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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给
人的印象是巨大的钻
探平台和管道，但是 
Moss Seal公司的人知
道，钻探过程中最小
的部件起到最关键的
作用。Moss Seal公司
总部位于德克萨斯州
的休斯敦市，从1972 
年起一直为该行业最
大型的设备制造公司
生产最可靠、技术最
先进的橡胶和塑料密
封件。  

就在去年，该公司
总裁 Bill Hogue 先生
指出，“我们在生产
机器塑料密封件上又
迈进了一步，因为它
们可以获得更高的压力和温度额定值，
并具有更广泛的化学相容性。”他补充
说，每一件产品都要在进入市场前通过

性能检验。 
Hogue 先生于 

1988 年买下了这家
公司，之前他在这家
公司做了 7 年的雇
员。Hogue 先生把公
司在该行业中持久的
声誉归功于其开发的
坚定的客户关系。 

“如果培养了
良好的关系，并提
供优质的产品，我
们总是可以讨论价
格。”Hogue 先生
说。“但你永远不能
在质量上折衷或交
涉。” 

 对于 Moss Seal
公司来说，质量是为

客户提供满意和不断改进的产品，服务
则是对付不断升级的恶劣环境。

因为客户意识到在一个新市场保

留 Moss Seal公司专门技术的重要
性，Moss Seal公司三年前通过客户在
中国举行了第一次活动。客户转移到中
国后，作为中国对能源需求不断增长的
回应（核能局原子能委员会 (NEA) 预
测，从 2010 年起以 10％ 的速度增长）
，Moss Seal公司跟随而来，扩展当地知
识和客户群，并在上海开设代表处。 

“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在中国五大石油
生产区开展当地的业务。”Hogue 先生
说道。“但是现在，两大主要市场[中国
和美国]是我们的重点。” 

在未来五年内，随着中国对石油和天
然气需求的不断扩大，Moss Seal公司计
划通过该公司一向引以为傲的同样有保
证的、以质量为驱动力的关系，与中国
客户发展更 加密切
的联系。 

Norriseal 公司隶属于美国都福 (Dover) 
集团。都福集团是销售额愈 70 亿美元的
财富 500 强企业，56 年来，其产品一直
在其所属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多个因素
共同促成了其令人羡慕的品牌知名度，
包括：交付周期短而能按时交货，精密
制造，最高水准的机床，以及现场服务
的全球可用性。它还是全球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的领导者Norris生产解决方案公司
的成员公司。

凭借35 年来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积
累的经验及13年来在 Norriseal 公司的
工作经验，销售总监 Patricia Lewis 对
公司业务驾驭自如。该公司的经营项目
是阀门——用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阀
门，主要用于高压油气井，以及用于海
洋、发电、纸浆纸张加工和许多其他行
业的阀门。 

Lewis 预测“未来几年的强劲增长”

不仅会表现在国内市场，还特别会表现
在稳步增长的国际市场。Lewis“很想看
到在中国的[增长]”。这种增长的部分原
因是由于其客户在扩大国际业务时带来
的需求增长。该公司产品的经销和分配
通过遍布全球的代表处网络进行，包括
在沈阳、成都、天津、香港和西安的代
表处，以及该公司在上海的办事处。中
国大陆的代理机构列于该公司网站。 

Norriseal 公司的大多数客户属于以
下三类之一：购买 Norriseal 公司的产品
并销售自有品牌产品的公司（例如，整
套防滑组件的装配商），制造商的代理
商，以及经销商。 

Norriseal 公司对中国的计划不仅在销
售方面，同时也有采购方面的计划。该
公司特别期待与中国预期增长市场的主
要防滑产品制造商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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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is the largest city in Texas, and the fourth-larg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home to eight out of the 13 
Fortune 100 Fastest Growing Companies headquartered in Texas.

如果您在寻找国际商业合作伙伴，那
么来休斯顿市政府国际贸易与发展部 
(MOITD) 吧。在现任市长 Annise Parker 
的领导下，MOITD 与休斯顿国际商业界
携手合作，共同促进休斯顿在全球的影
响。它的工作包括两个方面：为休斯顿的
公司寻找在国外拓展业务的机会，为外国
投资者在休斯顿寻找商机。 

MOITD 欢迎出/入境贸易代表团并给
予官方支持，积极

为中国的商家在
休斯顿寻找合

适的合作伙
伴。被吸引
到休斯顿地

区的中国投资者对三个主要市场领域颇感
兴趣：房地产、医疗和信息技术。每年有
近十个代表团从中国来到休斯顿，关注于
政府、教育和建设领域。 

中国进口/出口市场的投资者会有兴趣
地知道，休斯顿利用影响航运贸易的发
展，其位置将会更加理想。随着巴拿马运
河运输能力增加一倍的扩建计划，行业
研究报告表明，到 2014 年项目预期完成
时，运输成本将下降 30-40%。

