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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購意企 彌補30年技術鴻溝
上海電氣擲42億助燃機產業騰飛

據上海《解放日報》報道，收購談
判從啟動到簽約歷時僅6個月，

相對同等規模的海外收購，這次頗為高
效。上海電氣首席投資官陳鴻說，意方
公司對中國政府的支持尤為看重，甚至
提出把政府支持寫入合同，甚至還要求
合同中無需涉及合作時間期限，希望永
不散伙。

研發技術與能力共享
根據合作框架，上海電氣入股後，安
薩爾多現有所有的燃機自主研發技術與
能力都將與上海電氣共享。按計劃，雙
方還將在中國建立燃機領域的兩家合資
公司，實現從研發，製造、銷售到服務
的全產業鏈覆蓋。「雙方會聯合開發先
進高效的燃機新產品，並共享知識產
權，從而形成真正的自主研發能力，」
上海電氣集團公司總裁鄭建華說，此舉
類似內地汽車產業通過海外收購，曲線
發展自主品牌，可以大大縮短擁有核心
技術的時間。
燃氣輪機，是工業領域「皇冠上的明

珠」，也是中國製造業長期無法忽視的
短板。鄭建華直言，目前內地企業只擁
有製造技術，沒有研發能力，與世界第
一梯隊存在30年的差距。
十多年來，中國企業雖與跨國公司合
作共贏，但擁有燃機核心技術的跨國公
司，均不願將燃機核心技術向中國合作

夥伴轉讓，因為對西門子、GE、三菱
「三巨頭」而言，燃機是「命門」，也
是其能源裝備領域利潤最高的業務。
不過，上海電氣集團看準時機及時

出手，用4億歐元買來了最寶貴的技術
和時間。除了上述「三巨頭」，世界
上完全擁有重型燃機研製能力的尚有
法國阿爾斯通和意大利安薩爾多兩
家。後者雖然盈利，但其母公司卻受
歐洲經濟環境影響，陷入債務泥潭。
上海電氣迅速向其伸出橄欖枝，但起
先中國企業的熱情並未得到回應。此
後，意大利政府安排國家戰略基金FSI
全盤接管了安薩爾多能源公司。去年
底，鄭建華代表上海電氣，赴意大利
拜會了FSI的總裁。

「不求控制 只求擁有」
鄭建華總結說，上海電氣緣何能夠收

購成功，全仰仗於「以退為進」，對意
大利公司「不求控制、只求擁有」。他
指，過去中國企業海外收購中吃過不少
苦頭，要求100%控股常常會引發對方
的戒心和猜疑，特別容易受到來自工會
的阻力，且中國企業往往專注於股權，
有時投入大成本100%控股，卻仍然拿
不到核心技術，「這一次，上海電氣堅
持先談技術，再談股權，把雙方的核心
利益和核心需求都能全面兼顧，是這次
談判成功的重要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沈夢珊上海報道）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邀
請，意大利總理馬泰奧．倫齊昨日起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隨行團
中有100多名意大利企業家，促進雙邊經貿合作將成為此次訪華的重
點。昨天下午，倫齊抵達上海參加一場商務論壇時表示，2015年米
蘭世博會要以上海世博會為榜樣。倫齊昨日與上海市市長楊雄會面
後，晚間便離滬抵京。
據了解，倫齊一行一下飛機就直奔世博大道上海意大利中心，參

與商務論壇。與2015年米蘭世博會中國企業聯合館參與入館企業、
合作夥伴的負責人以及在滬意大利商務人士見面。倫齊說：「這回
2015年意大利米蘭世博會，我們要以上海世博會為榜樣，我們將把
意大利文化和食品安全、綠色能源展示好，中國種子一定會在意大
利遠揚。」

6月萬達以2.65億歐元收購馬德里地標建築「西班牙大廈」
5月光明食品集團與英國私募股權投資公司ApaxPartner旗下基金就收

購以色列最大食品公司Tnuva56%股權事宜，在以色列特拉維夫達
成初步收購協議，具體金額並未披露，但據以色列媒體報道，該項
交易價格或為25億美元。

4月中國五礦集團和中信金屬公司組成的聯合體以58.5億美元將秘魯
邦巴斯銅礦收入囊中

3月東風汽車斥資8億歐元收購法國標緻雪鐵龍14%股份
5月 中國雙匯集團斥資71億美元收購美國豬肉加工巨頭史密斯菲爾德

公司
2月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投資148億美元收購加拿大尼克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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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氣集團是中國
機械工業銷售排名第一
位的裝備製造集團，旗
下有電站、輸配電、重
工、軌道交通、機電一

