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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華企海外買球會轉移資產
潘功勝指監管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存異常行為須加強防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去年下半年以來有關部門收緊了
對外直接投資的監管政策，央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昨日
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上表示，在日常監管中，發現對外直接投資存在非理
性和異常投資行為，有一些中國企業藉海外收購足球俱樂部（香港稱「球
會」）等方式，在直接投資包裝下轉移資產。潘功勝指出，未來要在提升
投資貿易便利化的同時，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市場穩定。

去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快速增
長，同比增速從前幾年年均 10%-20%

的水平大幅提高到 40%。潘功勝說，在中
國綜合國力上升、對外開放度提高、「一帶
一路」倡議和國際產能合作穩步推進等宏觀
背景下，增速提升總體是好事，有利於推動
中國經濟轉型、促進世界經濟和東道國經濟
增長，實現互利共贏的格局。

■潘功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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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走出去要走得穩
潘功勝指出，在日常監管中，發現存在
一些非理性和異常投資行為，比如國內的鋼
鐵廠去海外買了飲食公司，在中國開餐館的
去海外收購了網遊公司。「去年一年中國企
業還在海外收購了很多足球俱樂部。如果
說，收購有利於提升中國的足球水平，我覺
得是好事。但是，情況是這樣的嗎？有很多
企業，在中國的負債率已經很高了，再借一
大筆錢去海外收購。有一些則在直接投資的
包裝下轉移資產。」潘功勝說。
據不完全統計，過去三年中國企業或財
團出手收購了 15 家海外足球俱樂部的股
權，包括 AC 米蘭、國際米蘭、曼城、馬德
里競技等歐洲豪門。
「上世紀 80 年代，『日本買下美國』的
呼聲也很高，這樣的教訓並不遙遠。中國企
業走出去，走得快不等於走得好，走得穩才
能走得好。」潘功勝強調，政府一直鼓勵中
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參與對外投資，但對
外投資應更健康、有序一些。過去幾個月，
ODI 增速下降，市場主體在逐漸回歸理
性。
潘功勝說：「我也在商業機構從事過海
外併購，我的體會是，海外併購有時候像一
束帶刺的玫瑰，必須小心，要經過充分的論

證。好比在沙灘上捧起一把沙子，看上去抓
住了，但最後會從你手上流走」。

未來跨境收支將保持穩健
潘功勝指出，未來中國跨境收支具有良
好的穩健基礎。中國經濟處於中高速增長區
間，隨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未來中
國的經濟增長將更有質量。中國的經常賬戶
順差保持在合理區間，中國仍將是境外長期
資本投資最具競爭力和吸引力的重要目的地
之一。
另外，潘功勝指出，無論是以傳統指標
還是和幾年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
出的新指標來衡量，中國外匯儲備都是充沛
的，佔到全球外匯儲備的28%。
潘功勝還表示，未來中國將推動金融市
場的雙向開放，提升投資貿易便利化，同時
在複雜的環境中，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
維護市場穩定。我們始終本着開放的態度與
市場溝通，最近會邀請部分在華的大型外資
企業到外匯局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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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企利潤匯出 須滿足四條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潘功勝昨日在回應有關外資利潤不
能正常匯出的疑問時表示，外商企業在
中國賺取的利潤可以在中國再投資，也
可以匯出，但是在進行匯出的時候要滿
足一些基本條件：第一，按照中國公司
法律要求，要彌補以前的虧損；第二，
要有一個董事會利潤分配的決議；第
三，要有一個經審計司審計的財務報
表；第四，要有一個在中國的完稅證
明。滿足這樣一些要求，企業利潤匯出

