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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莱德：险企扩大投资 风险敞口意愿下降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发布的最新调

查发现，在持续低利率、监管强化以及承保竞争加

剧的条件下，全球保险业面临利润回报收窄的挑

战，从而寻求通过优化投资组合来提高利润回报。

在保险业寄希望利用投资改善回报之际，它们对一

系列宏观和监管风险的担忧有所上升，扩大投资风

险敞口的意愿下降。调查显示，79%的受访者对当

前所承担的风险水平感到放心，高于 2016 年时的

46%，但计划提高投资风险的受访保险公司占比则

从 2016年的 47%显著下降至 9%。在 2017年的调查

中，流动性风险、利率风险和资产价格波动被受访

保险公司列为将影响其投资策略的前三大市场风

险，且占比均达到 70%以上，这是本项调查进行六

年以来首次出现，显示受访者对金融市场前景的担

忧加剧。调查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险企认为重新

检视投资组合将会是维持或改善其业务未来利润

回报能力的关键。（《中国证券报》/10 月 23 日） 

  

俄罗斯对华出口糖果锐减 

俄罗斯官方近期发布了多项经济数据，其中

2017 年 7 月，俄罗斯巧克力糖果向中国出口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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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吨，与 1 月份出口 1540吨相比大幅下降，是自

2017年年初以来最低交易值。据统计，2016 年底，

中国成为俄罗斯巧克力糖果类产品第二大进口国，

中国占俄产巧克力出口总量的 13%，占糕点出口总

量的 9%，糖类制品出口总量的 3.4%。莫斯科、莫

斯科州、克麦罗沃州和别尔哥罗德州是对中国出口

糖果的主要供应地，但是他们大大减少了供应量，

主要是因为俄国内对该类产品需求有所恢复。俄罗

斯的糖果产业存在产能不足的现状，在中俄经贸合

作日益加深的大背景下，去俄罗斯投资糖果产业，

或许可以成为中国资本投资的切入点。（中国新闻

网/10月 21日） 

 

德国宝马涉嫌垄断遭欧盟搜查  

德国汽车制造商宝马集团新闻发言人近日表

示，宝马因涉嫌德国汽车行业垄断，其位于德国慕

尼黑的总部遭到欧盟监管者突击搜查。据悉，此次

搜查是自 2017 年 7 月德国《明镜》周刊，首次披

露德国多家汽车制造商，涉嫌达成同业联盟又称

“卡特尔”实施垄断以来，欧盟监管部门对相关企

业发起的第一起搜查。10 月 20 日，德国戴姆勒公

司向欧盟委员会，申请成为该垄断案的关键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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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在通过向监管部门揭发不当行为来免除罚款。根

据欧盟相关规定，参与垄断的公司中第一个向欧盟

委员会检举揭发并提供有效信息的可以免除罚款。

如果垄断行为属实，德国联邦卡特尔局和欧盟委员

会，将对上述车企处以最高为其年收入额 10%的罚

款。按照这些车企 2016 年的营业收入，罚款总额

最高将接近 500 亿欧元，约合 3900 亿元人民币。

截至目前，欧盟监管部门尚未对任何一家德国车

企，正式发起反垄断程序。（央视/10月 22日） 

 

巴西农产品出口额 9 月大幅增长 

巴西农业部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9 月

份巴西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 23.7%。农业部表示，

9 月巴西农业出口额为 85.6 亿美元，占当月出口总

额的 45.8%，并实现农业外贸顺差 74.1亿美元。据

统计，大豆是当月巴西主要出口农产品，出口额为

20.2亿美元，同比增长 86.9%。肉类产品出口额为

13.8 亿美元。中国作为巴西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

场，9 月从巴西进口了 18.5亿美元农产品。当月中

国进口额占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例由 2016 年

同期的 12.2%提高至 21.6%。农业部数据还显示，

2017 年前 9 个月，巴西农产品出口总额为 7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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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高于 2016 年同期的 575.8 亿美元。（新

华网/10 月 20 日） 

 

日本将支持亚洲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建设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世耕弘成近日表示，在民营

企业和政府合作项目的支持下，日本将提供 100亿

美元用于供应液化天然气（LNG）或在亚洲建造液

化天然气基础设施。世耕弘成在东京举行的年度

LNG 生产者-消费者会议上表示，在亚洲发展中国家

和其他国家，资金将随着 LNG行业上游、中游和下

游项目而有所波动，有助于刺激液化天然气的需

求。世耕还表示，日本政府和私人企业会根据其他

国家的要求提供培训，组建一个约 500人的团队致

力于天然气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相关项目。（晨哨网

/10 月 20日） 

 

中国解除乳酪进口禁令  

经欧盟(EU)游说后，中国解除了对霉菌成熟干酪

的进口禁令。对霉菌成熟干酪品种的禁令于 2017

年 7 月下旬在上海出台，随后蔓延至其他城市。中

国政府还禁止了意大利戈尔贡佐拉奶酪的进口，理

由是产品中的细菌可能危害健康。欧盟驻华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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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欧盟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与中国

负责检疫与食品安全的官员们举行了多次会谈后，

对霉菌成熟干酪的禁令被解除，“使得贸易立即恢

复”。该声明形容中国的乳酪标准“过时”。（英

国《金融时报》/10 月 23日） 

 

思科接近达成收购软件开发商 BroadSoft  

思科接近达成收购软件开发商 BroadSoft 的交

易。市值约为 17 亿美元的 BroadSoft 一直在与

Jefferies Group 合作寻找买家。该公司此前吸引

了来自收购公司 Searchlight Capital Partners

和 Siris Capital Group 的兴趣。知情人士称，交

易尚未确定，细节可能改变。William Blair & Co．分

析师Dmitry Netis在8月份给客户的报告中称， 思

科可能对 BroadSoft 感兴趣，以确保其在联络中心

和协作市场的地位。（彭博社/10 月 23 日） 

 

长江基建提供贷款以联合收购德国 ISTA  

10 月 19日晚，长江基建集团宣布，就以 45亿

欧元(约 414亿港元)联合收购欧洲能源管理综合服

务供应商 ISTA 所有已发行股份及优先权益证而成

立合资企业，由于公司及长实集团均已取得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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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股东批准，根据合资企业成立协议，集团已透

过提供附利息贷款的方式向买方提供约 13.08亿欧

元(约 120.33 亿元)作为部分相关比例资金，以完

成收购事项。ISTA 是拥有超过 60 年业务经验的能

源管理综合服务供应商，在欧洲(包括德国、丹麦、

荷兰、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具有重要市场地位。

该集团在供热和用水辅助计量和管理上提供一个

全面性服务，包括硬件开发、制造、安装和维护、

读表、数据收集和处理、发单、能源数据管理、顾

客和售后服务等。（晨哨网/10月 20 日） 

 

吉利有意收购丹麦盛宝银行控股权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意将对丹麦盛宝银行的持

股比例提高到 51.5%。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准备将此

前收购盛宝银行 30%股份的计划上再增收 21.5%的

股份。2017年 5月，吉利控股集团表示计划收购盛

宝银行 30%的股份。这一交易暂未完成，两家公司

正在等待监管部门批准交易实施。吉利控股集团想

收购的盛宝银行 51%的股份总价值超 8 亿美元。

2017 年，中国吉利控股集团收购汽车制造商宝腾

49.9%的股份和英国路特斯公司 51%的股份。（晨哨

网/10月 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