體化、機床、環保、電梯、印刷機械
等多個產業集團，且是中國最重要的
發電設備供應商之一。上海電氣以振
興民族裝備工業為己任，致力於技術
創新工作。中國第一套 6000千瓦火
電機組、世界第一台雙水內冷發電
機、中國最大的12000公頓水壓機、
世界第一台鏡面磨床、中國第一套
30 萬千瓦核電機組、中國第一根大
型船用曲軸、中國第一套百萬千瓦等
級超超臨界火電機組都來自於上海電
氣。

安薩爾多公司在意大利、荷蘭、阿
聯酋、美國、印度等地擁有機構，是
僅次於GE、西門子、三菱，並與阿
爾斯通年產量相當的著名重型燃機廠
商。1991年西門子與安薩爾多進行燃
機技術合作，但至2000年，西門子意

識到燃機技術的重要性，於是向安薩爾多規定
了技術使用年限和範圍，並收回了技術轉讓許
可。這反而促使安薩爾多轉向自主研發，10多
年後，它擁有了獨立技術。目前安薩爾多主要
聚焦歐洲市場，每年有10多億歐元銷售額，
2000多萬歐元利潤。雖然規模不能和「三巨
頭」相比，但它的燃機產品和技術齊全，並擁
有完整的知識產權。

■本報記者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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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企業海外併購再下一

城。上海電氣集團股份公司日前與意大利戰略基金公司正式簽署協

議，擬出資4億歐元（約42億港元）向其收購意大利安薩爾多能源

公司40%股權，此舉有望助力中國彌補30年的燃機技術鴻溝。分析

人士指，亞信峰會期間，中俄簽署天然氣大單，令燃氣輪機產業迎

來發展契機，而伴隨是次收購而來的燃機技術跨越，將使中國燃機

發展戰略目標大大提前。同時，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重型先進

燃機問世後，還將突破壟斷和封鎖，走向海外市場。

意大利總理訪滬
逾百企業家隨行

香港文匯報訊 就美國一份報告稱中國軍人進行網絡黑客攻擊以助
發展航天項目的指責，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反駁，美國自己
就是「黑客帝國」，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實。美方不思反省，不思
檢點，反而仍在無理指責和攻擊別國，這樣的做法不具任何建設性。
據中新社報道，9日，美國某網絡安全公司發佈報告稱，中國軍人對

西方國家實施了網絡黑客攻擊以協助發展中國衛星和航天項目。這份
報告還說掌握了有關證據，包括一名自稱軍人的黑客的郵件和博客。
華春瑩回應說，我對美方這種賊喊捉賊的做法很不以為然。斯諾登

案發生以後，美國政府和其相關部門長期以來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
外國政要、個人和企業進行了大規模、有組織的網絡竊密和監聽監控
活動，甚至達到了無孔不入、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華春瑩說，中方已經多次表明了在網絡安全問題上的立場。包括黑

客在內的網絡攻擊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具有跨國性和匿名性的特點，
需要國際社會在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加強合作。中國早在
2011年就向聯合國提出了「信息安全國際行為準則」倡議，希望能夠
通過制定網絡空間的國際規範和行為準則，構建和平、安全、開放、
合作的網絡空間。
「我們願與國際社會繼續加強對話合作，共同打擊黑客攻擊等網絡

犯罪行為。」她說。

香港文匯報訊 就中國將日軍強徵慰
安婦的相關文件申報聯合國世界記憶名
錄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
說，中方將有關歷史檔案進行申報是為
了牢記歷史，以防止此類違人道、侵人
權、反人類的行為重演。
據中新社報道，華春瑩說，世界記憶
名錄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重要活
動，收錄具有世界意義的手稿、圖書館
和檔案館保存的珍貴文件，以及口述歷
史的記錄等。中國一直積極參與世界記

憶名錄的申報工作，目前已有9份文獻遺產入選名錄。中方此次申報的
相關歷史檔案真實、珍貴，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符合有關申報標
準。中方將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徵慰安婦的一些珍貴歷史檔案進
行申報，目的是牢記歷史，珍惜和平，捍衛人類尊嚴，以防止此類違
人道、侵人權、反人類的行為在今後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類蛋白質組計劃（CNHPP）」
昨日全面啟動實施。中國科學家率先構建了人類第一個器
官（肝臟）蛋白質組圖譜，出版人類首個器官蛋白質組
「百科全書」，相關數據得到國際著名專業機構等認同及
廣泛使用，成為人類蛋白質百科全書主體內容之一。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人類蛋白質組計劃（CNHPP）」
昨日上午在北京軍事醫學科學院召開第一次工作部署會，
國家科技部、總後勤部相關領導及全國40多個科研單位的
70餘名院士、專家出席。人類蛋白質組計劃國際執委、亞
太蛋白質組組織主席、該計劃首席科學家賀福初院士介紹
說，CNHPP是在系統總結人類蛋白質組計劃（HLPP）成
功經驗基礎上，經過4年迭代論證提出的，主要目標是以
中國重大疾病的防治需求為牽引，發展蛋白質組研究相關
設備及關鍵技術，繪製人類蛋白質組生理和病理精細圖
譜、構建人類蛋白質組「百科全書」，為提高重大疾病防
診治水平提供有效手段，為中國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提供原
動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宣
佈：應英國首相卡梅倫和希臘總
理薩馬拉斯邀請，李克強將於16
日至21日赴英國舉行中英總理年
度會晤，並對英國和希臘進行正
式訪問。據英方表示，卡梅倫將
於下周二（17日）的英中年度峰
會上，與李克強商談促進雙邊經
貿往來。

