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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谈判会议将在日举行 中方动向成焦点 

由中国、日本、东盟（ASEAN）等总计 16 国参

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工作

层面谈判会议，将从 2 月 27 日起在日本神户召开。

日本共同社 2 月 23 日报道称，由于美国退出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TPP），RCEP作为亚太地区自由贸

易谈判核心的存在感正在提升。不过，除各国存在

较大意见分歧外，经济大国中国的动向似乎也将左

右谈判的前景。此次召开的第 17轮谈判会议上将讨

论取消或减少商品关税、放宽投资及服务贸易相关

限制等。各国此前已就经济技术合作和中小企业方

面的内容达成了共识。共同社称，若 RCEP得以实现，

将诞生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约三成的巨

大经济圈。但是，由于美国退出 TPP，曾有意利用

TPP 把高度自由化与完善规则的内容加进 RCEP 的日

本将被迫调整贸易战略。（环球网/2 月 24 日） 

  

美国或暂时不会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 2月 23日在提到关于指定主

要贸易伙伴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基准和程序时，表示

“我们会延续以前的方法”。美国财政部将在半年

汇率报告中做出某国是否为汇率操纵国的判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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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奥巴马执政时期并没有国家被指定过，如果按

照以前的认定方法，对中国和日本等国家的指定在

目前阶段有很大可能不会发生。美国财政部于每年 4

月和 10月向国会提交汇率报告，根据对美贸易顺差

的规模和有无干预汇率等标准，判断是否将主要贸

易对象国列为汇率操纵国，汇率操纵国将成为制裁

的对象。考虑到指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将导致中美

关系恶化，努钦对此持谨慎姿态。（日经中文网/2

月 24 日） 

 

2016 年伊俄贸易增长 70% 

《伊朗日报》2 月 22 日报道，俄罗斯能源部长

诺瓦克（Alexander Novak）在会见伊朗能源部长齐

特齐安（Hamid Chitchian）时表示，2016 年伊朗与

俄罗斯贸易额为 22 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近 10 亿

美元，增幅为 70%。诺瓦克称，尽管增幅较大，但两

国经贸关系还不够，双方应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进

一步发展合作关系。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伊朗与

俄罗斯正在开创经济合作新时代，能源合作将占据

核心地位。（驻伊朗使馆经商参处/2 月 24 日） 

 

2016 年欧盟农产品出口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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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欧盟商务网站 2 月 23 日晚报道，根据欧委

会报告，2016 年，欧盟农产品出口创新高，达到

1307亿欧元，农产品进口下降 1.5%至 1120亿欧元，

分别占欧盟当年货物出口和进口额的 7.5%和 6.6%。

当年欧盟农产品贸易顺差 188亿欧元，占欧盟货物

贸易顺差总额（393 亿欧元）的近一半。和 2015

年相比，2016 年欧盟农产品出口额增加了 17 亿欧

元，其中对美国和中国出口增长最多，分别增加了

12.6 亿欧元和 10.6 亿欧元。（驻德国经商参处/2

月 26 日） 

 

古巴与日本签署基础设施建设协议 

据拉美通讯社 2月 23 日哈瓦那报道，第一届古

巴与日本高品质基础设施建设公私联营会议今天在

哈瓦那开幕，双方签署了关于在建筑、运输和旅游

业等领域开展基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日本国土、

基础设施和交通旅游省（MLIT）副大臣表示，此次

会议系去年 9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古成果之一，

也是日古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展合作的起点，将

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增进两国互信。古巴建设部长

强调，双方在协议涵盖的旅游、港口、水利枢纽、

可再生能源、住房建设和产业能力提升方面均有合

作空间。（驻古巴经商参处/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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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计划降低出口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 

韩国政府周一表示，计划积极加大努力，让出

口市场更加多样化，降低对中国和美国的依赖。该

国部长们开会研究促进贸易与投资问题。为了应对

全球保护主义增强的可能性，韩国表示将面向新兴

经济体，包括印度、南亚各国和中东国家。作为这

些努力的一部分，韩国将致力于出口化妆品等消费

品、医药产品、农产品和时装。韩国周三将公布 2

月贸易收支初值。企划财政部长官柳一镐上周表示，

预计 2月出口连续第四个月增长。（路透社/2 月 27

日） 

 

2017 年前 2 个月中国对越投资加速 

据越南外国投资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7 年前

2 个月中国对越南投资总额达 7.217 亿美元，超过韩

国，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2017 年前 2 个月，

越南新批外资项目 313个，注册金额 20.28亿美元，

同比增长 6.5%；137 个项目共追加投资总额 7.59亿

美元，同比下降 15.5%。此外，外商注资、入股越南

企业总额达 6.19 亿美元，同比增长了 3 倍。在 61

个越南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居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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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6亿美元；中国排第二，7.217 亿美元；韩国第

三，6.371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17 年前，中

国在越投资从未进入前五，而今年以来投资明显加

速，投资额占越南吸引外资总额的 21.1%。中国资本

主要通过注资和入股越南企业方式进入越南，集中

在化维、塑料生产行业。（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

室/2 月 24 日） 

 

徐工与巴西 OAS 正就成立合资企业进行商谈 

一位知情消息人士周五称，中国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正在与巴西工程公司 OAS SA 进行商

谈，计划成立一家在非洲和拉美展开建筑业务的合

资企业。据这位知情人士称，徐工将可能向合资企

业提供资金、设备和融资。OAS 将提供民用建筑和工

程项目方面的专业技术，以及巴西境外的一系列承

包项目。该合资项目将成为 OAS 三年前卷入巴西史

上最大贪腐丑闻中之后重整业务的一大重要步骤。

2015年，OAS成为巴西首家申请破产的大型建筑商，

此前检方指控该公司向政客行贿换取国企的高利润

合同。徐工是全球第五大建筑机械公司，其子公司

徐工机械是上市公司。徐工与 OAS 联手将助其加快

其在发展中国家的业务增长。（路透社/2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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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华石油拟收购雪弗龙在孟加拉国气田 

《金融快报》2月 23 日报道，中国企业振华石

油已与雪弗龙公司签署早期协议，拟收购雪弗龙在

孟加拉国气田，交易金额 20 亿美金，交易完成后将

成为中国在南亚区域的第一个大型能源投资项目。

据悉，孟国家石油公司 Petrobangla 亦有收购意向，

正在与国际银行洽谈融资事宜，并聘请咨询公司对

气田储量和资产进行评估。孟能矿部国务部长哈米

德表示，此前并不知振华石油参与收购，但孟政府

拥有优先购买权，并可对交易行使否决权。雪弗龙

公司于 2015 年 10 月决定出售 100 亿美元的资产，

包括其在印尼、菲律宾和孟加拉的油气项目。目前，

雪弗龙在孟三个气田（Bibiyana、Jalalabad 和

Moulavi Bazar）产量占孟全国天然气产量的一半以

上。（驻孟加拉国经商参处/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