的决心。

另一拨粮草来自沪港通，

2007

年转

经天津的沪港直通车未能启动 ， 而现

在，沪港通不经第三地，将很快落地。沪

港通政策成为大盘蓝筹股的输血站，从

理论上为标的公司输送了巨额资金。

沪港通推出之际，是一次极好的投

机机会，会让很多人一夜暴富。但是，历

经

A

股市场长期折磨还能保留元气的投

资者， 对沪港通的意义会有深刻的体

会。事实上，沪港通不仅是股市投机机

会，还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环 ，是吸纳

境外资金进入境内的契机，也是人民币

加强与港币以及美元联系的机会。

不过某些有经验的投资者或许不会

忘记另一个曾被誉为资本市场里程碑式

的日子———

2001

年

2

月

26

日，是境内居民

凭身份证办理

B

股交易手续的第一天。其

后的

2

月

28

日，对境内居民开放首日，

B

股

全线无量涨停。但从当年

6

月

1

日起，境内

居民可以使用

2

月

19

日之后存入的外汇

资金进行交易，结果资金大量入市，

B

股

大跌，多数资金被套。这场试验以开放前

B

股投资者暴富，

6

月

1

日境内资金入市后

绝大多数境内普通投资者被套而终结，

是一幕起承转合非常完整的悲剧。

如果上市公司基本面与股市制度

没有大变化， 资金的进出时间窗口，就

是谁可能暴富、 谁又可能被套的机会。

相信沪港通不会重演

2001

年一幕，因为

再也没有天真的投资者可供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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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机关

3

日晚间公布了郭美

美涉嫌赌博一案的最新调查进

展。针对公众关注的郭美美“红会

炫富”事件，根据警方的调查和郭

美美本人的供述， 她以及她的资

金来源都与中国红十字会毫无关

系。对此，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新闻

发言人姚立新表示 ，“我们希望 ，

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不仅还红会

一个清白， 同时也给全社会一个

重塑诚信体系的机会。”

