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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Fordham法學院和中國商業律師協會共同主辦的中國公司來
美投資論壇昨（28日）在Fordham禮堂舉行，從法官、律師

到金融界的專家在兩場研討中分別從司法訴訟和收購、併購與資本
市場的角度分析了中國公司來美投資面臨的挑戰。專家們一致認
為，雖然目前中國公司來美投資困難重重，但這些只是暫時的困
難，從長遠來看，中國公司來美將是勢不可擋的趨勢。

在司法專節中，包括美國第二巡
迴法庭法官陳卓光、美國德匯律師
事務所（Dorsey）合夥人孫彧（Lanier 
S ap e r s t e i n）、高級顧問律師尚擷福
（Geoffrey Sant）和Fordham法學院教授科
恩（Mark Cohen）等探討了對在美國經營
的中國公司司法和執法權的問題。陳卓
光說，之前美國法庭是否有權對設在中
國的公司作出裁決一直模棱兩可，但去
年的中國產水泥牆（dry wall）因使用有毒
材料對美國顧客造成傷害的案件中，法
庭認可因為中國生產已經與美國市場發
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繫，美國法庭有權對
其作出裁決。
尚擷福指出，歷史上受外國勢力欺

凌的經歷加上語言障礙使很多時候中國
人對來美國打官司心存疑慮，他表示翻
譯問題有時的確會使中國人在法庭上處
於不利境地，比如第九巡迴法庭的一個
一胎化政庇案中，申請人說13個人乘車
到他家中強迫他太太墮胎，但法官對此
表示質疑，認為13個人共乘一輛車不可
信，事實上這是由於中文中名詞通常沒
有單複數的區別而導致的翻譯錯誤，這
13個人並非乘坐一輛車。
在知識產權等訴訟中，原告可以選

擇在美國或在中國提起訴訟。科恩說，
在中國提訴案件通常六個月之內就能完
結，所花費用也比在美國低得多，但中
國法庭判決的賠償額比較低，執法力度

也比美國差很多。另外，中國法院的判
決在美國是否具有法律效益也是個並不
明確的問題。孫彧說，美國法庭往往拒
絕執行中國的判決，這與兩國的司法互
信有關。中國司法系統在短短30年裡已
經走過了很長的路，他相信隨著中國法
律制度的健全和完善，中美互相認可法
庭裁決已經為時不遠。
在第二節研討中，投資銀行家銳利

（Euan Rellie）表示很多時候希望併購或
收購美國企業的中國公司，還沒有機會
接受司法挑戰就已經因為文化和政治方
面的障礙而敗北。他認為相對併購來
說，中國公司參股美國企業將成為近期
的趨勢。君合律師樓合夥人郝勇呼籲來
美投資的中國公司做好功課，對對方企
業的情況做到瞭如指掌，以免得不償
失。

卑詩省府再簡化
採礦申請程序Fortham法學院投資論壇分析

本報記者溫哥華報道
雖然去年環球創業基金投資放緩，

但加國卑詩省投資於礦務勘探的資金超
過6.8億元，連續第二年創新高紀錄。
周一出席溫哥華卑詩勘礦協會（The 
Association for Mineral Exploration BC，
簡稱AMEBC）周年會議的卑詩省長簡蕙
芝指出，這是繼2011年高紀錄的4.63億
元投資後，再飆升47%。省府將再簡化
申請採礦申請程序，方便業者。
簡蕙芝說，下月起把開採天然資源

申請改在網上進行，以加快審批，省府
將投資700萬元，加速處理有關水土及礦
藏勘探發牌程序。她在去年已推動有關
計劃，包括批准9個新礦場及擴建8個，
為本年5月省選創造更佳經濟成績表。
2012年的數字被業界視為卑詩未來

礦業發展指標。當簡蕙芝公布數據時，
出席在溫市Westin Bayshore酒店會議的
代表都熱烈鼓掌。據AMEBC主席麥克
菲表示﹕「這是對卑詩省的重大信任投
票，這是實質數據。現實的情況是，這
樣的開支水平可讓更多礦藏得以發現，
增加開採活動。」
AMEBC副主席德朗姆指出，投資

不但提高了，卑詩同時吸引著世界主要
礦務公司前來，而且本省佔全國勘探開
支的比例也愈來愈高。他說，目前卑
詩勘探支出佔了全國20%；而在1990年
代，卑詩省的份額只得5%至6%。他又
說﹕「這是個好消息，這是我們多年來
一直爭取的東西，就是鼓勵這方面的投
資。這是因為有正確政策措施，當然商
品業好景也是其中一個因素。」
這次會議稱為全球最重要的勘礦會

