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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财长：G20 成员国在贸易问题上仍存分歧 

二十国集团(G20)财长会议 3 月 17 在德国召

开。据德国财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auble)称，

全球 20个最大经济体仍然难以在贸易和公开市场问

题上找到共同立场。朔伊布勒称，美国财长姆努钦

已向他保证，支持公开市场和开放的全球贸易。朔

伊布勒还称，没人在会议上提到保护主义。谈判代

表称，为了掩盖成员国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严重分

歧，G20主席国德国提出了一套折中方案，但美国、

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围绕该方案争论不休。一些与

会代表称，不排除各国等到夏季 G20 峰会召开才就

贸易措辞达成一致的可能性。（《华尔街日报》/3

月 20 日） 

 

2016 年捷克商业并购案骤增 

根据咨询公司安永公布的一组数据，2016年在

捷克境内进行的购并案总交易金额较 2015 年增长

了 38%，达 99亿美元。并购案数量总计 288个，同

比增长 56%。从并购总金额来讲，捷克在中东欧国

家中位居第二，仅次于邻国波兰。从并购案的数量

来讲，捷克在该地区居首位。2016 年捷克并购交易

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和日本企业对捷克投资兴

趣的增加。同时，这些企业良好的经营状况也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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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增长的原因之一。从并购案的数量上看，捷克最

吸引投资者的领域是信息技术、建筑和金融服务，

而电信、媒体和食品行业的吸引力则有显著下降。

安永提供的数据显示，在以交易金额排名的 2016

年捷克前十大并购项目中，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

（简称‚华信‛）就有三个并购项目位列其中。（驻

捷克经商参处/3月 17 日） 

 

欧元区 1 月贸易收支三年来首次转为逆差 

欧盟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因出口同比

增幅被进口的更大增幅所抵消，欧元区 1 月未经季

节调整的对外贸易逆差为 6亿欧元。这是 2014 年 1

月以来未经季节调整的贸易收支首次录得逆差。1

月冬季能源需求触顶，而食品和饮料等其他商品的

出口需求则放缓。未经调整的数据显示，欧元区 1

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长 13%至 1639 亿欧元，进口增

长 17%至 1645 亿欧元。经季节性因素调整后的 1

月出口较前月下滑 0.6%，进口则增长 4.1%。欧盟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全年欧元区对全球其他地

区的出口持稳在 2 万亿欧元左右，进口较 2015 年

下降 2%。欧元区内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增长 1%至 1.7

万亿欧元。（驻德国经商参处/3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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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政府鼓励投资 10 目标产业 

泰国工业部工厂厅长蒙空表示，目前经营扩张

投资取决于经营商的决策和各行业市场扩张的时

机为主，政府政策侧重十大目标行业的投资，这点

在经营商得到良好的反应。蒙空说，政府鼓励投资

十大目标产业的投资额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前景，

工业部以及工厂厅正努力推进工厂投入运营和扩

大投资，努力提供便利条件，包括注册经营手续，

缩短工厂设立批准证，增加开通网上服务渠道，以

最大限度地方便广大投资者和经营商，让工厂经营

起来帮助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同时提升泰国竞争

力，让泰国工业达到较高的水平，以可吸引世界各

地投资者和公司来泰投资。（驻清迈总领馆经商室

/3 月 17日） 

 

日企丢掉土耳其悬索桥订单 

土耳其政府 3 月 16 日就全球最大的悬索桥建

设计划与 SK建设等韩国企业签订了业务合同。IHI

和伊藤忠商事等日本企业在竞标中落败。日本政

府以技术实力为卖点提出‚高品质的基础设施出

口‛战略，但是仍有很多国家很在意成本。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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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铁等重要项目的获得仍面临众多课题。土

耳计划在西部达达尼尔海峡建设和运营长 2 公里

级的悬索桥和长约 100 公里的高速公路。建设费

用在 100 亿里拉左右，力争在土耳其建国 100 周

年的 2023年完工。土耳其此次之所以选中韩国企

业是因为韩企将基础设施转让给土耳其政府之前

的经营期最短。由于项目采用以通行费收入来回

收建设费的 BOT（建设、经营、转让）方式，经营

期越短，土耳其政府的财政负担越小。（日经中

文网/3 月 17日） 

 

欧盟批准 AT&T 收购时代华纳集团 

AT&T 近日宣布，欧盟委员会已经批准了其斥

资 854 亿美元收购美国电视媒体巨头时代华纳集

团这一在全球科技、电信和媒体领域，最大规模

的并购案，这意味着 AT&T收购时代华纳集团迈出

重大一步。欧盟委员会表示，AT&T 和时代华纳集

团在欧洲地区内，各自并无交叉重叠的业务，不

存在反垄断问题，因此决定通过其收购计划。AT&T

也表示这一收购计划还需要获得美国司法部的批

准，预计在年底前有望顺利完成。AT&T 是美国两

大电信巨头之一。随着美国电信市场逐步饱和，



 

