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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太平洋国家承诺继续推进自由贸易
在智利参加会议的环太平洋国家的官员们 3 月
15 日保证，将保持市场开放并扩大自由贸易协定，
反击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迹象。在这些国家自美国
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并让美国退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来举行的首次会晤
中，来自该贸易协定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和
澳大利亚在内的另外 11 个国家的官员们表示，他们
将继续推进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但官员们不确
定新的贸易协定会是什么样子。在智利参加会议的
包括来自中国、韩国和哥伦比亚的官员，这些国家
不是 TPP 成员国。官员们表示，仍不确定这些国家
在没有美国领导的情况下如何在贸易问题上向前发
展，美国的决定是对其传统角色的一次重大转变。
一些人表示，没有美国 TPP 不可能得以实施，但就
该协定举行的谈判可作为双边协定的基础。其他人
表示，他们有意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这是由中国牵头的一个 16 国贸易协定，该
协定被视为 TPP 的竞争对手。（驻德国经商参处/3
月 17 日）

美国财长姆努钦：美国寻求避免贸易战
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 3 月 16 日表示，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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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希望避免贸易战，同时寻求重新谈判美国与
其他国家的经济协议，确保美国公司能在全世界
公平地参与竞争。美国政府专注于实现对美国及
世界其他国家有利的经济增长。姆努钦说，美国
不希望卷入贸易战，而希望处理特定贸易关系中
的不平衡现象，且拥有处理这种不平衡关系的方
法。（《华尔街日报》/3 月 17 日）

美国没有放松在贸易领域对日施压
被提名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的
罗伯特〃莱特希泽 3 月 14 日在参议院委员会的听
证会上表示“农业领域的市场扩大，日本是第一目
标”，特朗普政府要求日本与美国缔结双边自由贸
易协定（FTA）的姿态愈发明显。预计将以农业和
汽车领域为核心向日本施压，日本将被迫做出艰难
的应对。特朗普政权的贸易政策是“将重新协商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视为最优先课题”（贸
易部长罗斯），最早将于 6 月与墨西哥和加拿大正
式启动谈判。最早将在年内完成谈判，因此对日谈
判最早也要等到 2018 年之后。美国的目标不仅仅
只有农业领域。美国在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WTO）
的文件中批评“日本的汽车市场也存在非关税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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垒”。汽车也很可能成为对日谈判的主要内容。如
果美国力争达成“超越 TPP 的协议”，日美谈判将
是十分严峻的谈判。（日经中文网/3 月 16 日）

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3 月 16 日批准“脱欧”
法案，授权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正式启动脱欧程序。
然而英国虽然启动脱欧程序，但正式谈判或许要多
等几个月。欧盟正在考虑迫使英国等到 6 月底才开
始就脱欧条款进行谈判，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争取
达成协议的时限将因此缩短。欧盟其他 27 个成员
国已定于 6 月 20 日在卢森堡会晤，并将在该次会
议上授权启动为期两年的脱欧谈判。欧盟成员国领
导人将于 4 月或 5 月聚首，就脱欧谈判“框架”达
成协议，但与英国之间的实际谈判要等到欧盟委员
会制定更详细的谈判指令，并获得各国部长正式批
准后方可开始。在获得授权后，双方何时能开始谈
判目前尚不清楚。（《中国证券报》/3 月 17 日）

中沙签署 650 亿美元合作大单
3 月 16 日，在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期间，中沙
签署多哥谅解备忘录和合作意向文件，项目价值总
额 650 亿美元。萨勒曼于 3 月 15 日至 18 日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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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国事访问。中国是萨勒曼长达一个月亚洲访问
中的重要一站。在来华之前，他访问了马来西亚和
印度尼西亚。在结束对中国访问之后，他将前往日
本、马尔代夫和约旦。从 2000 年至 2015 年，沙特
连续 16 年是中国最大原油供应国。2016 年双边贸
易额 423.6 亿美元，沙特继续占据中国在西亚非洲
地区第一大贸易伙伴位置。（《21 世纪经济报道》
/3 月 16 日）

