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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5日，阿里巴巴集团在

杭州宣布，11月11日晚10点30

分，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

将在北京“水立方”专为2015天

猫双11全球狂欢节举行远程开市

敲钟仪式，见证这场全球商业的

狂欢。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

云、阿里巴巴集团CEO张勇以及

纽交所总裁Tom Farley当晚将

出席仪式。Tom Farley将在北

京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现场面对

电视镜头，向全世界讲述纽约证

券交易所开市情况以及与阿里巴

巴集团之间的紧密合作。

这是纽交所首次为一家中国

的互联网企业举行远程敲钟仪

式。随着阿里巴巴集团全球化战

略的推进，2015天猫双11全球狂

欢节堪称是一场“世界商业奥运

会”，将有4万多个商家、3万多个

品牌和600万种好货参与，包括了

来自美国、欧洲、日本、韩国等25

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个海外

大牌，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消费者。业内人士指出，纽交所

开市钟声在水立方现场响起，意

义非凡，不仅是对阿里巴巴集团

的一次祝贺，更是对中国电子商

务在世界领先地位的肯定。这一

举动也足以表明阿里巴巴集团在

纽交所指数中的重要地位。

纽交所的敲钟仪式广为人

知，这不单单是一项传统，更象征

着市场运作的有序不紊，而且远

程开市敲钟仪式只在全球重大活

动中举行。2012年，纽交所为庆

祝伦敦奥运会开幕，曾在伦敦总

部进行过远程开市敲钟仪式。纽

交所每年会在瑞士达沃斯进行远

程开市敲钟仪式。上一次在中国

进行类似仪式是在2010年上海世

博期间，纽交所在世博会美国馆以

摇铃方式举行了远程开市仪式。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

集团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

市，募得250亿美元，是全球迄今

为止最大规模IPO。

纽交所将在水立方为天猫双11举行远程开市敲钟仪式

2014年9月19日，代表了阿里巴巴生态角色的8位敲钟人
敲响纽交所开市钟。纽交所总裁Tom Farley一起参加了庆祝。

□记者 刘江浩

本报讯 如果你是互联网
圈内人，那么一场草根、接地气
儿的移动互联网大会，你肯定
不能错过。记者昨日从郑州市
信息化促进会获悉，本月 15
日，第三届河南移动互联网大
会将在郑州凤凰城南城举行。
大会的主题是，互联网+九大
行业转型论道。本报作为此次
大会主办方之一，将免费赠送
100张大会门票。

互联网+九大行业，即创
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
智慧能源、普惠金融、益民服
务、电子商务、绿色生态、智能
家居。

据悉，此次互联网大会充
分发挥了众筹理念。“可以说，

是一场众筹的互联网大会。”郑
州市信息化促进会副秘书长王
炎说，所有出席的大咖嘉宾，均
是零费用参加。王炎介绍说，
此次大会报名人数预计将突破
一万人，参加人员达四五千人，
众多全国知名移动互联网企业
也将参会。

另外，本报作为此次大会
的主办方之一，届时，将对大会
进行全方位报道。作为发票点
之一，想要参会的嘉宾，在11
月7日，本报将会向感兴趣的
读者，免费赠送100张大会门
票，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发送
完为止。领票地址：郑州市金
水区农业路经三路口西南角英
特大厦13楼大河报新媒体中
心 。 联 系 人: 李 培 ，电 话 ：
0371-69111265。

□记者 魏浩

本报讯 昨天，由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与中国中
部进出口商品交易中心共同
投资打造的“互联网+麦沃德
进口商品免税店”项目，在郑

州出口加工区正式启动。该
项目负责人称，通过将跨境E
贸易与线下便利店的深度融
合，今后郑州市民在小区门口
的便利店就能买到质优价廉
的免税进口商品，真正实现

“洋货”进到家门口。

2012年3月，三一集团关联
公司罗尔斯公司收购了位于美
国俄勒冈州的 4 个风电场项
目。当年5月美国海军西北舰
队认为罗尔斯公司位于俄勒冈
州巴特克里克的风力发电场影
响其航空训练，并对罗尔斯提出
交涉，罗尔斯同意配合美国海
军，并将风力发电场南移约2.4
公里。没想到当年7月，CFIUS
颁布临时禁令，要求罗尔斯公司
停止风电场内所有建设，该禁令
于当年9月28日奥巴马签署后
正式生效。这也是美国近22年
间，美国总统亲自叫停的首例外
资收购案。三一集团在向美国
政府索赔无果之后，开始了诉讼
之路。