議，吸引超過7,000位代表出席，周一大
會發出明確訊息是，卑詩省採礦業將復
蘇。自2011年以來，卑詩已有3個新礦場
投產、3個建造中，另5個可擴建。大會
預計卑詩北部礦場產量，在2011至2020
年間將有可觀的300%增長，相當於每年
均增長複率達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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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蕙芝周一宣布，省府將投資 700 萬
元，加速處理水土及礦藏勘探發牌程序。
 省府提供

專家討論中國公司來美投資的司法挑戰。左起：陳卓光、尚擷福、孫彧、科恩。

普洛西訪商戶 用中文拜早年

中國公司赴美投資障礙多

本報者黃偉江三藩市報道

聯邦眾議院重劃選區，日落區再度劃歸南茜.普洛
西屬下選區。28日上午，普洛西在第四區市參事朱嘉
文等人的陪同下，拜會日落區Irving街商業走廊的商
戶，寄望在新的一年，小商業能充分利用聯邦政府扶
持小商業的政策和資源，生意興隆，創造更多的就業
機會。
早上11時，普洛西一行先抵達Uncle Benny's Donut 

& Bagel餐館，與迎候的社區人士意義握手致意，並向
店內的職員、顧客一一打招呼。接下來，走訪了22街
的超市、美容商品店、服飾店、中餐館等，最後在服
裝店與社區人士、業戶代表見面。當步入針織精品店的
時候，老闆娘黃女士執意要送普洛西兩件針織的圍巾，
普洛西並沒拒絕，她說，老闆娘親手挑給我的一定是精
品。但她也執意要掏錢買下來。
最後一站是在一家服裝店，普洛西表示，日落區

在朱嘉文及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為區內經濟注入新的
活力，看到大家安居樂業的情景，感到很欣慰。日落區
再度重劃到她所在的選區裏，她此次是來探望大家，傾
聽大家的意見，希望能充分利用聯邦政府扶持小商業的
政策和資源，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當她得知還有六天
就是中國的新春佳節時，普洛西也入鄉隨俗的用中文講
「恭喜發財」向市民拜年。

市參市朱嘉文對普洛西故地重遊表示歡迎，她與日
落區居民盼望她能常來走走。日落區商人代表餘浩揚介
紹，普洛西來日落區熟絡本地商戶和住戶，在他印象裏
是第一次。林和順燒臘店的老闆娘林太太表示，沒想到
普洛西會來到餐館探望大家，心情非常激動。她知道普
洛西多年來對小商業非常支持，她期待日落區回到普洛
西的選區，希望能得都關照，無論是本地的生意還是普
洛西她本人，在新的一年能步步高升。

本報記者榮筱箐紐約報道

南希．普洛西到日落區拜會商戶。 記者黃偉江攝

印尼撒鹽驅雲層
減少雅加達雨量

本報訊
印尼當局近日展開天氣改造行動，

把積雨雲趕離雅加達上空。印尼科技評
估及應用局和國家災害管理機構準備
了3架CASA C-212型飛機，空軍則提供
C-130H型大力士運輸機，隨時準備升空
撒鹽驅趕雨雲。
科技評估及應用局官員漢多科說：

「這些飛機將執行向雲層撒鹽的任務，
以便這些雲在抵達雅加達之前下雨。」據
《聯合早報》29日報道，雅加達地區1月發
生導致32死和4.6萬人無家可歸的嚴重洪
水，迫使當局採用天氣改造技術控制水
災。這個行動將持續至少兩個月。  

意圖推翻政府
越22人或判死

本報訊

緬甸反對黨領袖昂山素姬（Aung San 
Suu Kyi）28日開始訪問韓國，她預訂29
日同韓國候任女總統朴槿惠會晤。
昂山素姬此行還將出席2013年平昌

特殊奧運開幕儀式，並到首爾大學接受
榮譽博士學位。她也將到光州518民主
運動抗爭犧牲者墓地致敬。據《聯合早
報》報道，昂山素姬會抽空做一件輕鬆的
事，就是跟韓國明星偶像安在旭見面。
據悉，昂山素姬曾在一個私人場合表
示，在電視裏看到韓國影星安在旭和她
的一個熟人長得很像，因此想見一見他。

昂山素姬訪韓
將晤朴槿惠

本報訊

在越南中部的富安省，22人近日被
控意圖推翻共產黨政府。這是多年來罕
見的單一大型顛覆案審訊。
這22人是「碑山公法公案」政治反動

組織的成員，2012年初被逮捕。22人被
控「展開推翻人民政府的活動，破壞人們
對黨和國家領袖的信任，製造對現政權
的疑心和憂慮」。這意味著他們將面對死
刑審訊。據《聯合早報》29日報道，他們
的領袖范文秋被指於2004年至2011年，
在富安省東和縣的石碑生態旅遊區以旅
遊公司為指揮中心，以非暴力方式領導
組織發展並擴大組織的各種活動。該組
織有300名成員，包括旅居海外的越僑。

