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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在美国退出后首开部长会谈“未来” 

围绕美国已决定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的未来，协定签署国 3 月 15 日在南美智

利举行部长级会议。这是自 1 月美国宣布退出 TPP

以来的首次会议。在其余 11 个成员国之间，围绕亚

太贸易圈的各种想法相互交错。包括在没有美国的

情况下使协定生效、签署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协定等

意见。举行 TPP 部长级会议是由智利提出的。围绕

TPP 的未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主张由除美国外的其

他 11 国使 TPP生效。两国与美国在畜牧业领域存在

竞争，如果能增加面向今后市场有望扩大的亚洲和

中南美的出口，即使美国不参加，也能获得一定利

益。日本和马来西亚则对签署没有美国的协定持慎

重立场。两国认为如果区域内市场规模缩小，TPP

的吸引力将随之下降，希望无论如何保持力争全部

12 国加入 TPP 的姿态。智利和秘鲁则提出了由中国

取代美国的代替方案。除了 TPP 签署国之外，会议

的东道主智利还邀请了中国和韩国参加。（日经中

文网/3 月 15日） 

 

南方共同市场有意与欧盟签署自贸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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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拉美通讯社 3月 9日布宜诺斯艾利斯报道，

阿根廷外长苏珊娜•马尔科拉（Susana Malcorra）

今天与乌拉圭、巴拉圭和巴西外长进行会晤，力

求就开展南方共同体（以下简称南共市）与欧盟

签订自贸协定事达成共识，以促进协议谈判进程。  

阿外长表示，就南共市与欧盟自贸区谈判做出重

要决定是该组织 4 个创始国本次部长级会议的中

心议题。据悉，3月 20-24 日，南共市与欧盟就建

立自贸区第 28轮双边会谈将在阿举行，届时双方

技术专家及官员将与会。关于自贸协定，阿外长

在推文中指出，欧盟不能将农业排除在外而仅考

虑其感兴趣议题。（驻古巴经商参处/3 月 16日） 

 

1 月俄与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大幅增长 

俄海关统计，今年 1 月，俄进出口贸易额 38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2.4%。俄与前 10 大贸易伙伴国

进出口贸易额大多呈大幅增长态势。其中，俄与中

国进出口贸易额 60 亿美元，同比增长 57.7%；德国

——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7%；荷兰——28亿美

元，同比增长 36.0%；意大利——17 亿美元，同比

增长 33.7%；美国——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

土耳其——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1.3%；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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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亿美元，同比下降 5.6%；波兰——1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8.1%；韩国——11 亿美元，同比下降

6.5%；法国——10 亿美元，同比增长 60.7%。（驻

俄罗斯联邦经商参处/3 月 15日） 

 

斯里兰卡与韩国将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 

据新华社 3 月 15 日消息，斯里兰卡外长萨马

拉维拉 15 日与到访的韩国外长尹炳世举行会谈，

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多领域的经贸合作。

萨马拉维拉在会谈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斯、韩两国将进一步加强在商贸、投资、劳资关系、

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尹炳世表示，韩国企业将参与

斯里兰卡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华社/3 月 15日） 

 

印韩拟在制造业、旅游、能源等领域加强合作  

据《雅加达邮报》3 月 15日报道，印尼总统佐

科日前在印尼-韩国商务峰会致辞表示，印、韩经

贸合作持续发展，韩企 2012年至 2016年对印尼投

资 75 亿美元，累计投资仅排在新加坡和日本之后

为第三大投资来源国；韩国也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

伴之一，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 160 亿美元。印尼希

望韩国持续提高投资，进一步发展互惠贸易。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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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而言，有 4个重要投资领域可与韩国进行深度合

作，分别为制造业、旅游业、能源及创意经济领域。

印尼政府早在 2014 年就缩减了 80%燃油补贴，目的

是为了把资金有效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高

物流效率，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同时发展旅游业。

韩国在创意经济方面富有经验，印尼正在涉入这个

行业，双方企业家可在该领域加强投资合作。（驻

棉兰总领馆经商室/3 月 15 日） 

 