我们悲痛地报告，在这份报告的制作
期间，MOITD 的主任谭家瑜 (Helen T. 
Chang) 女士去世了。谭女士是从台湾来
到美国的移民，她一直致力于在休斯顿市
场为中国投资者提供帮助。她工作20多年

以来，跨越四个市长的
任期，组织了 50 余次
从休斯顿到中国的出境
贸易代表团。

谭女士对促成中华人民
共和国前任主席江泽民到休斯
顿的访问起到帮助作用，并荣幸地参
加休斯顿小型代表团到中国对江主席进行
礼节性访问。 

她的精神在其办公室代表团中继续
发扬，使当前休斯顿和中国商业界之间
的联系更加密切而活跃。如果您想联系 
MOITD，可以发送 e-mail 至 moitd@
houstontx.gov 或致电 +1-832-393-
0851。

Mayor’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
休斯顿市政府国际贸易与发展委员会：在中国和休斯顿之

间建立起合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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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l Hogue, President

当您走过美国安
卓律师事务所 
(Andrews Kurth 
LLP) 的大厅，您
会听到律师们正在
制定策略、分析合
同和审查文件的声
音。他们在忙碌地
工作。在这家有百
年历史的律师事务
所，律师们以简洁
而明确的态度提供
复杂的法律意见。
这使各种规模的公
司都来这家国际性
律师事务所寻求帮
助，也使这家律师
事务所从众多竞争
者中脱颖而出。

美国安卓律师
事务所于 1902 年成立于德克萨斯州的
休斯敦市，事务所的经营理念是好生意
来源于直言不讳。今天，该律师事务所
在全球有八个办事处，拥有 400 多名律
师。它充分利用总部的力量，最大限度
地为国内和国际客户服务。  

休斯敦被称为世界能源之都并经营世
界第十大海港，但是休斯敦很久以前就
证明其并非仅此而著称。这是个国际化
城市——商业、资本和创新中心。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中，美国安卓律师事务所
与城市共同发展。该所因服务于世界各
地的企业、跨越无数行业、解决既涉及
产业又涉及资本的复杂法律事务而确立
了很好的名声。

“能源当然是我们涉及的主要领域之
一。”该律师事务所商业交易部共同主

席 Timothy Unger 说道。“休斯
敦是世界能源之都，这使得

我们处于传统能源法律工
作的中心，另外还有替代
性能源，例如风能、太
阳能和地热能。” 

该律师事务所充分
利用其丰富的经验，以
传统能源的石油和天然

气为核心提供全方位的法
律服务。开发、生产、运输

和销售石油、天然气和电力
业务每天所面临的商业和法
律决策存在潜在的全球性影
响，对公司的成败也是个考
验，涵盖企业发展战略、金
融投资和资产剥离，到保护
创新成果和技术资产，以及
出现不可避免的纠纷时执行
公司策略或保护公司。

使该律师事务所活跃在
能源工业的最前方的相关技
能、知识、法律经验和商业
才能，也适用于构成今天全
球经济的无数产业。  

该律师事务所的工作获
得了权威机构的认可。2011 
年，因为在通用汽车收
购 AmeriCredit 公司和 
Williams Partners 有限合伙
公司收购 Williams Pipeline 

Partners 有限公司中的出色表现，获得
了并购峰会大奖的两项年度最佳奖。 

全球业务
拥有了日益增多的全球化客户群后，

美国安卓律师事务所于 2005 年开设了北
京办事处，以更好地服务于整个中国及周
边国家的客户。该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中有
中国能源市场的著名公司，包括中国最大
的石油公司之一和亚洲最大的炼油企业中
国石化。该律师事务所代理了石油巨头中
石化于 2010 年 12 月收购西方石油公司
的阿根廷石油和天然气业务，包括阿根廷 
3 个省的 23 项许可。该交易价值 24.5 
亿美元，帮助中石化增加了储备，有助于
满足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石化的收购表明了中国在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的扩张。它也直接证明了该律
师事务所在该行业值得信赖公司名单中
的位置。

“保持在中国的实际存在巩固了美国
安卓律师事务所代理中国精英企业的能
力。”律师事务所主席 Tom Perich 说
道。“我们还看到大量的入境机会，包括
中国太阳能公司进入美国和中国客户考虑
与美国公司合资。”Perich 说道。

保护创新成果
在今天的市场，即使是最传统的能源

公司也正日益成为更具创新性和技术先

进性的公
司。其
他各个行
业也是如
此。资产不
再完全是有形
资产。  

美国安卓律师事务所中国团队的领导
者们操着流利的普通话，迅速扩大了亚
洲的知识产权业务。这是一只由约 15 名
全职知识产权从业人员组成的队伍，他
们将工作重点放在了国际知识产权诉讼
保护和商业交易，包括知识产权资产的
管理、执行和保护，知识产权资产的开
发和商业化，以及知识产权诉讼的各个
方面。 

“我们的客户包括想在中国做生意的
公司，以及在国际市场寻求收购、开发
知识产权资产和将知识产权资产商业化
的中国公司。”合伙人兼知识产权部主
席 Jeff Dodd 说道。“我们正在与客户
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帮助我们的客户
优化知识产权战略并帮助他们寻找他们
的知识产权需求。”

