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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后欧盟也盯上了德国高顺差  

在最新的欧元区经济数据出台之际，欧盟经济

委员莫斯科维奇批评德国高到“不健康的”的巨额

顺差令欧元区经济更加不平衡。按照欧委会此前所

设立的一系列经济指数规定，如果一国的顺差长期

超过其 GDP 的 6%，就会影响该国以及欧元区整体经

济稳定。目前，德国对外出口总额已连续 7 年打破

纪录，贸易顺差连年上涨。根据欧盟最新数据，2017

年德国顺差将接近德国 GDP 的 9%。以此衡量，德国

已多年超标。2016 年，德国贸易顺差再次创下纪录，

接近 2530亿欧元，达到其 GDP 的 8.7%，回归全球第

一大贸易顺差经济体。德国财政部首席经济学家舒

克耐赫特表示，在不伤害自身经济的情况下，德国

降低贸易盈余的空间有限，且目前弱势欧元的情况

并不是德国经济造成的，如果欧元区能专注于改善

整体经济基本面，令欧元恢复强势，那么德国的高

额贸易顺差即可大幅缓解。（《第一财经日报》/2

月 24 日） 

 

2016 年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 

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6 年德国与中

国的进出口总额升至 1,700亿欧元(1,8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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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成为德国最重要贸易伙伴，法国和美国分

别列二三位。这一情况可能为德国政府乐见。美国

总统特朗普威胁征收进口关税、特朗普贸易事务顾

问指责德国利用欧元汇率疲弱提振出口后，德国将

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作为目标。德国副总理加布利尔

甚至表示，若特朗普政府采取保护主义举措，欧盟

应将经济政策重新聚焦于亚洲。法国仍是德国第二

重要贸易伙伴，双方贸易总额为 1,670 亿欧元。美

国位列第三，贸易总额为 1,650 亿欧元。（路透社

/2 月 24日） 

 

美国对中国钢铁 337 调查初裁终止 

根据美国钢铁公司的撤诉动议，美国国际贸易

委员会(ITC)行政法官发布初裁(第 56 号令)，终止

对华碳钢和合金钢 337 调查案中有关商业秘密指控

的调查。预计，ITC 将于 30 日内作出终止该项调查

的最终裁决。至此，美国针对中国钢铁的 337 调查

全部终止。2016年 4 月 26日，美国钢铁公司向美国

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调查申请，请求对中国出口美

国的碳钢和合金钢产品提起 337 调查。美国钢铁公

司当时的指控共包括三项：第一，合谋定价，并操

控产量和出口数量。第二，侵占和非法使用美国钢



 

3 

 

铁公司的商业秘密。第三，使用虚假原产地和生产

商标识。不过，目前看来，美国钢铁公司对中国钢

铁行业的指控已全部落空。随着此番有关商业秘密

指控的调查的终止，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目前已终

止对三项指控的全部调查。（澎湃新闻/2月 24日） 

 

中瑞自贸协定有望升级 

中国和瑞士今年将通过升级双边自贸协定、开

启旅游年等形式深化合作，瑞士驻华大使戴尚贤 22

日形容中瑞关系已经进入“高峰期”。在全球保护

主义风险加剧的背景下，瑞方与中国今年将升级自

贸协定令人侧目，不仅为各国开放协作树立典范，

也体现了中国进口和投资能成为伙伴国的经济增

长抓手。戴尚贤说，自 2014 年生效的中瑞自贸协

定运行态势良好，在双方签订协议时约定每两年可

审视进展作出调整，今年乐于看到双方朝着更好的

方向升级该自贸协定。“通过此次升级双边自贸协

定，我希望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将被纳入，如机床

工业品和金融服务等。”戴尚贤说。（《经济参考

报》/2 月 24日） 

 

安哥拉吸引外资在非洲国家位列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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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金融时报发布的 2016 年非洲投资报告

