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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转签决心拿下澳大利亚新西兰贸易协议 

欧盟贸易委员会表示欧盟将与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达成贸易协议，促进欧盟与两国间的贸易。  

虽然此前脱欧派希望英国在脱欧后能与欧盟各国

尽可能达成更多协议，然而欧盟方面却扭头与历史

上英国的两大殖民国签订了协议。欧盟贸易委员马

尔斯托姆向欧盟议会表示，其协商团队正努力推进

之后的贸易谈判。她宣布欧盟委员会已将之后与各

成员国议会的内容送达，各成员国之后可以对此开

始审阅；她同时承认会在其他成员国还没准备好的

情况下，加快进程，开展三方会谈，并与两国间任

一国家签订最后的协议。预计欧洲议会议员将对此

进行投票表决。而英国在 2019 年 3 月正式脱欧之

前不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作单方面贸易谈判，让

欧盟抢先了一步。这也同时暗示了如果欧盟最后敲

定了这项协议，而英国又脱欧了，那么之后英国与

欧盟各成员国的关系将有所不利。（FX168 财经网

/10 月 26日） 

 

日本工业机器人产值再创新高  

日本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创下历史新高。根据日

本机器人工业会 10 月 26日发布的数据，工业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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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2017年 7～9月的总出货额（基于会员企业统计

数字）同比增长 39.9％，达到 1959 亿日元。该协

会预测 2017 全年的生产额（会员与非会员的合计

额）将同比增长 7％，达到 7500 亿日元，创下历史

新高。2017 年 7～9 月的出口额同比增长 52.6％，

达到 1476 亿日元，继 2017 年 4～6 月之后再次刷

新历史新高。面向中国大陆的出口增长尤为突出，

达到 681 亿日元，是上年同期的 1.8 倍。用于电子

零部件组装和汽车焊接的机器人非常畅销。自动化

投资的高涨似乎推动了需求的增长。除中国外，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需求也很旺盛。面向美国的出口同

比增长 13.6％，达到 274 亿日元，面向德国增长

46.8％，达到 131 亿日元，面向台湾增长 79.6％，

为 51 亿日元，吸纳了设备的更新需求等。（日经

中文网/10 月 27日） 

 

菲律宾将放宽外商投资注册规定  

菲央行行长 Nestor A. Espenilla Jr.表示，

中央银行将放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注册要求，进一

步开放外汇交易。目前，菲律宾央行正在与银行业

协商制定新的法规。希望将申请注册制改为备案

制，并且正在改革系统，以便可以进行电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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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向央行提交纸质文件。改革之后，对于目前在

平行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非银行机构，要求将会

收紧，而在正规市场上经营的银行将被放宽。（驻

宿务总领馆经商室/10月 27日） 

 

俄罗斯对中国煤炭出口创新高  

俄罗斯对华煤炭出口破历史记录。根据统计数

据，2017 年 9 月俄罗斯对华煤炭出口相较于 2016

年 9 月从 128 万吨增至 235 万吨，增长 83%。2016

年俄对华共出口 189.3 万吨煤炭，这比 2015 年增

加 18%。专家称三个原因造成这一趋势。首先，俄

罗斯公司在相对高价背景下扩大了在中国的煤炭

出口。10 月 24日一吨动力用煤（纳霍德卡离岸价）

价格为 93 美元，这比 2016 年 4 月份高出 89.8%。

其次，据俄专家称，中国正随着关闭无竞争力产能

而对煤炭业重组。该计划的实施涉及每年关闭 2亿

吨的生产能力。2020 年前，中国政府计划关闭 8

亿吨的采煤能力。再次，2016-2017 年因自然事故，

中国自澳大利亚供煤中断。中国企业打算用俄罗斯

的供应来弥补不足煤量。此外，中国在对朝鲜实行

制裁之后，目前正试图填补原先从朝进口的煤炭

量。中国传统上进口消耗煤炭的 5%-10%。据专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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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 2016 年消耗了 30.5 亿吨动力用煤炭和

7.94亿吨冶金用煤。（凤凰国际/10 月 27日） 

 