美国安卓律师事务所凭借在三大洲
的办事处，能够成为跨行业和跨国家
网络的中心。除了公司极大的客户数据
库，该律师事务所还通过世界法律集团
保持强有力的合作联系。世界法律集团
是一个由 50 个领先的独立律师事务所组
成的网络，在 40 个国家设有 270 多个
办事处，有1.1万名律师工作在世界的主
要商业中心。

然而，尽管有一定的规模和广泛的
业务，该律师事务所内仍然保持着一种
文化和社区的氛围。它重视个人对客户
的关注和对律师提升的机会。很小的合
伙人对律师比率使该律师事务所引以为
豪，这样能够使有经验的专业律师能够
专注地为客户提供高级的服务。 

“我认为律师事务所成功的关键在于
我们成功地吸引了律师中的精英，他们为
我们的客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Unger 
先生说道。 

Perich 先生认为个性化的客户服务是
公司的骄傲。“我们有一个非常开放、
友好、合作的文化，我认为这对我们的
客户很重要。” 

info@glm-asia.com
http://www.glm-asia.com

Moss Seal
全球行业的密封伙伴

该州首府是奥斯汀

达拉斯－沃斯堡和休
斯顿在新的工作岗位
方面引领全国最大的

都市区

美国最多的财富500强
企业总部所在地

Norriseal
卓越运营研究

得克萨斯州在面积和人
口上是美国第二大州

Andrews Kurth LLP 
美国安卓律师事务所：一个世纪的全球联系与合作

By: Elizabeth Dusch, Travis Hutcherson, Michaela O’Neil and Michelle TitusThe First State Re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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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州委员会 
(NTC) 是一

个非营利
性、由会
员支持的
组织，致
力于美国

第四大都

市区的营销工作，这个都市区从达拉斯一
直延伸到沃斯堡，是一个由 12 个县组成
的地区。为了实现聚焦地方和放眼全球的
目标，NTC 将公共部门、私营部门、非
营利部门和高等教育部门的领导聚集到一
起，解决地区的关注点。NTC董事会和执
行委员会成员中有该地区的最高领导，包
括首席执行官、市长和大学领导。

“中国是我们地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
伙伴。”NTC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Mabrie 
Jackson 说道。“我们鼓励外国投资者考
虑多在北德州投资的原因有很多。”

德州在人口、制造业和采矿业方面在
日益增长。北德州一直努力为就业增长创
造良好的条件：低税率、合理而可预见的
监管环境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该
地区有 30 多个高等教育机构以及 20 个
财富 500 强企业。多元化的商业环境意
味着北德州能够在经济衰退期间仍然能
保持强大。

“德州企业基金”为各种经济发展项
目提供资金，包括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
在职培训计划和企业激励机制，以此吸引
新业务和扩大现有业务。 

达拉斯－沃斯堡国际机场在经营方面排在
世界最繁忙机场的第三名。随着航空技术
的发展，机场将继续增加飞往的国际目的
地（和潜在的新市场）。北德州位于美国
中部地区，在位置上非常理想，从东西海
岸乘飞机到这里都只需要 4 个小时。 

北德州是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之
一，联邦政府指定的自由贸易区在这里超
过 12 个，另外还有几个“自由港”——
保护商品的装配和制造过程，并使之免于
过境运输昂贵的关税和消费税。

NTC 期待与有兴趣会见
北德州商业领袖和民间领
袖的中国组织建立合作
关系。 

作为全球 100 家最可持续发展企业之
一，安桥能源公司经营着世界上最先进的
原油和液体运输系统。该公司制定了将中
国纳入其长期目标的战略计划。

安桥能源公司总部设在加拿大阿尔伯
塔省的卡尔加里，拥有 60 余年的历史。
安桥能源公司有六条不同的管道从加拿大
西部连接至美国，并进一步连接至加拿大

东部，为它服务的市场提供了卓越的服
务。该公司是加拿大油砂地区和迅速增长
的巴肯地区以及美国领先的管道运营商。
目前，安桥公司正在这两个地区扩大管道
输送能力。

“安桥成功的关键是一直对服务区域
客户的需求非常敏感。”安桥能源管理公
司总裁兼安桥能源公司高级副总裁  Mark 

Maki 说道。
安桥继续扩大其

网络，以帮助石油生
产公司进入新市场。
该公司的管道系统位
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的地理区域，使其具
有在整个北美扩展和
延伸能源运输网络的
无可比拟的能力。

最近，
该公

司成功地完成了上游到
下游开放市场超过五
年的能力扩展，并且越
来越多地参与天然气输
送和中游产业，特别是
在美国。例如，该公司
运输墨西哥湾大约一半
的深水天然气产量。安
桥也在扩展其再生能源
和绿色能源技术，例如
风能和太阳能、混合燃
料电池和二氧化碳封存
技术。