郭美美案尘埃落定， 对饱受

事件困扰的红会来说， 的确是个

重大利好消息。 不过撇清了与郭

美美的关系， 红会是否就能重获

公信力还很难说。对红会而言，郭

美美事件的落幕可能只是一个休

止符，还远未到可以庆贺的地步。

应该看到， 公众对红会的非

议和质疑既非始于 “郭美美”，也

不局限于 “郭美美 ”，在某种意义

上， 郭美美事件不过是压死骆驼

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公众其实

是借这起具有娱乐性的事件而找

到了一个集体表达不满的平台 。

因此，郭美美事件的结束，仅仅能

够证明郭美美与红会毫无关系 ，

而非其他，包括红会的清白。

“百年红会三天毁”。与其责备

郭美美，不如反躬自省：在真相与

谎言之间， 公众为何选择了谎言？

明明是无中生有的事情，为何作为

中国最知名也最有影响力的慈善

机构，红会竟然连澄清事实的能力

都没有？尽管是一个负面典型，但

我依然认为郭美美事件像一面镜

子， 照出了慈善机构常见的管理

混乱、透明度不高、商业性行为过

度介入以及监管缺失等诸多问

题。就此而言，红会的清白究竟该

由谁来还？不是郭美美，也不是公

安机关，而是红会自身。只有实现

公开透明， 引进更先进的慈善管

理模式，让慈善变得可监督，才是

红会自证清白的唯一路径。

就在前天， 云南鲁甸遭遇

6.5

级地震， 并造成重大人员和财产

损失。眼下，如何迅速投入到救灾

之中，用实际行动拯救公信力，才

是红会凤凰涅槃、 重构慈善生命

力所面临的关键考验。

朱邦凌

资本市场资深观察人士

不能以行政倒退的滤色镜看待

本轮

IPO

改革，不能以侵扰市场多年

的伪市场化观点否定

IPO

改革的正

本清源。

IPO

改革应坚持实事求是原

则， 在注册制过渡期市场信用尚未

建立前须实行必要的行政干预。本

轮

IPO

改革的目标非常清晰，就是达

到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平衡和资

本市场的协调发展，是对既往“伪市

场化”新股发行的及时纠偏。

阑夕

科技自媒体

垄断可能造成市场领先， 但领

先并不意味着垄断。 作为一家没多

少“背景”的普通大型科技企业，微

软 在 操 作 系 统 市 场 面 临

MacOS

、

Linux

的竞争。 受益于对

Windows

持续高昂的研发和市场投入， 微软

成功培养了大多数计算机用户的体

验习惯，这值得国内企业借鉴。

王如晨

夸克传媒负责人

英特尔从平板出发聚焦移动互

联网，确实是一次理性回归。平板这

类产品虽带有移动特征， 但更侧重

视频娱乐， 而非智能手机的社交与

通信功能。 两者之间的商业模式有

明显不同。这种差异，给了英特尔足

够的时间与空间， 给平板电脑灌注

新的生命力。

王利阳

科技媒体专栏作者

易信必须先做好拼车服务，毕竟

拼车是其走向实用道路的第一关。但

对于偏向实用性的易信来讲，仅一个

拼车服务显得相对单薄，接下来需要

不断创新各类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服

务功能，因为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问

题没有更有效的解决方式。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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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房不满意 全额退房款

高盛金融中心扔下2014成都楼市重磅炸弹

7月27日下午，高盛金融中心售楼部坐满了前

来参加活动的新老业主。在媒体和业主、准业主的

共同见证下，开发商代表宣布：在高盛金融中心所

买自住型住宅和写字楼， 在交房时若房价下滑或

购房者对所购房屋不满意， 开发商将无条件全额

退还购房者房款。

现场一片欢腾， 不少业主情不自禁地鼓起掌

来， 并纷纷询问细节， 甚至有不少投资者当场下

单。 准业主王先生表示：“开发商的营销花样再

多，但没几个敢说买房包退的，这需要开发商对自

己的产品、市场都有信心。既然开发商都那么有信

心、有担当，我相信，这样的产品是值得投资的。”

众所周知，房子作为特殊的商品，动辄数十万

上百万，价格的波动、质量的优劣，随时牵动着购

房者的心，引起的业主维权报道也不时见诸报端。

对于开发商来说，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盈利，为何要

打出买房包退的承诺呢？即使今年市场总体平淡，

开发商营销手段频出，但多以降低首付、分期付款

等灵活付款方式为主， 还没有哪家开发商有勇气

打出“买房包退”的承诺。高盛金融中心为何要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呢？

开发商负责人表示， 之所以有勇气， 源于几

点：一、对市场本身的信心。判断房价和市场会在

一个良性的区间里平稳波动， 不会出现大幅的涨

价或是降价，成都房地产市场还很健康。二、对自

身开发实力的信心。 北大青鸟集团是知名的房地

产开发企业，实力雄厚，质量过硬，有能力承担。

三、对项目本身的信心。作为城南金融城的地铁物

业，超高层地标项目，高盛金融中心的稀缺价值毋

庸置疑， 卖一套少一套， 无论是保值还是增值能

力，都是实实在在的。“我们有非常强的抗风险能

力，所以楼市淡季之下，愿与购房者、投资者风雨

共担。”

