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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宁 5 月 21 日新媒体专
电（记者何丰伦）21日，中国保监会广
西保监局发布消息，中国正式启动新
商业车险改革后，首张保单落地阳光
保险广西分公司。这意味着中国私家
车保费将彻底改变“限价模式”，以车
主信誉等多方面评级作为车险销售的

“市场标准”。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保监会决定自

6月1日起在黑龙江、山东、青岛、广西、
陕西、重庆六个地区开展机动车辆商业
保险条款费率管理改革试点工作。这
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车辆商业险保费
由“政府制定‘价格上限’‘优惠下限’”
的态势。

阳光保险广西分公司已实行业务
“超前抢跑”以争取客户。

20日上午，柳工集团退休员工、车
主黄国樑前往柳州市阳光保险公司续
保。在当天续保过程中，保险公司查阅
了他的出险记录，发现在最近2年没有
出险记录，黄国樑今年的保费从2014年
的2611元下降到了2383元。

长期以来，保费收取标准与风险程
度不匹配、维修理赔成本尚未纳入保费
领域、“高保低赔”等问题一直困扰中国
车辆商业保险市场发展。

针对此类问题，中国保监会在认真
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车辆商业险的三
大改革方向：一是建立市场化的条款形
成机制，二是建立市场化的费率形成机
制，三是完善相关商业车险监管制度。
不断强化偿付能力监管刚性约束，建立
健全商业车险条款费率回溯分析和风
险预警机制。

广西保监局办公室主任吴传明介
绍，新商业车险改革意味着保险公司更
加尊重市场的规律，遵纪守法、出险少
的车主，肯定能以“时间换金钱”，获得
更加优惠的保费和服务。而频繁出险
的车辆和车主，很可能会面临保险公司
的“商业惩罚”，甚至会被保险公司拒之
门外。

阳光保险广西分公司的统计表明，
截至昨天下午6点，当天续保客户保费
上涨的占24％，保费下降的占76％。

商业车险改革
首张保单落地广西
遵纪守法信誉好，续保保费就变少

据新华社华盛顿 5月 20日电 （记者刘劼
江宇娟）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0日
宣布对巴克莱银行等六家银行罚款超过58亿美
元，以惩罚它们在外汇市场操纵汇率的违法行为。

这六家银行分别是巴克莱银行、苏格兰皇家
银行、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瑞士银行和美国银行，
罚金数额创历史最高。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声明，前四家银行就共谋
操纵美元和欧元价格的重罪指控认罪。瑞银因为
是首家配合反垄断调查的银行，因而在重罪指控
中获得豁免，但它因操纵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
率（LIBOR）而被罚款。司法部的罚款金额共计
超过27亿美元。美国银行不在司法部处罚之列。

根据美联储的声明，以上六家银行因在外汇
市场的“不安全且不合理的做法”被罚超过18亿
美元，为美联储开出的最贵罚单。

此外，巴克莱银行还须向美国纽约州金融服
务局、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英国金融行为
监管局共支付13亿美元罚款。

六大银行操纵汇率
被罚逾58亿美元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
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三、本次挂牌
出让按照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竞
买咨询及报名期限：有意参加竞买者请到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
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屯昌县四宗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手册》，并按挂牌手册的具体要求报名参加
竞买，挂牌出让手册所载内容亦为本公告的组成部分。报名期限：
2015年 5月 22日上午 8:30至 2015年 6月 23日下午 17:00。
五、竞买保证金：申请人在提交竞买申请前，须向屯昌县国土环境
资源局指定账户足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六、资格确认：经审查，申
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符合竞买人资质条件的，在2015年
6月23日17:30前确认其竞买资格。七、挂牌报价时间及地点：
挂牌起始时间：2015年6月11日8:30；挂牌截止时间：2015年6

月25日10:00；挂牌地点：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
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八、其他事项：1、本次竞买活动只接受
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其他方式报价。
2、受理竞买申请报名、报价时间（工作日上午8:00至11:30 下
午14:30至17:00）。3、本次挂牌事项如有变更，以变更公告为
准。4、本公告所指时间均为北京时间。九、咨询方式：咨询电话：
0898-65303602 65372953 65236137 联系人：李先生 杨
先生。查询网址：http://www.landchina.com，http://www.
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com

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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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县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招标拍卖挂牌出让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屯昌县
人民政府批准，屯昌县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公开挂牌出让编号

为2015-S-2号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本次挂牌活动由
海南省土地储备整理交易中心具体承办。现就有关事项公告
如下：