“安桥的总裁兼首
席执行官 Pat Daniel 
一直主张与中国建立更
紧密的关系，并且多
年来一直支持对中国和
加拿大来说都极其重

要的北部门户管道项目。”Maki 先
生说道。

安桥的北部门户管道项目是
个数十亿美元的项目，目前正
在拿大能源和环境部门的审核
中。这个拟建项目包括两条管

道：一条管道每天从阿
尔伯塔省北部出口 52.5 
万桶原油到太平洋沿岸
市场，另一条进口冷凝
水。这条革命性的管道
将创造增加从北美到中
国石油出口的机会，帮
助两国经济增长，并通
过贸易改善北美和中国
的关系。这个项目正在
监管部门的审核中，预
订将在 2016 年末投入
使用。

“安桥在为加拿大
油砂提供运输解决方
案，这当然已经得到中
国投资业的支持。我们
的北部门户项目将有助
于促进中国能源的独立

性，并确保加拿大西部生产商进入市场
和加强流动性。”Maki 先生解释道。

更加强大的中国石油公司在世界各
地更加积极的经营使安桥公司得到了鼓
舞，它希望在能源运输基础设施方面有
机会与中国企业进一步合作。  

Enbridge
 安桥能源公司 — 为中国建立全球性门户

enbridge.com     enbridgeUS.com

Enbridge’s proposed Northern 
Gateway Pipeline would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greater oil exports 
from North America to China.

IT 业作为一个与其服务的业务独立的个
体，只有在电脑发生故障时才需要服务的
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今天，在每个国家
的每个行业，技术专家都是公司一个不可

或缺的部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
业的技术支持部门能够全面地

理解公司，其目标和需求这
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重要。

奥尔德里奇
（Aldridge）公司于 
1984 年成立于得克萨
斯州的休斯敦，从成立

之初就不是那种被叫去解
决问题的 IT 公司。该公司

由其创始人大卫·奥尔德里奇管

理，公司员工由一批高素
质专业人士组成，为 300 
多个主要是中小型企业
的客户提供满意的服
务。奥尔德里奇公司发
展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
系，通过按固定收费提

供服务，而不是按小时计费（其他一些公
司使用的虚报服务项目和占客户便宜的收
费方法），奥尔德里奇在一定时期内收取
平价费用，并以固定收费解决客户所有的
技术需求、问题和疑问。 

“我们是真正的为5到500个用户的企
业提供 IT 服务的一站式公司。”公司首
席运营官 Patrick Wiley 介绍说。“这包
括云主机和帮助台服务……[我们还]为客户
提供正确的硬件、软件和 IT 方面正确选
择的咨询服务。” 

IT 界最新的热门话题之一云计算，是
奥尔德里奇公司近 10 年来一直工作的领
域——只是自公司成立以来研究的众多专
门技术之一。云计算让奥尔德里奇能够为

客户提供远程服务，不需要物理服务器。 
现在，奥尔德里奇通过在北京的顾问

戴安娜·董，积极寻求在中国的业务合作伙
伴和政府的支持。该公司计划在明年内开
设一家中国公司，并相信能够为中国企业
提供各种 IT 服务。

“[另一件]将带给
中国耳目一新感觉的
是，我们会完全厂商
中立。”奥尔德里奇
总裁 David Aldridge 
说道。“我们不生产
任何硬件，我们不再
写软件，我们不销售
任何实物产品。” 

“我们与所有
主要供货商建立了
关系，因此我们能
够真正地有各种选
择，并从中挑选最好
的。”Patrick Wiley 
补充说，“然后将其

集成到一个解决方案中。”
通过使用尖端技术及其解决客户所有

技术需求的能力，奥尔德里奇公司正在彻
底改革 IT 业，并为中国企业提供成为这
种全新而先进方法的一分子的机会。

The Aldridge Company
奥尔德里奇公司：

在不断变化的行业中提供稳定的服务 

FW Gartner 公司创办于 
1923 年，总部位于休斯
顿，是提供表面工程解
决方案的家族企业。从
创立之初，该公司即利
用其家族价值观和行业
专长在当地建立了持久

的关系，并于近年来
发展了海外关系。 

FW Gartner 
公司第四任总
裁 Michele 
Falzon 目睹了公司一代代可靠
而富有经验的员工为客户提供了

更好、更高效的服务。“这不仅
是[对FW Gartner 公司]所有权的

体现，”她说，“还体现了公司的
整体文化。” 

那些基于承诺的相同的价
值观促使公司采用业界领先技
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过去的
几年中，FW Gartner 已经跻
身于首批热喷涂公司中，以创
新的激光熔覆技术加强了公
司业务。

FW Gartner 公司国际业务
部的 Michael Breitsameter 
这样解释激光熔覆的优
点：“这种工艺将化合物与
零件进行冶金结合，它可以

跨越一系列标准，增加特殊材料和合金的
机械强度，而不会使其变形，对于想继续
使用已磨损部件或使新部件免于磨损和腐
蚀的客户来说，它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公司服务项目的改进以及在过度饱
合的市场中超越竞争对手的能力为 FW 