2012年10月1日，罗尔斯
公司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

地方分区法院递交诉状，将奥巴
马总统和 CFIUS 列为共同被
告，将其告上法庭。美国东部时
间2014年7月15日10时许，美
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
法院就三一集团在美关联公司
罗尔斯因俄勒冈州风电项目被
禁止诉CFIUS和奥巴马总统案
作出判决。在一份长达47页的
判决中，合议庭一致认定：奥巴
马政府在审查一桩外资收购项
目时侵犯了三一集团在美关联
公司罗尔斯的合法权利。法庭
判决美国政府需要向罗尔斯公
司提供相应的程序正义，包括
CFIUS或总统作出相关决定所
依赖的非保密信息和罗尔斯公
司在了解相关信息后作出回应
的机会。法庭还判定允许罗尔
斯公司对CFIUS限制收购风电

项目的相关命令进行挑战。
依据上诉法院的上述判决，

美国政府向罗尔斯公司提供了
CFIUS或美国总统作出相关决
定所依赖的非保密信息，罗尔斯
公司也对该信息提出了反对意
见。美国政府随后与罗尔斯公
司及其律师团队展开协商，并最
终达成和解。

根据和解协议条款，三一集
团在美关联公司罗尔斯，可以将
四个风电项目转让给罗尔斯公
司选定的第三方买家。和解协
议还明确指出，CFI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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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罗尔斯公司和三一集
团就未来更多的在美交易和投
资项目向其提出申报。

据新华社电

胡润研究院近日发布的
2015胡润套现富豪榜显示，自
2014年7月1日至2015年8月
14 日，共有 30 位富豪套现超
13.5亿元，总套现860亿元，是
之前一年度的2.4倍。

其中，合生创展的朱孟依家
族卖掉上海电气股份后获利82
亿元，成为2015套现大王；桑德
环境的文一波、张辉明夫妇过去
一年套现70亿元，排名第二。

今年富豪套现榜的上榜门
槛从去年的 5 亿元上升到了
13.5亿元，按总套现860亿元来
测算，人均套限额为28.7亿元。

胡润研究院指出，减持上市公司
股票和上市公司股票分红是过
去一年企业家大额套现的两大
主要途径。30位套现富豪中，
有26位主要通过转让或减持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套现，占总
上榜人数的87%；另外4位则主
要是过去一年在上市公司所得
到的分红。

统计显示，历年套现金额大
于50亿元的富豪有17位，其中
历年套现金额大于100亿元的
有5位，他们分别是朱林瑶、许
家印、朱孟依家族、陈天桥、雒芊
芊夫妇以及黄光裕。

富豪的套现也跟股市行情
有关。2006年和 2007年的超
级大牛市中，A 股一度冲破
6124点，当年30位上榜富豪套
现了822亿元，平均每人套现24
亿元。而2013年，A股行情不
景气，当年度上榜的30位富豪，
只套现了363亿元，平均每人套
现12.1亿元。而去年7月份到
今年8月份，A股一度冲破5000
点，富豪的套现激情再度井喷，
30位上榜富豪共套现了860亿
元，也创出了2007年以来的新
高。Y

据钱江晚报

第三届河南移动互联网大会
15日开幕
大会将围绕互联网+九大行业转型论道展开

互联网+跨境贸易又迈一步

免税店或将进入小区

“三一状告奥巴马案”达成全面和解
核心提示 | 三一集团5
日下午在位于长沙的总
部宣布，其关联公司罗
尔斯公司与美国政府正
式就罗尔斯公司收购美
国风电项目的法律纠纷
达成全面和解，罗尔斯
公司据此撤销了对奥巴
马总统和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简称“CFI-
US”）的诉讼，而美国政
府也相应撤销了对罗尔
斯公司强制执行总统令
的诉讼。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储
备委员会主席耶伦4日表示，
由于美国经济表现良好，美联
储可能在今年12月的货币政
策例会上启动加息，但尚未作
出正式决定。

耶伦当天在美国国会众议
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作证时说，
美联储预计美国经济将继续增
长，足以推动就业市场进一步
改善并实现通胀率在中期回升
到2%的目标。如果未来的信
息支持美联储这一预期，今年
12月启动加息将是可能的。

耶伦强调，市场应更加关
注美联储利率政策的整个路径
而不是首次加息时机。她认
为，如果美国经济数据支持，及
时启动加息是审慎的做法，因
为这使得美联储能以更加渐进
的节奏加息。

美联储在上周召开的货币
政策例会上决定按兵不动，但
暗示可能在12月的下一次货
币政策例会上启动加息。自
2008年底以来，美联储一直将
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接近于零
的超低水平。

美联储称12月或启动加息
但尚未作出正式决定

胡润发布2015套现富豪榜：

30位富豪共套现86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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