是不存在問題的。「四個條件不是現在
的條件，是過去一直存在的條件。」

保護外資權益政策不變
早前潘功勝在全國兩會期間受訪時就表
示，外商資本金可以意願結匯，外企增減
資、轉股、利潤匯出，憑有效材料均可以
辦理。外商在華利潤，既可以在中國境內
再投資，也可以繳稅之後再匯出。而外商
在銀行申請利潤匯出時，銀行要進行必要
的審核，即對上述董事會決議、財務報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中國
海軍官方媒體《當代海軍》雜誌社的
微信公眾號「當代海軍」，日前在一
篇文章中公佈了南海艦隊某驅逐艦隊
支隊的家庭成員。文章稱，該驅逐艦
支隊為「九弟」，並介紹該支隊是中
國海軍一支裝備最先進的驅逐艦支
隊，是海軍第一支列裝相控陣雷達，
能夠進行區域防空的部隊，是海軍第
一支具備艦空導彈垂直發射能力的部
隊，是海軍第一支所有裝備完全實現
國產化的驅逐艦支隊。
文章公佈了「九弟」的家庭成員，
包括舷號 170、171、172、173、174 以
及 175 的 6 艘 驅 逐 艦 和 舷 號 為 572、
573、574 以及 575 的 4 艘護衛艦。這次
網上圖片 公開報道從側面證實了中國海軍擴編

■中國海軍新型軍艦。

的既成事實。
在剛剛結束的兩會上，來自海軍的
全國人大代表接受採訪時表示，中國
海軍編制擴大將是必然的，不管是艦
艇，還是編制人員都會有新發展。據
了解，擴編並不像外界所猜測的「海
軍陸戰隊擴編即海軍擴編」，包括水
面主戰艦艇、航母編隊、核潛艇和兩
棲艦船在內的各種力量均會重點發
展。

「九弟」或首實現「6驅6護」
據悉，南海艦隊的另一支驅逐艦支
隊接收了「九弟」轉隸過來的 168 艦和
169 艦，目前驅逐艦數量達到 5 艘。而
東海艦隊的兩大驅逐艦支隊儘管驅逐
艦數量目前為 4 艘，但護衛艦數量均有

中國不參加今年
「禁核武」
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說，中方決定不參加將在紐約舉行的「禁
止核武器條約」談判會議。她同時表示，
中方堅定支持最終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

武器的立場沒有改變，願與各方保持溝
通，繼續為建立無核武器世界而共同努
力。
華春瑩介紹，中方近期一直就「禁止核
武器條約」談判相關問題，同有關方保持

着坦誠、深入溝通。經慎重研究，中方日
前決定不參加談判。中方這一決定係出於
維護現有國際軍控和裁軍機制及堅持循序
漸進推進核裁軍原則的考慮，體現了中方
對維護全球戰略平衡與穩定的負責任態

所突破，共有 11 艘護衛艦。北海艦隊
的兩支驅逐艦支隊中，隨着新型 052D
型驅逐艦西寧艦的入列，其中一個支
隊的驅逐艦數量增至 5 艘，拉開力量擴
編大幕；另一支隊下轄 4 艘驅逐艦、6
艘護衛艦。
而且隨着 052D 艦艇的相繼列裝，以
及外界熱議的中國最大噸位的驅逐艦
055 型艦艇的下水，各驅逐艦支隊的
力量還將繼續充實。外界有分析認
為，未來各個驅逐艦支隊有可能發展
為「6 驅 6 護」，這樣能確保兩艦執行
任務、兩艦換崗途中、兩艦休整，比
原來「4 驅 4 護」更加合理。「九弟」
未來很可能再創一個「第一」，成為
第一支實現「6 驅 6 護」的驅逐艦支
隊。

度。
2016年10月27日，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
會（裁軍及國際安全委員會）以 123 票支
持，38 票反對，16 票棄權的投票結果決定
「在 2017 年 3 月召開聯合國大會，談判達
成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來禁止使用核武
器，最終實現完全的消除」。

李克強將訪澳新 引領新型國際關係
風度

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應邀將於 3
月下旬訪問澳洲和
新西蘭。中國同澳、新互為全面戰略夥伴
的政治意願強烈，開創新型雙邊關係的實
際行動，將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局勢走
向和構建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產生有益
的引領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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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中國政策 增進戰略互信
澳洲是中國和美國「共同朋友圈」中的重
要成員，既是美國的盟友，又是中國的全面
戰略夥伴。在培育和擴大中美兩國共同而非

