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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团队寻求绕开 WTO 争端解决机制 

由特朗普(Trump)政府正在探索如何绕开世界

贸易组织(WTO)来解决贸易争端，此举相当于朝着摆

脱美国 20多年前帮助建立的体系迈出了第一步。数

名候任官员已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起草一份清单，列

出华盛顿方面可用来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实施单边贸

易制裁的法律机制。获悉这项要求具体内容的人士

告诉英国《金融时报》，这些官员的目标是，为新

政府找到可以绕开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办法。此举

还显示出，发誓要奉行“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

对外政策的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将以何

种方式考验其多位前任帮助建立和维护的全球经济

秩序。（英国《金融时报》/2 月 27 日） 

 

如特朗普加税 墨西哥将退出 NAFTA 重新谈判 

墨西哥的贸易谈判代表周末威胁称，如果美国

坚持对墨西哥商品征收关税或设定配额，其将退出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墨西哥经

济部长 Ildefonso Guajardo 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表

示：“他们说要对汽车征收 20％关税的那一刻，我

将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不过，Guajardo强调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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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意味着墨西哥希望废除 NAFTA。美国总统特朗

普此前多次表示，NAFTA 是一个不公平的协议，给墨

西哥带来了大量的贸易。他希望对 NAFTA 进行重新

谈判，并表示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他将废

除协议。（华尔街见闻/2月 28日） 

 

欧盟追加对朝制裁措施 

韩联社布鲁塞尔 2月 27日电 欧盟 27日就朝鲜

试射导弹和进行核试验决定追加制裁措施，加强对

朝制裁力度，包括禁止与朝鲜交易煤炭、铁和铁矿

石，并将铜、镍、银、锌列入禁止进口名单等。同

时，新措施还将有助于朝鲜开展核导计划的教育、

培训、科学领域的交流等全部“拉黑”。据悉，欧

盟正考虑制定联合国安理会第 2321号制裁决议外的

单边制裁方案，方案最早将于下月初发布。（韩联

社/2 月 27 日） 

 

伦交所与德交所合并再遇监管阻力 

据外媒报道，伦敦证券交易所 26日表示，由于

无法满足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条件，该证交所与

德意志交易所的合并交易“很可能”最终无法达成。

此番表态令这桩规模庞大的合并计划前景存疑。伦

交所 26日晚间表示，欧盟委员会要求伦交所出售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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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固定收益交易电子平台 MTS 60%的股份，之后才

能继续推进与德交所的合并交易，但是伦交所董事

会认为，不能保证这一条件可以获得满足。因此，

欧盟委员会可能不会批准该合并计划。但伦交所并

没有完全排除交易完成的可能性，称将会继续寻求

实施合并计划。伦交所之前一直努力寻求与德交所

进行合并。去年 3 月，伦交所和德交所公布了这项

规模约为 290 亿欧元的合并协议，双方同意进行全

股票合并，共同成立一家新的证券交易公司。（《经

济参考报》/2 月 28 日） 

 

印澳全面经济合作协议谈判预计于年底完成 

据印尼《安塔拉》通讯社 2月 25日报道，印

尼外交部长雷诺日前表示，印尼与澳大利亚全面经

济合作协议(IA-CEPA)是此次佐科总统访问澳重点

内容之一，印、澳双方在堪培拉完成了第六轮印-澳

全面经济合作协议谈判，谈判小组已向印尼贸易部

长鲁基托呈报谈判进程，预计 2017 年底完成。据悉，

印-澳全面经济合作协议涵盖内容不仅包括双边商

品和服务贸易、投资等传统领域，同时将增加教育、

旅游等新型服务业合作，并尝试在财经、新型农业、

食品加工创新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各个领域建立合作

关系，双方经贸合作关系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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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提升双边贸易，改善贸易平衡状况。（驻棉兰

总领馆经商室/2月 27 日） 

 

亚开行拟制定重视“质量”的招标新规则 

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ADB）将通过贷款，

提高亚洲新兴国家的基础设施质量。亚开行将敦促

各国政府调整承建商的招标方式，将环境影响和技

术实力纳入评估标准，同时在投资额中包含维护和

更新成本。在亚洲，中国企业获得了大量订单。如

果重视质量的招标改革在新兴国家得到普及，日本

企业的商机有可能随之扩大。如果新制度制定完成，

今后建设的基础设施的性能和质量有望提高。在新

制度下，施工之前将评估二氧化碳（CO2）排放量、

对设施周边居民的影响、以及企业的技术实力等，

能增加优质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设成本还将反映

维护管理和维修的费用。虽然建设成本将增加，但

从最终结果来看后续负担将得以减轻。（日经中文

网/2 月 28 日） 

 