印尼 2 月进出口增幅继续扩大
印尼中央统计局 3 月 15 日公布了 2 月份印尼
对外贸易统计数据。2 月份印尼对外贸易出口
125.7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16%，环比下降
6.17%；进口 112.5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61%，
环比下降 5.96%。1-2 月，印尼对外贸易出口
259.7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9.20%；进口 232.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1%，顺差 27.52 亿美元。
按非油气类产品统计，2 月份印尼对中国出口
13.58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43.64% ， 环 比 下 降
12.42%；进口 19.59 亿美元，同比下降 18.26%，
环比下降 32.74%%。1-2 月，印尼对中国出口 29.07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84%，占印尼出口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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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位居第一，美国、日本分列第二、三位；
自中国进口 48.72 亿美元，同比下降 0.13%%，占
印尼非油气产品进口总额的 25.68%，位居第一，
日本、美国分居第二、三位。印尼进出口自 2016
年四季度逐渐回稳，增幅不断提高，与部分国际
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有关。（驻棉兰总领馆经商室
/3 月 16 日）

主要渠道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均有所好转
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 2017 年 2 月份
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主要渠道
的跨境资金流动形势均有所好转。首先，货物贸易
项下跨境资金保持净流入。主要受春节因素影响，
2 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小幅逆差，但年初以来
企业出口回款有所增多，货物贸易项下跨境收支和
结售汇均呈现顺差。其次，企业外汇融资继续恢复。
2 月份，企业海外代付、远期信用证等进口跨境外
汇融资余额环比增长 93 亿美元，已连续 12 个月增
长；企业偿还国内外汇贷款购汇规模创 2010 年 3
月以来新低，环比下降 35%，当月国内外汇贷款余
额上升 53 亿美元，较 1 月份增幅进一步扩大。再
次，境内主体购汇意愿更为理性。2 月份，银行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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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购汇与涉外外汇支出之比为 66%，较 1 月份进一
步下降 5 个百分点。其中，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
资收益等项下购汇有所减少；个人境外旅游、留学
等购汇继续下降，个人外汇存款余额也由升转降。
（晨哨网/3 月 17 日）

中国信义玻璃集团在马六甲州承建矿物码头
中国信义玻璃集团计划不久后在马来西亚马
六甲州投资承建属于该企业的矿物码头，以减低成
本。目前信义玻璃通过陆路，由霹雳和登嘉楼输入
原料，并通过巴生港口出口成品。信义玻璃首期投
入了 9 亿马币投资，第二期附加 9 亿马币，总共 18
亿马币的投资额成为马六甲州力拔加央工业区最
大的投资者。信义玻璃首期占地 90 亩的厂房已投
入操作生产，日产 2100 吨玻璃外销；第二期附加
投资的土地面积是 93 亩，预定 2018 年第一季度投
产，日产 2000 吨玻璃。第二期投资一旦投产，将
成为东南亚最大的玻璃生产商。信义玻璃执行董事
兼行政总裁董清世说，信义玻璃希望与马六甲州政
府共同发展重工业，推动马六甲州制造业发展。作
为一家国际玻璃制造公司，其产品已销售至世界
150 个国家和地区。（驻马来西亚经商参处/3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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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幸福将收购越南国企 NIC 公司 20%股权
3 月 14 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宣布，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 CFLD INVESTMENT 26
PTE.LTD.（“华夏幸福新加坡子公司”）与 TN 公
司（越南信义集团）及 NIC 公司在新加坡签署《投
资合作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经越南同奈
省人民委员会批准，NIC 公司可开发 Phu Thanh–
Long Tan 区域（以下简称“PTLT 区域”）及其扩
建区和芽庄项目，PTLT 区域土地面积为 722.97
公顷，扩建区土地面积为 86.22 公顷，芽庄项目
土地面积为 132 公顷（以下合称“项目用地”）。
华夏幸福新加坡子公司将根据本协议以及后续的
股权买卖协议收购由 TN 公司持有的 NIC 公司 20%
股份。华夏幸福新加坡子公司与 TN 公司应促使华
夏幸福越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
营公司”）与 NIC 公司签署运营公司服务协议，
据此，运营公司将向 NIC 提供独家产业新城服务，
包括 1-6 期地块的城市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公
共设施建设、城市开发推广及招商引资服务、综
合管理服务、代表 NIC 公司进行重大交易或投标
等，服务费按照服务实际成本加成 15%计算。（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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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网/3 月 16 日）

香港周大福集团收购澳能源集团 Alinta
香港周大福集团正在收购澳大利亚能源集团
Alinta Energy，交易价值 40 亿澳元（合 30 亿美
元），这是外资对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
企业感兴趣的最新迹象。该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房
地产和综合度假区已经有可观投资，但收购
Alinta 标志着该集团首次试水能源领域。该协议
仍需获得监管机构的批准，周大福已经向澳大利
亚外国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递交了申请。近年
一系列中国投资进入敏感行业之后，澳大利亚政
府加大了对外国投资的审核。（英国《金融时报》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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