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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诉奥巴马案”全面和解
11月5日，A股持续前日行
情继续火爆上涨， 尽管三一重
工 只 是小 放量 上 涨 了 3.21% ，
却丝毫不影响其当日在市场的
火热聚焦。
原来， 三年前那场轰动一
时的三一集团状告美国总统奥
巴马案件，如今终于有了结果：
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罗尔斯
（Ralls） 撤销了对美国总统奥
巴马的诉讼， 美国政府也相应
撤销了对罗尔斯公司强制执行
总统令的诉讼。

三一“取得彻底胜利”
美国东部时间11月4日，作
为原告的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
司罗尔斯（Ralls）宣布，罗尔斯
公司与美国政府正式就罗尔斯
公司收购位于俄勒冈州四个美
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达成全
面和解。
和解协议明确指出，美国外
国投资委员会已认定，罗尔斯公
司在美进行的其他风电项目收
购交易不涉及国家安全问题。
11月5日，三一集团官网亦
发布了这一消息。对此，三一重
工总裁向文波向媒体表示，这
标志着三一起诉奥巴马取得彻
底胜利。“说明了三一在美国的
这项投资并没有危害美国国家

手记

安全， 这项判决也为三一风电
在美国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事件回顾
2012年4月 罗尔斯公司
收购美国Butter Creek风电项目
先后投入了约1300万美元之
后，三一突然收到一纸禁令，称其
“涉嫌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因风电项目与奥巴马
“
杠上”
三一起诉奥巴马的源头，
还得从2012年4月三一在美国
的关联公司罗尔斯公司， 收购
位于美国俄勒冈州海军军事基
地附近的Butter Creek风电项
目说起。
在取得了该项目建设的所
有审批和许可， 并且先后投入
了约1300万美元时，三一突然
收到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CFIUS）禁令，其以“涉嫌威胁
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相关风电
项目立即停工， 并且禁止该项
目的任何转让。
2012年9月， 罗尔斯公司
向CFIUS提起诉讼。 而在美国
总统奥巴马签发总统令， 支持
CFIUS的裁决后， 罗尔斯追加
奥巴马为被告。
一年后， 法院驳回了三一
对奥巴马的所有指控， 三一集
团一审败诉；不过，三一集团继
续上诉。 在2014年7月的二审
中，法院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
下达的相关总统令， 违反程序
正义， 剥夺了罗尔斯在该项目
中受宪法保护的财产权。
■记者 黄利飞

中国企业在国外应大胆维权

三一集团“状告”奥巴马，彼时新闻一出，除了拍案称奇的人以
外，还有一些直指向来高调的三一有炒作的嫌疑。
而在美国引起了全民关注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美国近22年间，
美国总统亲自叫停的首例外资收购案， 也是第一次有外国企业站
出来，从违宪审查的角度，挑战白宫和美国国家安全审查体系。
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三一集团胆量过人，仅凭敢于起诉美国
总统这一点，其意义十分重大。
偏偏，三一还能在一审败诉后继续申诉，在二审取得全面胜利
后，最终取得了“全面和解”的结果。向文波认为，这个结果不单为
三一在美国的发展扫除了障碍， 同时也为中国企业乃至全球企业
在美国的投资取得合法的权益，提供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案例。
“中国企业国际化应该用国际化的思维和国际化的方法，来处
理在国际化过程中间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尤其在美国，中国企业应
该大胆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

2012年9月 罗尔斯公司
向CFIUS提起诉讼；美国总统奥巴
马签发总统令，支持CFIUS的裁决
后，罗尔斯追加奥巴马为被告
2013年 三一集团一审败
诉并继续上诉

2014年 法院认为奥巴马
的总统令违反程序正义
2015年 双方全面和解

动态

国美全网比价、即送即达
据悉， 国美11月6日起提前
开打“双11”，备货530万台性价
比最优商品，以正品、低价、不限
量和行业最高标准的配送安装
服务，实现在家电零售领域“夺
冠11.11”。
在活动中，天猫预售价与国
美历史促销价的PK， 长虹50吋
4K电视天猫“双11” 预售价为
2899元，而国美销售发票显示9
月17日同款电视仅 2299元；索
尼48吋网络电视在天猫电器城
的预售价为3399元，国美销售发
票显示同款电视9月17日当天价
格低至2999元； 美菱207L三门
冰箱在天猫平台的预售价为
1149元， 同款冰箱此前在国美
“9.17亲友福利日（9.17）”活动当
天仅售999元……
其中，三洋55吋4K智能网络
电视仅售2999元 、索尼55吋智能
电视仅售3999元； iPhone6 Plus
(16G) 金低至4998元， 而 小米
Note顶配双网通仅售2899元等。
国美总裁王俊洲指出，在全

