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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總理今訪華 重點談經貿
20企業高管隨行 兩國料簽多項協議

根據德國駐華大使館的消息，此次是默克爾第8次
訪華。29日早上，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在人

民大會堂外為默克爾舉行歡迎儀式，隨後兩人進行會
談。下午，默克爾將在「山村對話」會上致詞，並與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會談，傍晚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會談，並出席習近平在釣魚台國賓館設下的晚
宴。30日，默克爾與李克強總理一同飛往安徽省合肥
市，在那裡到訪一戶農民家庭和一所鄉村小學。中午，
兩人參加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會議。訪問結束前，李克
強將設宴招待默克爾一行。

德車企擬5年在華投資1717億
據悉，默克爾此行是為了就去年10月在柏林舉行德
中政府磋商時發佈的《中德合作行動綱要》的落實情況
及如何進一步落實進行分析和商討。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是德國在歐盟以外最大的貿易夥
伴，德國是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最重要的技術
引進和投資來源國。2014年中德貿易額達1,778億美元
（約13,779億港元），佔中歐貿易額的三成，大體相當
於中國與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國貿易的總和。目前，
德國約有6,000家企業在中國設有分公司。
伴隨默克爾訪華的包括大眾（福士）汽車集團新任總裁、

漢莎航空客運業務負責人等德國企業高管。德國駐華大使
柯慕賢透露，在這次默克爾訪華期間，一家著名的德國汽
車公司將宣佈，未來5年將在華投資200億歐元（約1,717
億港元）。他說，這比過去幾年英國在華投資還要高。

漢莎將與國航建立合資項目
「經濟是默克爾訪華最重要的話題。」德國《經濟新
聞報》27日指出，大眾汽車集團新總裁穆勒將隨默克爾

訪問中國，屆時會談及有關大眾尾氣排放造假醜聞內部
調查的最新進展。德國一名官員對路透社表示，大眾醜
聞不會影響中國對其他在華德企的信任。該官員披露，
中德有望簽署多項合作協議，包括德意志交易所與中國
股票交易所的合作協議、漢莎航空與中國國際航空公司
建立商業合資項目等。
除了經濟話題，德國也希望在其他領域與中國加強合
作。德國電視一台稱，中國在伊朗核問題的解決上發揮
了重要作用，默克爾希望與中國探討其他地區和國際衝
突問題，比如敘利亞和阿富汗問題。此外，中國在改善
俄羅斯與西方關係上也能起一定作用。《萊茵郵報》27
日報道稱，德國聯邦教育及研究部長萬卡表示，將與中
國就保護知識產權、研發、職業教育、環保及城市化等
領域進行會談和合作。在進行技術競爭的同時，中德也
要發展合作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德國總

理默克爾將於今日訪問中國，意在

進一步深化中德經濟關係。外媒消

息指，德國政府確信，德國將繼續

是中國在歐洲的最大貿易夥伴。德

國有官員吹風表示，中德之間將簽

署不少協議。此次訪華，默克爾帶

領一支由約20位企業高管組成的商

業代表團，涉及機械、汽車、電子

和電訊等行業。

昨天，北京
長安街和天安
門廣場上，工
人們正忙着摘
下荷蘭的紅、
白、藍三色國
旗，換上德國
的黑、紅、金

三色旗，再過幾天，德國國旗又會
被法國的藍、白、紅三色旗所取
代。上周末，西方大國英國剛剛轟
轟烈烈地迎接了中國元首，簽署了
總額高達400億英鎊的協議，開啟
了中英「全球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本周，荷蘭、德國、法國等
歐洲老牌國家首腦又接踵來華「取
暖」。西方夥伴們競相「東轉」，
令美國成了對華圍堵中的孤家寡
人。

美損人利己令歐洲夥伴失望
從不顧美國公開反對先後加入亞

投行，到如今高調擁抱中國要建立
「黃金關係」、「鑽石關係」，曾
幾何時，西方國家對中國快速增
長，還是鋪天蓋地的「中國威脅」
論和圍堵之聲，而近兩年，風向突
變，美國老牌盟友英、德、法等國
的表現，更是讓很多不明就裡的人
感到大跌眼鏡。這些美國的歐洲夥
伴們到底怎麼了？

政治是經濟的上層建築。近年來，
歐洲經濟持續在危機邊緣徘徊。2005
年開始逐漸爆發的金融危機讓西方國
家的增長率趨向於零，同時給相關國
家留下大量債務，這讓全球經濟都更
加依賴中國的增長與資金。