Gartner 在新地区打开了大门。为扩
大其网络和客户群，该公司最近已采取
了进入巴西、沙特阿拉伯和苏格兰的战
略举措，就在去年还和西澳大利亚的 
Harfords 表面技术公司达成了新的合作
伙伴关系。

在中国，FW 
Gartner 看到了将其
近百年的专门技术应
用到中国当地合作伙
伴的机会，力求应用
最新的表面技术以达
到国际标准。该公司
正在中国积极评估与
之发展战略服务的合
作伙伴，以及它将提
供业界技术和服务提
升咨询的合作伙伴。 

该公司与客户和
合作伙伴之间担任
这个角色已有多年，
也正是这个角色使他

们有信心在一个新的全国性市场中成为
佼佼者。正如 Falzon 女士所强调的那
样，“这是我们多年来建立的合作关系
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它为我们带来了这
些新的机会。” 

汉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在中国投
资。由汉斯开发或拥有的世界级地标建
筑在中国非常有名。汉斯在北京的投资
项目包括：万国公寓，首选、豪华的租
住型公寓大楼；现代汽车大厦，跨国公
司总部顶级写字楼之选；公园大道，朝
阳公园对面近1000套公寓的住宅大楼。
汉斯也活跃于上海，有三个大型项目，
还出现在日益兴旺的大连市。

在中国，一个重大的转变正在进行
中。中国商务部预测，未来三年内，从
中国向外的直接投资将超过进入中国的
外国直接投资。

汉斯美国西南部地区的执行副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Mark Cover指出，在美国的
外国投资者往往把纽约、华盛顿、波士
顿、洛杉矶、旧金山和芝加哥这些城市
看作是美国主要的财富聚集地。Cover先
生向精明的中国投资者强调，他们不应
该忽视把得克萨斯州作为投资目的地。 

根据Cover先生所说，得克萨斯州能
提供很多美国其他地区所缺少的东西。
他引述说，在得克萨斯州，人们的平均
年龄比美国大部分地区年轻，有更多的
家庭、更多的孩子，需要更多的学校，
最 终是需要更多

的房地产产
品。由于

适度的税
收结构

和监管环境，在得克萨斯州的生活成本
几乎低于全国的每一个州。

加上高于平均水平的房地产需求，得
克萨斯州比美国其他地区有更少的进入
障碍，是一个商业友好型的州。因此，
房地产成本更具可预测性，更不易出现
意外的摩擦成本和/或延误。得克萨斯州
已经从2008年的经济低迷中恢复，而美
国其他地区仍然身陷困境。2009年6月至
2011年6月间，得克萨斯州产生了在美国

创建的所有工作的50％，这是前所未有
的，而它只占美国人口的8％。Cover 先
生指出，该州正在积极推行EB-5移民签
证，这为外国国民提供了一种获得绿卡
的方式，即投资50万美元于在美国创造
10个就业机会的一个项目。 

寻求在得克萨斯州投资的中国人应咨
询当地专家，如汉斯公司。“得克萨斯
州是我们的大本营，该公司于50年代末
成立于休斯敦。”Cover先生说。

汉斯与其主要竞争对手有何区别？“
很多房地产企业主要以经纪公司或货币
安置企业为人们所知，而对于要建立
或收购的资产来说，汉斯是一个合作伙
伴、投资商和运营商。我们的目标是以
我们的合作伙伴盈利而盈利。”Cover先
生解释说。 

汉斯寻求项目的互利关系，旨在通过
广泛的产品类型，帮助那些
利益与其自身紧密结合的合
作伙伴，这些产品类型包括
办公、多家庭、住宅、土
地、酒店和工业。“我们每
个产品的目标是在部门的高
端运营。” 

“我们认为这种利益
的结合会形成长期的、
以信任
为基础
的投资
商合作

伙伴关系。我们不是那种只是在一个项
目里投入一些钱并获得佣金。”Cover先
生补充说。

汉斯在为其长期项目寻找合作伙伴的
理想搭配时，Cover先生确定了两个投
资商的资料，并迅速指出，汉斯以不同
方式处理项目，以适合每个投资商。第
一个投资商对购买或建设“核心资产”
感兴趣——即购买后在很长时期内保
持稳定，但回报率较低的那种。第二个
是在“增值”市场上更注重风险的投资
者——购买的建筑物需要翻新或在市场
上重新定位。 

Cover先生指出，汉斯具有其竞争
对手所缺乏的自身能力。“我认为，我
们在翻新方面不比美国任何地方的任何
人差。在这方面我们有长期而成功的记
录。” 

与中国合作近20年，为中国
增添了很多建筑风景线的汉斯
公司，已经准备好在其大本营
的得克萨斯州房地产市场上与

中国投资商合作。

休斯顿地区有3,300
多家公司、政府机
关和非营利组织专
门致力于国际商
业。这里有12个国
家的22家银行，
有500多家外资企
业，以及一些美国
最著名的大学和医
疗中心。虽然休斯
顿的商业部门如此
庞大而具多样性，
但是有一个组织，
其指导并协调了整
个社区的商业和经
济发展，那就是大
休斯顿合作委员会 
(GHP)。 