CVS 提出以超过 660 亿美元收购安泰保险  

美国药房运营商 CVS Health Corp 提出以超过

每股 200 美元、或总价逾 66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三

大健康保险公司安泰保险(Aetna)。CVS Health 是

美国最大的药品福利管理公司和药房运营商之一。

安泰保险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健康保险公司之一，

其业务遍布全国，涉及雇主医保、政府医保计划等

诸多领域。与安泰保险合并将使 CVS 在与制药企业

的价格谈判中获得更大筹码，但也将使其面临更严

格的反垄断审查。该交易还可能有助于缓解 CVS的

股价压力。之前有猜测称亚马逊准备进入处方药市

场，利用其庞大的电商平台从传统药房抢夺市场份

额，这令 CVS股价承压。（路透社/10月 27日） 

 

博实乐拟收购北美第二大幼教服务商 

中国的投资者对购买美国的幼教服务提供商

Learning Care Group(LCG)有强烈兴趣。而 LCG的

控股方有意以 16 亿美元的价格将其出售。据知情

人士表示，LCG 作为北美第二大的营利性早幼教服



 

5 

 

务提供商，引起了风投公司 IDG资本和博实乐教育

集团的注意。LCG 的控股方已雇佣摩根斯坦利作为

此次交易的顾问，并且第二轮竞标将于 11 月中旬

结束。如果此次竞标成功，中国买家就将把 LCG的

品牌引入国内，并将其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

国暴增的早教及儿童托管服务的需求相对接。（财

联社/10 月 26 日） 

 

中国忠旺收购澳洲高端游艇制造商 

10 月 26 日，中国忠旺公告称，公司已完成收

购澳大利亚游艇制造商 Silver Yachts Ltd.。本次

交易具体细节未披露。Silver Yachts 总部位于澳

大利亚，在设计和制造大型、全铝合金、空气动力

设计、高性能、低油耗的超级游艇业务领域是领军

企业之一，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家有能力设计并生

产 70 米以上大型全铝合金超级游艇的企业。此次

收购澳洲游艇制造商，中国忠旺表示，这将让公司

的业务得以延伸至下游领域，同时也为 Silver 

Yachts 提供更充裕的资源优势，让其共享该公司在

铝合金制品设计、生产及应用方面的广泛研发成

果。另外，中国忠旺在亚洲的市场地位将有助于

Silver Yachts 业务的拓展。（晨哨网/10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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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交建收购加拿大工程公司 Aecon  

中国交建 10 月 26 日公告称，将通过旗下子公

司中交国际及中交国际全资附属公司 SPV 公司以

14.5亿加元（约合人民币 75.09亿元）收购加拿大

建筑公司 Aecon Group Inc．的 100%股份。Aecon

公司为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建筑服务

供货商，主营业务分为基础设施、能源、采矿及特

许经营四大板块。收购事项完成后，Aecon 公司将

成为中国交建的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并在加拿大多

伦多证券交易所退市摘牌。随着加拿大、美国和其

他国家的政府承诺在道路、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方

面增加开支，中国交建的规模和财务实力将增加

Aecon 获得资本的渠道，增强后者在世界各地竞争

规模更大、更复杂项目的能力。两家公司表示，该

出售有待标准的批准程序，预期交易将在 2018 年

第一季度末之前完成。（凤凰国际/10月 27日） 

 

安徽山鹰纸业完成收购瑞典造纸厂 

10 月 25 日，山鹰纸业公告称，公司在瑞典设

立的子公司 SUTRIV Holding AB（原公司名为

Goldcup 15172 AB）收购瑞典 Nordic Paper Holding 

AB 已完成交割。此次交易金额为 24 亿瑞典克朗，



 

7 

 

约合 19.52 亿元人民币。瑞典 Nordic 公司是一家

私人有限公司，旗下共有四家造纸厂，其中三家分

布于瑞典，一家位于挪威。Nordic 公司专注于防油

纸和牛皮纸的细分领域，终端产品主要为食品、消

费品，以及建筑、化工等行业特殊要求的增长型产

品。该公司产品主要聚焦于欧洲和北美的高端市

场，部分销往东亚和澳洲。山鹰纸业在公告中称，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介入技术壁垒高、盈利能

力强的高端特种纸细分市场。山鹰纸业表示，本次

股权收购对公司整体造纸技术的提升和产品结构

的改善，以及对公司全球化战略协同具有重要的战

略意义。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持续支持 Nordic 公司

的发展战略，并协同其开拓中国市场。（晨哨网/10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