而另一方面，美國的表現也令其
歐洲夥伴相當失望。在過去多年持
續的歐債危機中，美國為自救不惜
損害歐洲利益，其國內機構亦不斷
下調對歐洲國家信用評級，而形勢
剛一好轉，美國又大肆開始量化寬
鬆政策，這些都令原來捉襟見肘的
歐洲國家雪上加霜。

同時，多年來，美國作為帶頭大
哥，在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

烏克蘭等發起一連串行動，但這些最終不但沒有
給歐洲國家帶來它們想要的穩定和利益，反而令
歐洲與相關國家關係緊張，並陷入空前的難民潮
和反恐等難題，而暗暗種下這些苦果的美國卻安
然置身事外。

中國發展機遇巨大不容錯過
古人云，識時務者為俊傑。目前，中國已躋身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坐擁四萬億美元外匯儲備，
需要對外尋找出口，儘管中國經濟近年進入「新
常態」，但未來10年左右中國經濟仍可保持高達
6%到7%的增長，是全球低迷增長中的重要推進
器，甚至有預料指不久的將來，中國的體量或將
數倍於美國。

中國的快速發展，是和平的崛起，絕不會對世
界其他大國構成威脅和挑戰，反而會帶來巨大機
遇，而美國的歐洲夥伴們紛紛來華的背後，就是
有遠見地看到了中國發展背後的機遇，要分享中
國增長所帶來的紅利。

如今，面對龐大的現實利益和各自的內憂外
患，美國的夥伴揚長而去，也是情理之中。前
日，美國軍艦在中國南海挑釁和草
率「收兵」，已顯示出美國心有餘
而力不足，未來，美國對華圍堵大

牆的轟然倒塌，最終也將是歷
史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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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爾去年訪華期間，參觀一汽大眾成都分公司。 資料圖片

默克爾訪華行程
■10月29日（星期四）
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在人民大會

堂外為默克爾舉行歡迎儀式並共同檢
閱儀仗隊，隨後兩人進行會談。

下午：默克爾將在「山村對話」會上致詞，
並與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會談。傍
晚與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並出席習
近平所設的晚宴。

■10月30日（星期五）
上午：默克爾與李克強一同飛往安徽省合

肥市，到訪一戶農民家庭和一所鄉村
小學。

中午：兩人參加中德經濟顧問委員會會議。
訪問結束前，李克強將設宴招待默克
爾一行。 資料來源：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德國中國商會日前在柏林發佈《中資企
業在德商業環境調查2015》報告。報告顯示，在德中資
企業對德國市場仍有信心且興趣不減，在行業專業領域
發展正趨於成熟，並願意承擔更多社會責任。與此同
時，在德中資企業依然面臨行業方面的各類問題，德國
投資環境還有改善空間。
此次調查選取800家在德核心中資企業，了解其經營

狀況及遇到的困難。這些企業既有來自中國500強企業
的代表，也有投資活躍的中小企業和機構代表。與去年
相比，中資企業承擔了更多社會責任，在德提供的就業
崗位已增加至約2.8萬個，其中非中國籍員工佔其總用工
人數的38.6%。在中德兩國穩定關係的積極影響下，儘
管經歷歐債危機，但80%以上的中資企業仍對德國投資
環境有信心。法蘭克福地區的銀行業、漢堡地區的貿易
物流行業、北威州的機械製造業和採礦冶金行業，仍然
是中資企業在德最活躍的行業領域。

發展過程中困難仍很多
調查還顯示，中資企業在德發展過程中仍面臨許多困

難和挑戰。除面臨跨文化交流經營管理、外派員工長期
工作簽證和許可申請困難等普遍問題外，建築業等行業
市場准入仍受到限制、中資銀行在德分行受到不公正的
「子行化」監管、德國航權限制導致中資航空公司無法
獲得德國更多航權開放等與行業相關的專業問題愈加明
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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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近10年的德國總理默克爾今
天將開啟她的第8次訪華之旅，這
一數字在西方大國領導人中首屈一
指，也超過其訪問日本、印度、巴

西的次數之和。
2006年5月、2007年8月、2008年10月、2010

年7月、2012年2月、2012年8月、2014年7月，
默克爾每次訪華都會到訪新城市，迄今她在北
京、上海、南京、西安、廣州、天津、成都都留
下了足跡。據悉，此次訪問，默克爾將依循慣
例，訪問一個新城市——合肥。