该合作委员会
已经为休斯顿地区
服务超过22年之
久，其根源可追溯
到1840年休斯顿
商会成立之初。大
休斯顿合作委员会

（GHP）在
休斯顿

地区
的长
期服务使之已成为国内和
国际企业的中心，这些企
业希望迅速扩张市场和
不断建立找到新的合作伙

伴。GHP 加强该地区企业
与当地政府和联邦政府的联

系，促进企业之间的联合，并

为打入新市场和国
外市场的企业提供
战略规划。 

“作为我们战
略规划的一部分，
当我们将休斯顿世
界贸易组织加入到
我们合作委员会
的创立初衷，就体
现了我们以服务
于国际市场为已
任。”GHP 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毛士立
（Jeff Moseley）
说道。 

为了进一步发展
与中国的商机（毛
士立先生指出，中
国商界对扩张休斯
顿市场兴趣越来越
浓厚），GHP 一直
努力在促进在巴拿
马运河开放一条新
的超级集装箱船只
航线。

“我们有完备的
海洋和空中物流系
统。” 毛士立先生
说道。“休斯顿是

世界上最大的航线枢纽。我们与美洲的
交通令人难以置信。” 

美国大休斯顿合作委员会位于通信、
卫生、教育、科技和能源增长最快的市
场之一，会为希望打入这个令人兴奋且
不断扩张的市场的亚洲企业领导者们提
供种种专业的帮助。

德克萨斯州理查森市为什么会被众多中
国高科技工程师称作“家乡”？根据该
市商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ill Sproull 和 
DFW 达福科技公司首席执行官、商会董
事 Charlie Chen 的说法，其中有许多因
素，包括活跃的中国技术社区和丰富而
地道的中国菜。

德州理查森商会自 1946 年成立以
来，已经帮助这个城市转化为通信及高

科技商业区域，形成了美国领
先技术中心之一的“The 

Telecom Corridor®”
。形成最初核心的公司
是集成电路发明者德州
仪器公司和服务于美
国国防部的罗克韦尔
柯林斯公司（原柯林斯

无线电公司）。接下来
产生了一系列强大的通信

公司，其中包括加拿大北电
公司、瑞典爱立信、法国阿尔

卡特、韩国三星、日本富士通，以及总
部设在中国的中兴通讯和华为公司。因
此，2011 年德州议会将理查森市指定为
官方的“北德州国际商务之都”也就不
足为奇了。

该市目前不仅仅只有科技公司，公司
类别已呈现出多样化。零售手表制造商
Fossil公司、空调制造业巨头雷诺士国际
公司及健康保险提供商德州蓝十字蓝盾
公司均把总部设在了理查森市。

在各行业公司的支持下，理查森对
当地高等教育的贡献与日俱增。德州仪
器公司最初的研究部门现已发展成为达
拉斯德州大学（位于理查森市），这是
一所成熟的大学，是德州大学系统的一
部分。在该校 MBA 课程的外国留学生
中，中国学生的人数位居第二，每年大
约有 800 名来自中国的研究生。

理查森巿位于达拉斯-沃斯堡地区
(Dallas-Fort Worth)的中心，有三条主
要公路通过。该市国际商务市长办公室

新任主任 Michael Skelton 说道。轻轨
系统连接理查森至 13 个城市，形成了达
拉斯地区捷运 (DART) 网络的一部分。该
交通网络为理查森到大都会区的1万多个
公司总部和 44 个财富 500 强总部提供
了便利的交通。在未来五到十年的DART
扩张计划中拟将轨道线路连接至达拉斯-
沃斯堡国际机场。

按照 Bill Sproull 的说法，便利的交
通、培养高素质劳动力的优质学校、多
样化的经济以及大量科技公司的协同作
用，使理查森市成为“全德州中国高科
技工程师最集中的地区”。当然，还有
地道的中国菜！

Richardson Chamber of Commerce
德克萨斯州理查森市

发展您在美国企业的绝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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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ie Hal, Vice President of Global 
Business Development

Jack Moor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vid L. Aldridg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and 
Patrick Wiley,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Mark Maki, President of Enbridge 
Energy Managemen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Bill Sproull,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Judge Jeffrey Moseley,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Dallas-Fort Worth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ternational Terminal D: The third busiest 
airport in the world.