地块编号

2015-S-2

2015-S-3

2015-S-4

2015-S-5

注：2015-S-5号宗地地上建筑面积299.14平方米

土地位置

屯琼高速公路枫木服务区

屯琼高速公路枫木服务区

屯城镇昌志路北侧

屯城镇昌盛南路东侧

宗地面积
（平方米）

29283

28658.5

446.4

162.94

土地用途

批发零售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

批发零售用地

容积率

≤0.35
≤0.35
≤3.5
≤3.5

建筑密度
（%）

≤30%
≤30%
—

—

绿地率
（%）

≥30%
≥30%
—

—

建筑限高
（米）

≤12
≤12
≤20
≤20

出让年限
（年）

40

40

40

40

竞买保证金
（万元）

3305

3233

200

105

挂牌起始价
（万元）

3305

3233

200

105

一、挂牌出让地块概况

儋州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挂牌出让公告
儋土环资公告〔2015〕7号

经儋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决定以挂牌的方式出让位于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一组团（一期）控规B-6-（4 -8）地块180
亩二类居住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

二、申请人资格：（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
组织均可报名参加竞买（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申请参加竞买者
须提出书面竞买申请，并提供《竞买须知》中要求提供的相关文件。本次
挂牌不接受联合体竞买。（二）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土地挂
牌竞买：1、在儋州市范围内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至今尚未付清的；2、
在儋州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
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三）竞买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
缴纳足额竞买保证金的，在规定的时间内确认其竞买资格，签发挂牌资格
确认书。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以现状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
的原则确定竞得人。四、申请人可于2015年5月 22日至2015年6月23
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22号窗口查询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五、申请人可于2015年 5月
22日至2015年6月23日到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或海南省政务服务中
心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号窗口提交书面申请。交纳竞买保证金的

截止时间为2015年6月23日下午17时。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
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我局将在2015年6月23日下午17时30分
前确认其竞买资格。六、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会
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15年6月11日上午8：30至2015年 6月25日下午15：00。七、其他需
要公告的事项：1、本次挂牌出让不接受竞买人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头
等方式申请及报价。2、受理报名、报价时间：上午8：30至11：30，下午14：
30至17：00，节假日除外。3、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届时以变更为
准。八、联系方式：联系地址：儋州市中兴大道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联
系电话：0898-23883393 0898-68555961；联系人：郭先生 冯先
生；查询网址：http://www.ggzy.hi.gov.cn；http://www.hnlmmarket.
com/；www.landchina.com

儋州市国土环境资源局
2015年5月22日

地块位置
儋州市滨海新区第一组团（一期）
控规B-6-（4-8）地块

地块面积
180亩

（120000m2）

土地用途

二类居住

出让年限

70年

建设年限

2年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2；建筑密度
≤25%；绿地率≥30%；

挂牌起始价（万元/亩）

76.67

投资强度（万元/公顷）

≥1500
保证金（万元）

8280

“庆业•天湖半岛”五星级酒店招商
拟筹建的五星级酒店位于海南中部屯昌中建农场“庆业

•天湖半岛”项目内，整个项目占地约1000亩（其中建设用地
600亩，配套用地400亩），用地性质为旅游度假用地（国有出
让土地），酒店占地面积约100亩，酒店总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
米，总客房数约200间。经公司股东会研究决定，拟建酒店采
取对外招商的方式，我司以土地折价入股，占酒店10%的股
份，投资商拥有酒店90%的股权和产权。酒店建设总投资约
1亿元左右。拟建酒店开发手续齐备，酒店设计已完成控制性
详细规划，获得《规划许可证》，仅需局部调整方案后即可完成
施工图设计，取得《施工许可证》即可开工建设。诚邀有志于
海南旅游度假的投资商前来洽谈合作开发事宜。联系人：林
立，联系电话：18689967599。

迁坟公告
本公司已经取得以下迁坟范围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等相关建设许可手续。现因工程建
设需要，就迁坟事宜公告如下：

一、迁坟范围：东至石兰岭山脊分水岭，南至通往二十八队
公路（不含公路），西至天塘水库边和中间岭分水岭，北至天塘水
库坝下游六十米。

二、迁坟时间：请位于以上范围内的坟主亲属，从本公告公
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到本公司办理迁坟手续。逾期不迁的坟
墓视为无主坟，将就地统一深埋。