显示，2015年安哥拉共吸引外资 27 亿美元，较 2014

年下降 83%，在非洲国家中排名第七位，占非洲吸引

外资总额的 4%。埃及（145 亿美元）、尼日利亚（86

亿美元）、莫桑比克（51亿美元）、南非（47 亿美

元）、摩洛哥（45 亿美元）以及科特迪瓦（35亿美

元）分列前六位。报告显示，2015 年安哥拉第一大

外国投资来源于法国道达尔公司，投资额为 22亿美

元，意大利埃尼公司以及巴林 Terra Sola公司位居

二、三位。就非洲整体而言，在吸引外资方面，非

洲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为意大利，其对非投资额为 74

亿美元，其次，美国（68亿美元）、法国（57 亿美

元）、英国（49亿美元）以及阿联酋（42亿美元）

均为对非主要投资国。在投资项目数量方面，美国

（93）位列第一，英国（76）、法国（53）、阿联

酋（45）及德国（37）位居其后。（驻安哥拉使馆

经商处/2月 24日） 

 

英国拟加强对外国企业并购其关键行业的掌控 

英国商业大臣克拉克在英国最大的工程制造业

行业协会 EEF 举办的年度大会上表示，英国政府正

在起草相关计划，加大政府对外资并购关键行业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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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掌控力度。此前，法国汽车生产商标志雪铁龙

正与美国通用洽谈并购其在德国的欧宝工厂和在英

国的 Vauxhall 两家工厂。此外，近日美国亨氏食品

竞购英国食品巨擘联合利华，虽然最后亨氏退出，

但此事在英国也引起不小震动。2016 年特蕾莎〃梅

首相上台不久，即叫停了欣克利角核电项目，虽然

最后开了绿灯，但附加了条件，其中就包括英国政

府在未来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中要拥有“特殊股

份”，以便政府能有一票否决权。（驻英国经商参

处/2 月 24 日） 

 

巴基斯坦政府积极推动瓜达尔港项目建设 

近期巴基斯坦计划发展部再次召集相关部门共

商加速推进瓜达尔港开发建设。会议要求巴基斯坦

水电部协调国家电网、私人电力投资委员会等各相

关方尽快审批通过中资企业在瓜港投资建设的

300MW发电项目，决定积极考虑中国方面提出对东湾

快速路建设予以免税待遇的要求。会议还通报由中

国政府推荐的实施机构交通建设集团第四航务勘察

设计院正在与巴方对口部门共同推进瓜达尔智慧城

市规划项目，巴政府还在审议由中国海外控股公司

提出的瓜达尔港口多功能码头扩建计划，此外，一

个专门委员会将在 15天内向巴政府递交关于瓜达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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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医院采取公私合营形式来运营管理的报告。（巴

基斯坦《商业记录报》/2月 23日） 

 

中船与美意巨头签订 300 亿大单 

2 月 22 日，中船工业集团和美国嘉年华集团、

意大利芬坎蒂尼集团在北京签署了中国首艘国产大

型邮轮建造备忘录协议(MOA)，标志着国产邮轮项目

迈出了又一实质性步伐。根据协议，中船联合嘉年

华组建的邮轮船东运营合资公司向中船与芬坎蒂尼

合资的邮轮建造公司下单，订造 2 艘 Vista 级大型

邮轮，并拥有另外 4 艘大型邮轮的订单选择权，邮

轮将在中船旗下的外高桥造船建造，此次协议的 2+4

艘订单预计超过 300 亿元。这将是中国首次进入邮

轮建造领域。这一文件在 2016年 9 月三方在天津草

签的 MOA 上进行了更新。嘉年华是目前全球最大的

邮轮公司，旗下拥有歌诗达、公主邮轮等 10 个邮轮

品牌。芬坎蒂尼则是全球最知名的邮轮建造商之一，

其订单份额占到全球的 50%。（《21 世纪经济报道》

/2 月 24日） 

 

中国化工将收购先正达的要约有效期延长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将针对瑞士种子巨头先正达

的收购要约进一步延长至 4月 28日，同时仍在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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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批准这项规模 430 亿美元的交易。中国化

工 2 月 23日在声明中称，收购要约的所有其他条款

和条件依然不变。该公司未解释延长收购要约的原

因。在中国加强海外交易审查力度以抑制资本外流

之际，延长收购要约意味着这项交易再度推迟。先

正达 2016 年 10 月份表示，在行业整合背景下，欧

洲监管机构也要求该公司提供更多与这桩收购有关

的信息。这桩收购要约是在 2016年 2 月份宣布的，

截止日期曾从 2017年 1月 5日延长至 2017年 3月 2

日。中国化工集团表示，预计收购要约将延长至所

有要约条件得到满足为止，包括获得所有相关监管

机构的批准。（《华尔街日报》/2 月 2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