Cameron
卡麦龙公司：

石油行业的传奇和领军者

North Texas Commission
北德州委员会 在北德州社区和外国投资者

之间建立联系

Mark Cover,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and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Capital Markets 
Group

自 1841 年成立以来，美国国民油井华高
公司（NOV）即将它的钻探设备输送到
世界各地，并为自己赢得了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巨头的美誉。NOV 公司的总部设在
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在世界各地设有办
事机构，并持续不断地加强与当地专业知
识及前沿技术的合作。

1996 年国民油井公司上市，当时拥有
员工1,200 名。2005 年，国民油井公司
与华高国际公司合并成 为NOV 公司。自
此，公司员工人数增至 4.4万多名。现在
NOV公司监管着 800 多个制造、销售和
服务中心，专注于石油天然气钻探领域的
技术和机械的研发和制造，其产品线涵盖
了从控制系统直到钻头的各个领域。

NOV 公司主席、首席执行官 兼总裁 
Pete Miller 先生说，“我们交付的每种
产品几乎都是市场的领先者。我们的产品
涵盖各个方面。我们在大约 56 个国家的 
800 个地点设有办事机构，在业务中使
用大约 30 种货币。因此，这是个相当复
杂的业务，不过也正因为此，它充满了乐
趣。而且，我们做得颇为成功，我们真正
地为我们的股东创造了许多的价值。”

与在其他国家市场一样，NOV 公司
在中国通过一种重视当地特点、客户服务

和丰富历史经验的商业模式，使自己独树
一帜。该公司第一次将其业务引入中国是
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国民油井公司和
华高国际公司分别在当地授权制造工艺的
许可，埋下了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的
种子。今天，NOV 公司在中国多个省市
设有 14 个办事机构，拥有员工 3,000 多
名，并且大多数是中国人。

Miller先生 强调说，“我们始终以扎
根当地为目标。我们尽可能保持一种当地
形象。我们的业务驻外人员很少。如果你
现在去挪威，那儿的办事室中没有一个美
国人，完全本地化，由当地员工经营。” 

Miller 先生补充说，“我们尽量与各
级政府和社会各阶层保持联系。我们相信
能够成为当地社会的一部分。”

该公司在中国开始频繁活动始于2000 
年，当时国民油井公司与甘肃省政府合作
创建了兰石 – 国民油井（LS-NOW）公
司，这家制造公司现在生产许多 NOV 品
牌的油田钻机。

NOV 公司在享受过去几十年在中国的
众多成功的同时，Miller 先生仍然看到了
通过建立更多合作伙伴关系使 NOV 公司
和中国经济都获益的许多途径。他指出，
举例来说，目前中国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的

需求呈上升趋势，这
意味着中国非常有兴趣发
展自己的石油和天然气 产业。

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正以每年 
8-10% 的速度增长，这意味着今后对能
源的需求会越来越多。此外，中国的石油
消费量正以每年 7.5% 的速度增长，比美
国整整快了七倍。很快，中国汽车的拥有
量也将是 1990 年的 90 倍。

Miller先生说，与NOV公司合作钻探
当地的含油页岩储量，将是中国支持其国
民经济的途径之一。“随着中国油气行业
的发展，我们希望能与他们一起成长。我
们希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产品，用于他们
的钻探和生产，而不仅是对其出口产品。
应该说，在过去的十年，我们更集中于出
口，但是现在我想说，今后，更多的将是
保持NOV产品在当地生产。”

随着中国对油气服务需求的增
强，NOV希望随着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
发展，结合 NOV 前沿的专业技术和生产
能力，使中国石油和天然气工业成为全球
石油技术的领先者。

该公司在上海和大连深水钻机的生产
和建造方面已经走在他人前面。NOV 公
司在上海生产钻机的部件，然后在大连

组装，再运输到韩国。根椐Miller 先生
的说法，这是 NOV 公司最重要的运营
业务之一，同时这也只是 NOV 公司能
够为中国提供的机械和技术能力的一个
案例。

他说，“任何时候当你看到一张深
海钻井船的照片，它都有可能装配了来
自上海的设备。我认为对于中国油田来
说，这将是下一个巨大的推动力，使其
达到美国油田的技术水平。”

当中国对石油和天然气
的需求不断迅速上涨的时
候，中国将需要一个拥
有历史、技术和人力
的公司来满足这种需
求。NOV公司凭借着
近一个半世纪的发展
历史和对于中国商业
和文化可追溯的几十年
的了解，由它来担任这
个角色是再胜任不过了。

National Oilwell Varco
与中国的石油天然气产业共同发展

美国人口普查
局报告，在2000

年和2010年之间的
普查数字，得克萨斯州

增加的人口（近430
万）比其他任何州

都要多。

达拉斯联邦储备
银行报告，得克萨

斯州经济产出的近15
％与出口有关（接近
美国总体近两倍的份

额） 

估计有180亿美元联
邦刺激资金流向该州和

地方政府 

得克萨斯州已连续6年
在美国的出口上领先。

处于美国的中心位
置，服务于美国国内、

加拿大和拉丁美洲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大休斯顿合作委员会

Hines
汉斯 在中国的房地产投资商现正协助中国人在得克萨斯州投资

Michele  Falzon, President

现今，石油和天然气装备供应公司的声誉
和历史对于投资者、经营者以及消费者来
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这个快速发
展的行业，走在创新和安全的最前沿对供
应商的成功至关重要。