中國總理3年來首訪英
據中新社報道，華春瑩介紹，
李克強此訪是中國總理3年來首
次訪英，也是新一屆中國政府領
導人首次訪英，恰逢中英建立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十周年，對增進

兩國政治互信，深化務實合作，
推動中英關係在更高水平上健康
穩定發展有重要意義。
「李總理將會見伊麗莎白二世

女王，同卡梅倫首相舉行兩國總
理年度會晤，會見其他英國領導
人，就發展中英關係進行深入溝
通。」華春瑩說。
華春瑩說，這也是李克強首次

訪問希臘，也是對去年薩馬拉斯
訪華的回訪。相信此訪將進一步
鞏固中希傳統友好，深化兩國政
治互信，擴大雙方各領域務實合
作，推動中希、中歐關係取得更
大發展。
另據卡梅倫的發言人在記者

會上說，卡梅倫將於17日在倫

敦舉行的英中年度峰會上晤到
訪的李克強，商討促進雙邊經
貿往來。

華商投資英國約束多
據搜狐財經報道，英國駐華大

使吳思田（Sebastian Wood）近
日接受傳媒專訪時表示，中英雙
方是理想的合作夥伴，但英國雖
然作為全球最開放的經濟體，但
並不代表外資在英國的每個投資
工程都能輕而易舉地完成。比如
說，在基礎建設領域，可能要受
到複雜的監管條例和法律框架約
束，他建議中國投資者在赴英投
資前一定要理解這些，包括英國
法律、歐盟法律等等。

李克強下周訪英國希臘談經貿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特
使、外交部長王毅9日在新德里總理府會見
印度總理莫迪。王毅轉達了習近平和總理李
克強對莫迪的問候以及習近平致莫迪的口
信。習近平在口信中表示，作為多極化進程

中的兩支重要力量，中印共同利益遠大於分
歧，兩國是長久的戰略合作夥伴，而非競爭
對手。
據國際在線報道，習近平口信中又說，中

印各自的強國富民夢相互契合，應深度對接
發展戰略，實現優勢互補，建立緊密發展夥
伴關係，攜手實現和平發展、合作發展、包
容發展，造福兩國人民，促進亞洲乃至世界
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莫迪表示，習近平主席的重要口信為雙邊
關係指明了方向。印度新政府願與中方向世
界一起發出明確信號，兩國將致力於共同發
展。雙方應保持高層往來，鞏固戰略互信。
發揮各自優勢，在基礎設施、製造業、軟件
等領域深化合作。發掘印中悠久文明資源，
增進人文交流。共同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
寧，為兩國關係發展提供保障。

■李克強去年底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歡迎英國首
相卡梅倫。 資料圖片

中國啟動人類蛋白質組計劃 王毅轉達習口信：中印共同利益超分歧 中國將日徵慰安婦檔案申記憶名錄

華春瑩：美國就是「黑客帝國」

■4月18日，山西最後一名
「慰安婦」張先兔向來訪者
講述日軍罪行。 中新社

■王毅向印度總理莫迪轉達習近平的口信
稱，中印共同利益大於分歧。 新華社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55月月88日在意大利熱那亞市與意大利戰略基金公司正式簽日在意大利熱那亞市與意大利戰略基金公司正式簽
署協議署協議，，擬出資擬出資4242億港元向其收購意大利安薩爾多能源公司億港元向其收購意大利安薩爾多能源公司4040%%股權股權。。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意大利總理倫齊意大利總理倫齊（（左二左二））與上與上
海市政府副秘書長海市政府副秘書長、、上海市國資上海市國資
委主任徐逸波委主任徐逸波（（左三左三））均見證上均見證上
海電氣這項併購儀式海電氣這項併購儀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奧地利發電廠所使用的安薩爾多奧地利發電廠所使用的安薩爾多150150MWEMWE燃氣輪機燃氣輪機。。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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