特此公告。
联系地址：海南省屯昌县中建农场天堂水库边
联系人：林立 联系电话：18689967599

海南秋林实业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5年5月22日

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11号

受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委托，定于 2015 年 6月 8日上午 10时在本
司拍卖厅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海南省屯昌县屯城镇环东路东侧的11333㎡
土地[国有土地使用证：屯国用（2009）第 13-00246号]参考价：642万元。竞
买保证金：200万元。使用情况说明：有活动板房（非土地使用权人所有）。

展示日期：自见报之日起至6月5日17：00时止。
瑕疵说明：租赁期至2015年6月30日止。
有意竞买者请于2015 年6月5日17：00时前缴纳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

为准），并到我司了解详情及办理竞买手续。收取保证金单位：海南省第一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开 户 行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海 口 美 兰 支 行 ；账 号 ：
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按顺序填明：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
南一中法拍字第11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南方拍卖有限公司
地址：海口市国贸路13号森堡大厦第七、八层
电话：66531951 13876755188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01058

经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处电脑随机选定确认，受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的委托，定于2015年 6 月 12 日10:00在我司拍卖厅公开拍
卖被执行人陈婷位于海口市国兴城4栋2单元903号房[建筑面积120.17平
方米，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号：20100109；未办证。] 参考价：136.66万元。竞
买保证金：50 万元。标的展示时间：自见报之日起至 6月11日11:00止。

瑕疵说明：1.以净价拍卖该房产（买受人：自行负担原被执行人陈婷购
买该房产权过户尚欠的相关费用及现过户所有费用、原现所欠水电费、物
业管理费等费用、自行办理过户手续。）；2.预售房未办证，琼海市人民法院
协助至撤销备案登记；3.成交后 6个月内移交；门锁坏。有意竞买者请于
2015年 6月 11 日11:00前到我司了解详情并办理竞买手续；保证金以款到
帐为准。交纳保证金单位名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户行：中国光
大银行海口美兰支行；账号：39270188000052543。缴款用途处须填明：按
顺序填写竞买人姓名或名称、（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4号竞买保证金。

拍卖单位：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海口市国贸路47号港澳申亚大厦25楼
电话：68585002 13976739158 委托方监督电话：65328281

海南鼎和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2015）海南一中法拍字第24号

1、招标条件：本招标项目海口市建筑垃圾运输单位专营权重新招标
已由海口市政府批准，项目业主为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项目已
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专营权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海口市建筑垃圾运输单位专营权招标，共分1个
标段：海口市建筑垃圾简易车运输专营权，运输单位选择2家，专门清运除泥浆
和渣土之外的家居装饰装修废弃物、建筑施工废弃物。运输实施区域：海口市
行政区域内。运输经营期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2019年12月31日止。

3、投标人资格要求：3.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工商部门核发的法人营
业执照、相关部门核发的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注册资金：建筑垃圾
简易车运输单位不小于（含）50万元，如为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成员每家不小
于（含）50万元。运输车辆总吨位（须以表格形式汇总）：建筑垃圾简易车达到
100吨及以上（自身拥有不少于50吨，允许租赁不多于50吨）。如为租赁车辆
的，须提供车辆的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车主身份证件、车辆租赁合同等，以
便评标时审核其租期、车主等情况。车辆租期必须在2019年12月31日之后
届满。车辆核载要求：建筑垃圾简易车要求每辆车核准运载量为1.5吨或2.5
吨。3.2依据3.1条要求的标准，投标人没有现车的(现车是指自身拥有车辆和
租赁的车辆），可以以货币形式代替。货币替代金额标准：建筑垃圾简易车为
260万元及以上（有部分现车的或租赁车辆的，每车辆按7万元折算）。3.3具
有固定的满足企业管理的办公场所、运输车辆停放场地、相应的企业管理机
构、其中单处停车场地不小于1000平方米。3.4各投标人须提供经当地（项目
所在地或单位所在地）检察机关查询后出具的关于单位、法定代表人和本项

目的委托代理人在招标公告发布之日止无行贿犯罪档案的证明材料。3.5本
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组成联合体成员不得超过2家（含2家）。

4、招标文件的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5年5月22日至5月
28 日止现场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500 元，售后不
退。报名及购买招标文件时间（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日除外），每日上
午8时30分至12时，下午2时30分至5时30分（北京时间，下同），在海南
省海口市海甸五西路28号海口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一楼
服务大厅持单位介绍信购买招标文件。

5、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
同）为 2015年 6月 11日 8时 30分，地点为：海口市海甸五西路 28号海口
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服务中心附楼三楼开标室。5.2逾期送达的或者未
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6、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采购与招标网》、《海南省
招标投标监管网》、《海南日报》、《海口市建设工程信息网》等媒介上发布。