总部位于休斯敦的卡麦龙公司 
(Cameron) 具有177 年的经营历史，是
拥有此声誉的令人称道的公司之一。在整
个二十世纪，卡麦龙公司一直是石油和天
然气行业领先的服务和产品供应商，树立
了世界上最可靠的品牌之一。卡麦龙公
司的著名发明，包括上世纪二十年代发
明的防喷器，现在已是油气井安全管理
的行业标准

现在，卡麦龙公司提供种类繁多的适
合钻完井作业的产品，包括陆上、海上和
水下产品。服务项目覆盖从钻井到完井的
整个过程，还包括安装支持、人员培训和
现场维修。作为一站式服务供应商，卡麦
龙公司通过其多个部门为客户提供方便的
综合性解决方案，这些部门包括：钻井、
水下、地面、阀门、流量器计量、处理和
压缩系统。 

“客户对于我们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给予广泛好评。”集团全球业务发展副总
裁 Hal Goldie 说。“我们的业务贯穿了
整个价值链：上游、中游和下游；海洋和
陆地，以及海陆之间的所有产品，卡麦龙
有非常广泛的产品和售后服务组合。”

卡麦龙公司的多元化已见成效。在过
去的五个季度，即使在动荡的经济环境
中，公司收入仍以年均16.1％的速度增
长。卡麦龙公司各部门所提供的装备和服
务每年贡献约50 亿美元的收入。

卡麦龙公司的成功也可以归功于其不
断地创新，公司总在设法超越技术极限。
例如，公司正在生产用于其业务最活跃
的地域之一（墨西哥湾）的工作压力为
30,000 psi的设备。尽管这是一个复杂且
富有挑战性的项目，遵循公司的座右铭“
无人员伤亡，无物品损坏”，卡麦龙公司
依然凭借其提供集成钻完井设备的经验和
能力获得该项目。 

卡麦龙公司在国内和国际业务均居于
业内领先地位。由于其三分之二的业务在
美国境外，公司在开展当地业务时通过全
球化操作具有丰富的经验。 

在卡麦龙服务的众多国际市场中，中
国是其最重要的市场之一。卡麦龙公司扎
根中国市场已经近 60 年。公司在上海、
北京和成都设有办事处，其中成都毗邻
中石化运营的普光气田和中石油的龙岗
气田。卡麦龙公司目前与中国主要石油
公司，如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都有
项目合作。

“我们通过供应链的发展进入中国，
我们看重中国市场的潜力”Goldie 先生
说。“虽然在中国境内采购，但进入中国
不仅仅意味着产品只在中国境内销售，也
包括将产品销往海外。”

“我们非常感谢在中国的供应商。”
卡麦龙中国业务发展总监 Jimmy Tang 
补充说。“他们非常乐于学习。我们不仅
仅是选定供应商，实际上我们在发展它，
与之合作并提高标准。我们不只是看一看
然后说‘给我们生产这个。’我们派出自
己的质量检验人员，同时确保工作条件符
合我们的标准。所以我们实际上应用了自
己的总体标准。”

更为重要的是，卡麦龙公司将中国视
为其未来市场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公司
计划在蛇口建设海洋钻探后勤基地，在
山东省建一处工厂，均将于 2011 年第四
季度竣工。

水下市场是卡麦龙公司在中国发展战
略的一个关注的焦点。据研究估计，在未
来五年内，由于中国将开发多达30处海
上油田，中国对海上海洋工程设备的需求
将超过 450 亿美元。

卡麦龙近期获得了中海油和加拿大赫
斯基能源公司 (Husky) 在中国南海的荔
湾 3-1 深水气田开发项目，这足以证明
其水下作业的能力。赫斯基能源公司经营
油田，持有 49％ 的权益，中海油持有余
下的 51％ 的权益。卡麦龙在蛇口
的海洋钻探后勤基地将伴随荔
湾项目的开发共同发展未
来的商业机会。

“通过陆上建立的
基地来支持海上作业
是我们发展的关键一
步。”Goldie 先生
说。

除了深海钻探，卡麦
龙还关注新兴的机遇，例如
页岩气和煤层气。由于中国对
石油进口的依存度仍超过50%，利
用尖端且可靠的技术开发这些资源将是至
关重要的。 

“中国对非常规天然气的关注度不断
加强，我们对此非常感兴趣。”Goldie 
先生说。“当然，中国已经在海外对页岩
气进行了可观的投资，随后就是国内的开
发，开发这些新兴能源将带给我们为煤层
气和页岩气开发提供直接的全面解决方案
的机会。”

随着中国石油消费量以每年同比7.5% 
的速度递增，我们相信中国将是卡麦龙
公司未来几年业务发展的
关键。 

“可以肯定的
是，在这个世
界上最大的能
源消费国，我
们将在人才
获得、人员发
展、制造和采购
方面多做更多的
工作。”Tang 先生
说道。

无需缴纳州个人所得税

州经济强大，生活水平
高，生活成本低

FW Gartner 
始于 1923 年的持久密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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