联想控股竞购西班牙 Allfunds Bank  

据路透报道，中国大型多元化投资集团--联想

控股(3396.HK)以及三个私募股权基金团队都在准

备提交竞购 Allfunds Bank 的最终报价。这宗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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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接近 20 亿欧元(21.2亿美元)。消息人士称，桑

坦德资产管理(Santander Asset Management)和意

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INTESA SANPAOLO)(ISP.MI)各

持有 Allfunds Bank 的 50%股权，已同意将提交有约

束力报价的截止日期从 2 月 27日推迟到 3 月 1日，

给潜在买家更多时间来确定收购要约。Allfunds 

Bank 是一家总部在马德里的共同基金平台。（晨哨

网/2 月 28 日） 

 

中资企业 KSS 或于三月底收购高田公司 

日前，据国内相关媒体报道，宁波均胜电子公

司旗下的美国百利得安全系统公司（Key Safety 

Systems，或 KSS）与高田株式会社（TAKATA）有望

于 3 月底签订最终收购协议。据悉，双方公司仍在

尽职评估，一旦达成协议，宁波均胜电子公司旗下

的 KSS将吞并高田。而高田可以使 KSS的年销售额

达到 80 亿美元左右。根据相关信息显示，两家公

司在三月份或将签订协议，高田也将结束其寻找买

家的过程。（晨哨网/2 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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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析 

RCEP 谈判分 3 派 中印成双刃剑 

日本、中国、印度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等 16 个

国家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将于 2 月 27

日至 3 月 3 日在日本神户市召开首席谈判官会议。美国退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情况让自由贸易协定（FTA）

迎来逆风，在此背景下，RCEP 成为仅有的几个妥协可能性较

高的大型协定，其存在感正在不断增强。 

  中印是把双刃剑 

  2 月 24 日，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在经济产业省面对

各国谈判官时表示，“保护主义的风潮正在全球高涨。在开

放的高质量贸易投资规则上达成共识极为重要”，对谈判表

现出了十足的热情。 

  RCEP 从 2013 年开始进行谈判。优势是有中国和印度参

加，成为区域内人口约占全球一半、贸易额也占约 30%的大型

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不仅包括废除关税，还将在投资、电子

商务、知识产权和贸易协调化等全部15个领域制定贸易规则。 

  但中印的参加也是 RCEP 的弱势。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

两国对自由化的态度较为消极，与废除 95％的关税和最先进

贸易规则达成共识的 TPP 相比，自由化比例被迫降低。日本

对 TPP生效失去希望，与欧盟的经济合作协定（EPA）的前景

也变得渺茫，目前只能致力于推进 RC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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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全部 16个国家的约 700名谈判官。会

议将按照领域设臵分会，除了已经达成共识的中小企业和经

济合作 2 个领域外，将在 13 个领域探索妥协点。 

  3种立场 

  各国大致分为 3 派。一是日本、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以

TPP 成员国为中心的“重视高质量”集团，以 TPP 的自由化率

为参考，反对达成缺乏实质内容的共识。 

  然后是菲律宾、中国和印度等“以尽早达成协议为最优

先课题”集团。试图抓住美国转向保护主义、亚太地区产生

空白的间隙掌握主导权。相比协定内容，更注重尽早达成协

议。第 3 集团则是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发展中国家。 

  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第 1 集团与第 2 集团对立加深的

背景下，第 3 集团的态度成为关键所在。缅甸等国主张“高

水平的自由化无法守护国内产业”，要求派遣高技术人才和

提供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作，借助 RCEP推进经济发展。 

  对此，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提出，“提供人才培养

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援将是历史最高水平”，力争将发展中

国家拉拢到自己的阵营当中。另一方面，中国等国家也主张

“低水平的协定更适合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两个阵营

展开了博弈。发展中国家将转向哪个阵营决定着RCEP的走向。 

  此外，日本还设想通过尽早达成高水平的 RCEP 让美国陷

入焦急，从而改变主意重返 TPP。RECP 谈判的博弈还左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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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亚太地区自由贸易的走向。（日经中文网/2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