外國領導人訪華，最重要的是要與中國領導人
會晤，就兩國關係中的重要政經問題進行磋商。
他們常常還兼職「推銷員」，為本國企業拉生
意、推產品。2006年，為了向中國推銷德國的磁
懸浮技術，首次訪華的默克爾便到上海體驗了一
把磁懸浮列車。默克爾隨後的幾次訪華中，則先
後視察了西門子、一汽大眾等中德合資公司。

除了時刻心繫政經大事外，參觀遊覽中國的名
勝古蹟更是他們最愛的一項活動。默克爾除了參
觀了兵馬俑外，還曾遊覽北京南鑼鼓巷文化街和
天壇。2000年，癡迷中國文化的法國前總統希拉

克訪問揚州時，主動提出要看一下京杭大運河。
另外，默克爾在2014年7月第7次訪華時，在

成都逛起了當地的農貿市場，還買了瓶豆瓣醬。
她還在川菜館裡跟大廚學做菜。

■綜合媒體報道

8度踏足神州 將專程訪合肥

■默克爾向川菜大廚學習宮保雞丁的做法。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荷蘭國王威廉．亞
歷山大昨日在浦東幹部學院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國政
府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是一個「巨大機遇」，值
得全世界與中國合作。
威廉．亞歷山大認為，「一帶一路」將對地處歐

亞大陸東西兩端的中國和荷蘭帶來重大影響。「事實
證明，中國人集中精力實施的工程，往往可以產生巨
大規模的影響和成效。」
在題為《共同的挑戰 緊密的合作》的演講中，威
廉．亞歷山大對中國悠久的歷史和30多年來的發展
奇跡表達了由衷敬意，並相信荷中兩國可以求同存
異，通過深入合作共同應對挑戰。

中荷在農業水利合作空間大
他表示，現在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如何實現長

期、平衡發展，相信正在籌劃的「十三五」規劃將成
為中國未來發展很好的「路線圖」。
在威廉．亞歷山大看來，此次訪問中國，尤其是
深入陝北農村，看到了「非常不一樣的中國」，「獲
取了額外的信息」，對於全面了解中國非常有益。他

認為，荷中兩國在農業、水利、人口老齡化、公共治
理等領域有廣闊的合作空間。
「以園藝合作為例，中國人很喜歡荷蘭鬱金香，
而中國的花卉也非常迷人。中國月季就是我太太的最
愛。」威廉．亞歷山大說。
在滬期間，威廉．亞歷山大還參觀了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出席了「『一帶一路』——
農業與物流業的機遇」研討會，並赴崇明島參觀東灘
鳥類自然保護區和國家設施農業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 為收購喜達屋酒店集團（Starwood
Hotels & Resorts），至少有3家中國企業在力爭獲得中
國政府的批准。預計競購方的出資規模高達120億美元
（約930億港元）以上，如果一切順利，這將是有史以
來中資對美國公司規模最大的一次收購行動。
據澎湃新聞報道，當地時間10月27日，《華爾街日
報》援引知情人士的話報道，在過去兩個月中，酒店業
巨頭上海錦江國際酒店（集團）有限公司、海南航空的
母公司海航集團，以及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各自向政府部門提交收購提案。
鑒於這一交易的潛在規模巨大，中國政府希望由一家
國內公司出面報價，這樣就不會出現中資自抬價格的局
面。最終決定可能在未來數周內做出。儘管如此，消息
人士還指出，如果出價太高，政府相關方面也可能會阻
止收購。
喜達屋方面已經就此進行了數月的戰略評估，並聽取
了來自世界各地公司的併購提議。喜達屋的發言人對此
拒絕置評。
喜達屋酒店集團總部位於美國康涅狄格州，旗下經營
的酒店品牌包括威斯汀酒店、W酒店、瑞吉、喜來登

等，在全球擁有超過1,200家酒店。今年4月，喜達屋
集團的董事會表示，由於增速不及競爭對手，將考慮出
售資產。
目前尚不清楚中國公司願為喜達屋付出多高價格，但

知情人士表示，任何投標都將高出喜達屋目前的市值—
120億美元。

3中企競購美酒店集團 涉資近千億 荷國王：「一帶一路」值得全世界與華合作

■■荷蘭國王威廉荷蘭國王威廉．．亞歷山大昨日在上亞歷山大昨日在上
海崇明東灘保護區觀鳥海崇明東灘保護區觀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喜達屋酒店集團在中國大連建立的城堡酒店。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