网比价之后再购买，家电体验之
后再下单这一全新消费趋势下，
国美凭借低价、体验、服务的优
势，坚信更多的消费者会逆流回
归门店。为了让更多消费者熟知
如何正确使用家电尤其是智能
家电，国美还搭建应用实景进行
产品使用延伸体验，实现顾客在
门店的“吃喝玩乐”，并计划年内
完成近100家大型旗舰店的使用
型体验改造。
此外，为满足消费者“双11”
期间对快速配送的需求，国美将
在全国428个城市提供即送即达
服务，并坚守“一日三达、精准配
送、送装同步”行业最高服务标
准为消费者提供最佳购物体验。
■记者 杨迪

汇市周评
活动

快来领友阿1111元红包
今年双11， 本土零售业巨
头友阿股份集结旗下电商平
台——
—友阿海外购、 友阿特品
汇、友阿农博汇，为消费者奉上
一场购物狂欢大趴。
据介绍，11月6日至11月12
日，用户只要登录友阿海外购、
特品汇、 农博汇即可领取总额
为1111元的友阿双11红包。
打头阵的友阿海外购，以
充足的备货、 超值优惠券礼包
和多款明星爆款单品备战双
11。友阿海外购的负责人表示，
用户可至友阿海外购体验店先
行体验，然后再到线上购买。
友阿精心打造的爆款血拼
专场，让用户在友阿购过瘾。友
阿海外购推出的雅漾保湿喷
雾、可莱丝面膜、膳魔师保温杯
等爆款单品， 让用户尽享海外

品质； 特品汇推出才子男装休
闲夹克、 晚安家纺四件套等实
惠单品； 农博汇推出阿克苏冰
糖心苹果、五谷杂粮礼盒，让吃
货满载而归。
每天上午10点，还有巅峰1
小时， 多款海外购明星单品底
价抢购。 德运全脂奶粉仅售75
元、原价139元的澳佳宝维E润
肤霜仅售65元、 伊思蜗牛洗面
奶只要69元……在低价基础上
还可使用优惠券， 让消费者尽
享实惠；更有香辣豆干、山润山
茶油一分秒杀， 蜂胶胶囊等买
一赠一。
“今年友阿海外购加入双
11， 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
海外正品好货。”友阿股份营运
总监、 品牌事业部总经理胡硕
说。
■记者 潘文秀

等待“非农”加码 美指气势如虹
黄金： 美元指数气势如虹，
日内最高上破98.054，刷新三个
月以来高位。 黄金接连受挫，目
前回落至1110水平附近。 此次
破位为黄金打开了下行空间，后
市关注1100关口， 空头建议继
续持有。
美元： 民间就业服务机构
ADP Employer Services 周 三
发 布 的 报 告 显 示 ， 美 国 10 月
ADP就业人数增加18.2万人，略
高于18万人的预期值。若如ADP
数据预示，本周非农数据好于前
值及预期，美元指数很可能再下
一城，继续冲击100大关。
欧元：欧元本周领跌非美货
币遭遇重创，自周一开始，欧元

连续三日收阴， 目前在1.086附
近位置徘徊。但因目前欧元有超
卖迹象，若周五非农数据不及预
期，欧元恐有较大反弹，建议谨
慎操作。
英镑：若央行保持强硬立场
倾向于加息，英镑有望在非农前
冲击1.55高位； 但若言论鸽派，
英镑可能在非农公布前就继续
下跌，目标回撤位于1.53。
日元：考虑到日本央行之前
也有继续量化宽松言论，日元可
能受到进一步打压。若本周五的
非农人口数据向好，美指继续走
强可能会令日元再下百点，目标
位至少看向122.5以上。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并不代
表所在机构。汇市有风险，投资
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外汇交易员 张华

中奖彩票莫乱晒
山东潍坊彩民小杨日前
购 买 的 一 张 3D 彩 票 中 了
5000元， 一张中了1000元。
当天小杨拿着中奖彩票去购
买彩票的投注站兑奖， 却被
告知中得5000元的那张彩票
已经兑过奖了。 后经工作人
员通过数据检索， 查出这张
彩票的奖金被人从东营一家
投注站领走了， 之后小杨报
了警。
中奖彩票是如何被盗领
的呢？据了解，中奖者小杨在
得知自己的彩票中奖后，兴
奋地将中奖彩票的照片晒到
了某彩票贴吧。 经潍坊福彩
中心查询， 奖金是从东营一
家投注站被人用彩票打印件
领走的。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
心下发通知称，因涉事东营彩
票投注站在未见彩票原件的
情况下， 违反 《彩票管理条
例》、《山东省投注站管理实施
细则》 有关规定进行兑奖，给
持票者造成重大损失，决定对
该投注站进行撤机处理。
由于彩票不记名、 不挂
失， 所以彩票是唯一的中奖
凭证， 彩票兑奖机构只认定
中奖彩票持有者为彩票中奖
者， 而无须调查了解彩票持
有者手中的中奖彩票是否为
其本人亲自购买、 是否是用
自己的钱购买、 是否是请别
人代为购买等情况， 所以在
这里提醒广大彩票爱好者，
购买彩票后一定要妥善保管
自己的彩票， 不要轻易将彩
票的照片发到网上， 如果真
的想晒晒自己的彩票须遮盖
处理彩票上的重要信息后方
可上传， 不要给不法分子留
有可乘之机。
■欣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