排他性的「朋友圈」方面，澳洲正在發揮開
創性的獨特重要作用。在當前逆全球化和貿
易保護主義思潮抬頭的大背景下，越來越多
的澳各界有識之士敏銳地看到中國成為全球
最大經濟體的長遠前景；中國的崛起對澳沒
有威脅，只有戰略合作機遇的增多。
隨着中澳各領域合作的不斷擴大和深
化，中國已經成為澳經濟繁榮增長之源
泉，中澳利益日趨融合，同舟共濟應是兩
國共識。澳奉行不在中美之間選邊站、與
中美同時加強合作的平衡外交政策，符合
澳的最佳利益。在澳政府和各界人士深刻
反思和深入研討外交戰略的重要時刻，李

克強訪澳正當其時，講好中國故事、介紹
中國內外政策，將加深澳對中國的了解，
為增進兩國戰略互信發揮關鍵性作用。

拓展合作領域 實現互利共贏
中新關係近幾年一直走在中國同各個發
達國家雙邊關係的前列。中國關於構建合
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
外交理念，得到新西蘭方面的充分理解，
新西蘭發揚敢為人先的精神，開創了對華
關係的諸多「第一」或「領先」。李克強
此次訪新，將進一步加強兩國發展戰略的
對接，推進雙邊自貿協定升級談判，開拓

新的合作領域，把中新關係提升到新高
度，為在全球推進合作共贏新型國際關係
發揮引領作用。
中、澳、新三國對推進經濟全球化進程
健康發展、維護國際自由貿易體制、建立
開放型世界經濟等國際重大問題擁有高度
共識。三國借李克強訪問之東風，在經
貿、投資、金融、人文、教育、科技、旅
遊、司法執法等領域將出台拓展合作新舉
措，這不僅有利於三國的經濟繁榮，而且
將為亞太乃至全球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注入
強大的新動力、對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和逆
全球化思潮發揮正能量。

王毅：

海軍擴編推進 驅逐艦支隊「九弟」曝光

表、完稅證明等進行審核。
潘功勝表示，銀行在審核的時候，要
進行常識性和邏輯性的審核。如果外商
符合這些要求，其利潤可以自由匯出。
目前央行和外匯局的官網上公開了電子
郵箱，如果企業遇到這方面的問題可以
投訴。
潘功勝還強調，外企在華政策有三個
「不會變」：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
變，保護外資合法權益的政策不會變，為
外資企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政策不會變。

應對半島危機
首先「雙暫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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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部長王毅昨日出席在北京舉行的中國
發展高層論壇 2017 年年會，並在發言中
談及朝鮮半島局勢。

籲重回政治外交解決軌道
「最近，朝鮮半島局勢再度升溫激化，
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前景。」王毅指出，
一種是任由對抗持續升級，最終走向衝突
甚至戰亂；一種是各方都冷靜下來，共同
把半島核問題拉回到政治外交解決軌道。
王毅強調，哪種前景利大於弊，哪條路
徑切實可行，相信不難作出明智的選擇。
對話只要還有可能，就應當抓住；和平只
要還有希望，就不應放棄。
王毅表示，長期以來，中國堅持半島無
核化的大目標，為和平解決半島核問題作
出了不懈努力。
為應對半島危機，中方的建議是：第一
步，朝鮮暫停核導活動、美韓也暫停大規
模軍演。通過「雙暫停」，擺脫目前的
「安全困境」，使各方重新回到談判桌前
來。之後，按照雙軌並進思路，將實現半
島無核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結合起來。
王毅表示，上述方案設計旨在找到復談
的突破口，先摘下「低垂的果實」，既現
實可行，又合情合理。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王毅說，只要轉變觀念，創新思
維，採取更加靈活務實的態度，就有望在
危局中找到出路，在挑戰中發現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