有如此底气， 在于高盛金融中心的

核心价值非常稀缺，抗风险能力强。它是

目前城南， 乃至整个成都极具代表性的

大型综合体项目，无论地段还是产品，都

拥有不可复制性。因此从开盘以来，高盛

金融中心的销量就一路高歌， 在房地产

市场传统的“淡季”六七月里，高盛金融

中心每月的销量仍能过亿， 让业内诸多

大盘望而兴叹。

整个项目总建筑面积35万平米，裙

楼由一栋48层写字楼、一栋51层国际知名

酒店、 两栋38层精装公寓和国际奢侈品

底商组成。写字楼将以金融企业、类金融

企业以及世界知名企业入驻为主； 精装

公寓将以白金五星酒店的标准提供高品

质的装修和服务； 购物中心则引入国际

知名的高端奢侈品品牌运营商， 走精品

购物中心路线。整个项目建成之后，其接

近200米的裙楼高度将成为金融城地标。

这种高端的定位， 与项目所处的城南

金融城地段深度契合。高盛金融中心位于

城南金融城及规划的天府新区最核心地

段， 距离地铁1号线孵化园站不到百米，周

边集中了城市稀缺的高端商务、高端居住、

自然资源，云集高新区管委会、各大银行及

金融企业的西南地区总部， 是全城入驻世

界500强企业、金融企业最多的区域，执掌

着这座城市的财富话语权。 而天府新区核

心地段的定位， 又代表了整个城市未来的

发展和向上的方向。

从产品上来看， 最为动人的是其正

在热销的24小时星级酒店服务的DRC外

交服务公寓，全城稀缺。

“我们提供的是一种高端生活方式，

而绝非硬件豪装的房子。” 开发商表示，

成都不缺精装大平层项目， 比硬件是最

容易被复制的， 难以体现项目的唯一性

和稀缺性。高盛金融中心的DRC外交服

务公寓， 硬件上将按白金五星酒店的标

准豪装豪配， 所有家具家电均为国际高

端品牌。而在软件上，它将实现24小时白

金五星酒店的统一服务和管理， 并将提

供多语种的管家，24小时随叫随到，以国

际化的服务团队、理念和细节，提供定制

式、最私享的贴心服务。在配套设施上也

非常完善，全城顶级天际泳池、定制奢侈

品服务、五星级酒店会所服务、高端大型

连锁百货品牌……都是全城独享。

雄厚的品牌实力、稀缺的产品价值、

持续的热销效应，在当前楼市，高盛金融

中心是集中了众多优势于一体的优质项

目。但为了打造更高品质的城市综合体，

开发商强强联手， 连续签约多家上市公

司、国际知名设计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甚

至还引入了一家法国巴黎的三星级米其

林餐厅， 为项目和区域提供高端的商务

配套。

伴随着高盛金融中心品牌深远的影

响力， 近期来自国内外的大型企业纷纷

向高盛抛出了橄榄枝。 从今年4月开始，

高盛金融中心相继签约中国装饰行业首

家上市公司、 连续10年荣获中国建筑装

饰百强企业第一名的金螳螂集团； 瑞士

知名建筑装饰公司BEA� Bureau� d'Etudes�

et� d'Architecture� SA；获得餐饮界最高荣

誉的“米其林认证”三星的法国餐厅以

及意大利知名餐厅Ristorante-Toscano。

前两者作为合作伙伴， 将为高盛金融中

心的超高品质保驾护航； 而法国米其林

三星餐厅和Ristorante-Toscano则早已闻

名，这是它们第一次进入中国入驻成都，

将为城南带来高端的国际美食。 和这些

国际级的团队合作， 将形成新的聚合效

应， 行业顶尖的人才和公司将为高盛金

融中心实现超高品质呈现， 树立城南新

地标打下坚实基础。

（刘婷）

石破天惊

买房竟包退

成都楼市第一家

稀缺

DRC

外交服务公寓，面积

86～130

平米，每平米

1.98

万元。稀缺金铺面积

5～20

平

米，火热销售，持续抢购中。新推出的自住型清水住宅仅

9800

元

/

平米起，“买房送车位”优

惠活动正在进行中。

项目地址：成都天府大道金融城

咨询热线：

028-66666658

底气十足

200米超高城市综合体 金融城新地标

强强联手

签约上市公司、米其林餐厅

在售信息提示

荩 荩

荩

高盛金融中心效果图

高盛金融中心样板间

高盛金融中心签约金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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