7、联系方式：
招标人：海口市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地 址：海口市长滨东二街16号

楼南楼，5 层 5038 室；联 系 人：李先生；电 话：0898-68723656；传 真：
0898-68723654

招标代理：福建安华发展有限公司；地址：海口市金贸区文华路13号
兴力国际大厦 11A4室；联 系 人：邓女士；电 话：0898-66776931；传 真：
0898-66732931

招标公告（重新招标）

本报讯 5月 20日起，深证成指成
分股将由40只扩容至500只，权重板块
也将做出较大的调整。伴随深成指的扩
容，以及深港通推出的预期，深成指中所
具有的中国独特的品种如白酒、中药等
及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龙头品种如
家电等个股将最可能受到港资追捧。

小盘风格将会凸显

据深交所相关负责人称，调整之后，
深证成指将具备一些新的特点：

一是市值覆盖率大幅提高，扩容改
造后新深证成指样本股的市值覆盖率将
从原来的18%大幅提高至61%。；

二是板块分布更趋均衡合理，主板、
中小板、创业板公司权重分别为52%、
33%、15%，与三类公司在深圳市场的市
值占比较为接近。

三是行业结构与深市高度吻合，金
融地产行业权重从31%下降到16%，包
括白酒等在内的可选消费行业从28%

下降到17%，信息技术行业则从12%提
升至18%，成为第一大权重行业。

调整之后，原40只成分股仅占全部
指数权重的约30%，指数将纳入较多的
深市中小盘股；同时，指数调整前后在中
小板、创业板的权重分布也将与调整前
发生较大变化。从行业分布来看，新深
成指前五大权重行业依次为信息技术、
金融地产、工业、可选消费和原材料，合
计权重达78.6%。新经济行业的比例显
著上升，金融地产行业权重下降，比原有
指数更有代表性。未来，深成指将成为
覆盖大、中、小盘风格的单市场宽基指
数，小盘风格将更为突出。

原有标的股或受冲击

根据中国证券报记者统计，目前有
南方基金、申万菱信基金、融通基金和天
弘基金等4家基金公司开发了5只跟踪
深证成指的指数基金产品，截至2015年
一季度，相关指数基金的总资产规模已

大幅缩水为51亿元。
有机构指出，相对于中证和上证系

列的指数基金产品而言，跟踪深成指的
基金规模并不算大。但由于编制方案调
整前，深成指的权重集中度较高，因此指
数扩容后可能对此前的部分权重股形成
较大的卖出压力。

中信证券认为，本次调整主要的冲
击来自于原权重较高个股的权重降低，
如万科A、格力电器、广发证券、美的集
团等，而新入股票的权重分布则十分分
散，影响不大。中金公司也认为，现有成
份股权重将被分流。“考虑到新的深圳成
份指数将比现有指数更加均衡，并且成
长性的行业权重相比沪深300更高，未
来不排除会有较多的基金选择跟踪新的
深圳成份指数。”

扩容或为深港通铺路

中金公司表示，原本深港通可能覆
盖的股票范围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以

深证 300指数为基础，一种是以深证
1000指数为基础。“我们认为深证成份
指数的扩容，实际上为深港通在A股所
涵盖的股票池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即
以新的深圳成份指数的成份为主要的股
票池。”新的深圳成份股结合深港两地上
市公司，总市值共计10.3万亿元，覆盖
的股票数量503只，占深圳市场市值比
例61%，是相比前两种可能性更为折中
的一种选择。深交所选择在此时点扩容
深圳成份指数，可能也是在为深港通的
开通做准备。

大成深证ETF拟任基金经理苏秉
毅也持有相同观点。“如果深港通在年内
推出，新深成指大部分甚至全部股票都
有可能成为深港通标的。”苏秉毅表示，
鉴于沪港通已经运行较长时间，资金南
下需求已经得到较大释放，深港通开通
后，资金很可能以北上为主，外来资金倒
流的额度有望进一步扩大，可能会为深
圳市场带来比上海市场更大的机会。