俄远东地区两年吸引投资 250 亿美元 

据俄媒体 15 日报道，俄罗斯副总理兼总统驻

远东联邦区全权代表特鲁特涅夫表示，两年来俄

远东地区新启动投资项目约 500 个，吸引投资约

250 亿美元。特鲁特涅夫说，俄远东地区创造了史

无前例的经济发展条件，诸如跨越式开发区、符

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国家对投资项目的系列支

持和远东发展基金提供优惠贷款等。这些条件使

俄远东在两年内吸引了约 250 亿美元的投资，加

上俄政府正在审批的大型石化和天然气加工项

目，俄远东吸引的投资有望达到 600 亿美元。为

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关系，自 2015 年起，俄罗斯

每年在远东地区举办东方经济论坛，吸引包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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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在内的亚太国家来俄远东地区投资。（新华

社/3 月 15 日） 

 

新西兰去年经常账户逆差下降 

新西兰统计局 15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

2016 年经常账户逆差为 71 亿新西兰元(1 新西兰

元约合 0.69 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7%，比

前一年减少 12亿新西兰元。数据显示，去年第四

季度，新西兰海外投资收入上涨，经常账户逆差

降至 16亿新西兰元，比前一季度减少 4.2 亿新西

兰元，为 2014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去年第

四季度，新西兰货物贸易逆差为 8.33亿新西兰元，

环比增加 1.3亿新西兰元，为 2008 年第三季度以

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货物贸易逆差扩大

的主要原因是汽车及零部件进口额增加。（新华

社/3 月 15 日） 

 

中企在菲签署 17 亿美元采购合同 

由中国商务部和菲律宾贸工部主办的中国—

菲律宾企业贸易对接会暨签约仪式 15 日在菲首都

马尼拉举行，21家中国企业和菲律宾对接企业共签

署 73 项贸易协议，合同金额逾 17亿美元。据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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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涉及农业、纺织、化工、医药、矿产、贸

易、物流等多个领域，中国企业将增加对香蕉、菠

萝、椰子油、椰壳纤维、木材、电解铜、镍矿等菲

方优势产品的进口。参加活动的中国恒天集团已与

菲方签署水果、木材、矿产品协议，金额约 2亿美

元。中菲贸易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增长较慢，但近

几个月开始快速增长，势头强劲。不久前落幕的第

28 届中菲经贸联委会成果丰硕，中菲在贸易、投资、

园区建设、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多边区域贸易安

排方面达成了许多共识。（新华网/3 月 15 日） 

 

复星国际基于政治风险暂缓欧洲地产投资活动  

中国复星国际有限公司(Fosun International 

Ltd.,简称：复星国际)旗下地产子公司的首席执

行长周三表示，基于欧洲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该公司决定暂缓在欧洲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活动。

复星地产(Fosun Property Holdings) CEO 龚平

(Alex Gon)表示，荷兰、法国和德国大选，以及

英国脱离欧盟的决定，都是促使该公司暂缓欧洲

地产投资活动的原因。龚平说，复星地产对于在

欧洲进行投资感到迟疑，目前将静观事态发展。

龚平同时表示，复星地产也将减少美国地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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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主要原因是价格偏高。他说，这一决定的

原因是美国地产市场过于强劲。（《华尔街日报》

/3 月 16日） 

 

泰国开泰银行与雷沃重工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3 月 15 日，泰国开泰银行与中国最大的农业装

备制造企业——雷沃重工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为其在泰国及东盟地区的业务拓展提供融

资、现金管理、国际结算、信息咨询等量身定制

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开泰银行执行副总裁邱楚南

表示，近年来开泰银行加快在东盟+3（中日韩）

区域布局的步伐，目前已在东盟地区设立了六家

分支机构，在中国设有七家分支机构并于近期将

转制升格为法人银行。雷沃重工作为中国农业机

械龙头企业在本区域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开泰

银行将发挥自身在本区域的优势，为雷沃重工提

供融资、现金管理、贸易结算、信息咨询、商务

对接等全方位服务。（驻清迈总领馆经商室/3 月

1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