緬甸政府說，巴黎俱樂部（Par i s 
Club）債權國在25日議決註銷緬甸的一半
債務，剩餘的一半債務重組後分15年償
還。巴黎俱樂部是一個成立於1956年的
非正式國際組織，專為負債國和債權國
提供債務安排，例如債務重組、債務寬
免、甚至債務撤銷。其成員包括全球最
富裕的19個國家，即美國、澳洲、加拿
大、日本、俄羅斯和14個歐洲國家。

據《聯合早報》報道，緬甸最大的債
權國日本2012年4月已宣布，將免去緬甸
55億美元債務中的33億美元。挪威也宣
布註銷5.34億美元的緬甸債務。
緬甸財政部預料，緬甸在未來6個月

內還會與其他國家簽署雙邊協定，獲得
更多債務減免。
緬甸軍政府多年來累積了110億美元

的國債，欠巴黎俱樂部的債務為35億美

元。緬甸財政部長溫興發表聲明說，這
個減債協議預示著緬甸和巴黎俱樂部的
關係邁入新階段，緬甸將與巴黎俱樂部
所有成員通力合作。溫興也說，政府將
把減債後省下來的資源投入發展基礎設
施如建設學校、醫院，以及減貧計劃。
同一天，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

也同時宣布借貸9.52億美元的低息貸款
給緬甸。這是亞行1986年以來首次恢復
對緬貸款。這筆錢協助緬甸分期償還欠
下日本國際協力銀行的債務。日本國際
協力銀行早前借錢給緬甸償還國債。
世銀2012年已批准一筆8000萬美元

貸款給緬甸，用於建造道路、橋樑、灌
溉系統、學校、診療所和農村市場。世

界銀行在1987年關閉其設在仰光的辦公
室，並停止借貸給緬甸。
世銀緬甸事務幹事迪克森說：「緬甸

的經濟改革已經走過了漫長的道路，進
行了前所未有的改革，以改善人們的生
活，尤其是窮人和弱勢群體。緬甸還須
努力。我們承諾幫助緬甸政府加速減貧
和打造可共享的繁榮。」
亞洲開發銀行也說，打算對緬甸的

基礎設施如道路、能源、灌溉和教育作
出重大投資。亞行說，這是它30多年來
重返緬甸投資，是個歷史轉折點。
緬甸副財長芒芒登說：「我們需要資

本投資，才能搞發展和商業活動。這些
投資將資助我們的基礎建設。」  

緬甸政府28日宣布，多個債權國和機構同意免除緬甸將近60億
美元的國債，這相當於緬甸所欠外債的一半，剩餘的一半債

務重組後分15年償還。此舉在緬甸正快步進行的改革開放歷程中標
誌著另一個里程碑。

緬甸外債半數註銷
多債權國允剩餘債務分期償還

本報訊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近日接連發生數起槍擊或爆炸
案，包括一名華人在內的多人被打死打傷，為政府實
現在新一年招攬更多國際遊客的目標蒙上一層陰影。
新華網消息，菲律賓警方28日說，當天上午在位

於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的聖胡安市，一名34歲華裔商人
從一家銀行取款80萬披索（約合1.95萬美元）後，被歹徒
開槍打死。當天下午2時20分，位於奎松市的菲律賓大
學發生一起爆炸案，造成2人受重傷。
此外，曼達盧永市鬧市區一家大型商場內的一間

珠寶店26日晚被搶。歹徒得手後連開數槍，趁亂逃
走。警方初步調查顯示，有4至5名嫌疑人參與這次搶
劫，他們在兩分鐘內用鐵鉗砸破珠寶店的玻璃櫥窗，
搶走150多件金飾。
菲律賓槍支管理鬆懈、非法槍支氾濫是近來惡性

槍擊案頻發的重要原因。菲警方2012年年底統計顯
示，菲律賓流落在民間未登記的非法槍支多達60多萬
支。根據英國智庫萊加頓研究所最近公布的一項調查
結果，在接受調查的全球144個國家中，菲律賓2012年
的社會治安狀況排名從2011年的第95位下降到第112
位。

菲槍擊案頻發
一名華人死亡

本報訊

馬來西亞印度教信徒28日舉行活動慶祝大寶森節。大寶森節慶祝濕婆和雪山女神的
幼子戰神穆盧幹（Murugan）的生日，在這一天他得到了雪山女神的饋贈，最終使其消滅了
魔鬼Soorapadman。 圖1為印度教信徒們頭頂著牛奶罐前往位於吉隆坡郊區的黑風洞（Batu 

Caves）。圖2為一名印度教信徒在朝拜。圖3為一名印度教信徒爬上黑風洞後累得崩潰。 法新社

大寶森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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