根据申万证券年初发布的深港通专

题报告认为，有三大类上市公司将受益
深港通，一是估值相对便宜的行业龙头
公司：建议关注地产（万科A、华侨城A、
中南建设）、金融（平安银行、宁波银行）、
家电（格力电器、美的集团）、汽车（长安汽
车、江铃汽车）、周期品（南玻A、鞍钢股
份、潍柴动力）；二是PEG仍具有吸引力
的白马成长：建议关注长安汽车、闰土股
份、美的集团、格力电器、荣盛发展、东旭
光电、江铃汽车、许继电气等；三是具有稀
缺性的标的：建议关注白酒（五粮液、泸州
老窖、古井贡酒、洋河股份、张裕A）、医药
（东阿阿胶、云南白药、以岭药业、华润三
九）、消费品（双汇发展、汤臣倍健、承德露
露），军工、电力设备（许继电气）。

中金公司则研究了沪股通成交较为
活跃的前20只股票，发现这些公司多来
自于保险、银行、食品饮料、交运、汽车、
证券、家电和建材等行业。因此中金公
司据此预计深港通开通后，这些行业中
的相应龙头公司同样有望受到海外投资
者的青睐。 （一财）

5月20日起，深成指成分股从40只扩至500只

深成指大扩容 哪些股将受益？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记者陈平）今天，尽
管盘中屡现跳水，股指期货更是三度翻绿，但市场
的做多人气依然相当强。不仅不惧跳水，反而借
机入市，快速修复，并将大盘向上顽强推进。终
盘，沪综指大涨 83.13 点，突破 4500 点，收报
4529.42点，涨幅1.87%；深市更是气势如虹，深成
指大涨 3.49%，收报 15872.53 点，创业板大涨
3.56%，登上3500点，收报3527.41点，在创历史
新高中狂奔不止。

个股板块普涨，上涨个股2173家，而下跌个
股只有260家，涨停个股罕见火爆，共有381只，
没有跌停个股。医疗器械服务板块迎“中国制造
2025”商机，再度迎来涨停潮。三鑫医疗、戴维医
疗、博济医药、乐普医疗等概念封死涨停板。航运
央企整合开启，港口航运板块暴涨，中海集运、宁
波港、中国远洋等概念股早盘强势封涨停。行业
政策密集出台，通信设备板块继续疯狂，国脉科
技、大唐电信、东土科技等逾10只概念股封死涨
停板。除此之外，网络安全、民营医院、互联网医
药等板块亦有大涨表现。券商、银行、保险、石油、
建筑等权重板块则弱势收红。中小盘题材股继续
演绎疯狂。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市场疯涨带来的明显赚
钱效应，吸引力是不可阻挡的，市场何处是顶恐怕
没有几个人能预测得了。明天是新股巨额申购资
金解冻日，从今天强势看，不出意外，沪市主板冲
击并突破前高4572.39点可能性很大。对于投资
者来说，在因为可以见证历史而激动的同时，重点
恐怕要提防市场主力趁机出货，毕竟市场已连续
三天大涨，获利盘相当丰厚，在如此高位被套住当
接盘侠的滋味肯定不好受。

（观点仅供参考 入市风险自担）

无惧屡次跳水
沪指新高在即

5月21日，重庆永川区某智能装备生产企业一
名技术人员在对刚刚生产的焊接工业机器人进行精
细调试。

当日，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发布市场统计数据
显示，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约5.7万
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量四分之一，连续
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其中，国内
企业销售16945台，比上年实际增长76.6%；外资
企业在华销售约4万台，较上年增长47%。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我国连续两年成
全球工业机器人最大市场

昨日市况

美国最新调查显示，中国对美国投
资总额已接近500亿美元，这一数字到
2020年可能达到2000亿美元。

上述调查由美国荣鼎咨询公司和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联合展开。美国
《洛杉矶时报》20日援引调查结果报道，
中国的能源和劳动力成本上涨促使中
国个人和企业在过去5年间增加对美直
接投资。

据调查，截至2014年12月的15年
间，中国投资者在美国收购或创办

1583家企业，现在在美国雇用8万多名
全职员工。

其中，加利福尼亚州是中国投资者
在美国的首选投资目的地，尤其是洛杉
矶和旧金山等大都会地区。中国投资
者已在加州将近370家企业投资59亿
美元，创造8300个就业岗位。

不过，中国对美国投资加速，远不
及过去30年间美国资本流入中国制造
业的规模。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也
不及其他许多国家在美国的投资规模。

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显示，2010
年至2013年所有外国对美投资中，来
自中国的投资占比不到1％。韩国对
美投资是中国的两倍多，日本为13倍
多，英国为18倍。

荣鼎咨询公司和美中关系全国委
员会的调查涵盖大型地产项目领域的
中国投资，但不包括中国人在美国购置
房产和一般建设项目，因为后者不创造
长期就业岗位。

卜晓明（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中国对美国投资加速
投资总额已接近50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