5 

 

利润率下降，AT&T 开始了转型战略。通过收购时

代华纳集团，AT&T 将获得电视台、电影、娱乐等

领域的大量媒体资产，未来将大举进入广告市场，

广告将成为美国电信行业新的收入。时代华纳集

团是全世界有名的电视传媒巨头，旗下拥有 HBO、

华纳兄弟、CNN、TNT、TBS等知名电视频道。（晨

哨网/3 月 18日） 

 

安邦或与安联保险合作投资绿色能源等项目  

中国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吴小晖日前表示，

很看好欧洲未来的发展，中国和欧洲的合作会带来

很好的裂变，安邦未来有可能与德国安联保险合作

在中国投资风电、绿色能源和基础设施等项目。吴

小晖在 2017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欧洲和中

国结合有很大的优势。欧洲有很多品牌，中国有加

工和生产的能力，这两者结合会产生巨大的裂变效

应，欧洲还有很好的非常便宜的低利率的资金，可

以与中国很便宜的人力资本结合。他认为，欧洲有

很多便宜的东西，有值得安邦去投资的很便宜的资

产，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去买入一个技术很好的公

司，加以改造，注入中国因素，注入企业成本改造，

就能发生很大的改变。（ 路透社/3 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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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与中国万达将设立合资企业 

IBM 宣布，与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子公司--万达

网络科技集团 3 月 19 日达成协议，将共同为中国

企业提供云服务。IBM 称，双方将通过新成立的合

资企业 Wanda Cloud Company，在中国提供 IBM 云

端基建及平台服务(IaaS 及 PaaS)。IBM 发言人表

示，新合资企业将负责 IBM云平台在中国的分销、

构建和运营。研究公司 Canalys 预计，到 2020 年

全球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 1,350 亿美元。（路透

社/3 月 19 日）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将拓宽能源领域相互投资  

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 3 月 18 日发布联合声

明称，将加强两国在经济与工业项目、电子政务

应用、先进技术、基础设施、高科技和航天等优

先领域的合作，拓宽在石油、可再生能源、电力

及和平利用核能领域的相互投资。双方强调石油

市场稳定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双方愿提升两国

在石油领域的合作水平，包括向不断增长的中国

市场供应沙特石油。声明称，双方愿加强在二十

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框架下的国际经济合作，

推动国际贸易发展。沙方支持中方主办‚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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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双方愿共同努力，尽早

建立中国－海湾合作委员会自由贸易区。（路透

社/3 月 18 日） 

 

阿里巴巴拟在马来西亚设立地区分销中心 

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计划在马来西亚成立

一个地区分销中心，以满足该区域业务快速增长

的需要。该中心将位于吉隆坡国际机场航空城内。

航空城占地 24,700 英亩，由机场运营方--马来西

亚机场控股公司(MAHB)牵头开发，预计将吸引超

过 70 亿马币(林吉特)(15.8 亿美元)的国内外投

资。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和马来西亚总理纳

吉布预计将在近日吉隆坡的一个活动上宣布相关

计划。（路透社/3 月 19 日） 

 

 

热点透析 

多边贸易谈判走向与中国对策 

一、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多边贸易体制，WTO 建立了全球贸易规

则价值体系。目前，WTO成员涵盖 98%的全球经贸活动，这充

分体现其对全球经贸关系的重要性。WTO 为成员监督贸易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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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以互信方式透过对话机制甚至争

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21 年来，WTO 处理贸易争端案件达

到 500多件。WTO也是世界唯一一个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或者不

发达国家提供公平参与全球贸易议题讨论的平台。WTO 成立时

有 75 个创始成员，截至 2015 年底有 162 个成员，其中 117

个是发展中国家或单独关税区。自成立以来，有 34 个新成员

加入 WTO，大部分为发展中成员和不发达成员。诸多国家加入

WTO，充分表明其对 WTO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充

分肯定。 考虑到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缓慢，近年来 WTO 成员转

而诉求其他框架协议或创新谈判途径，在货物贸易相关议题

方面主要有三大成就：一是将《贸易便利化协议》纳入 WTO

规则体系，成为多哈回合谈判启动以来取得的最大突破。作

为 2013年底 WTO成员签署的‚巴利一揽子协议‛中的一部分，

《贸易便利化协议》旨在加速全球贸易，维护全球经济治理。

二是信息技术协议（ITA）扩大产品范围谈判成功，是 WTO的

一项重要关税减让，更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实现信息

技术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必然选择。201 项获得减免关税的 ITA

产品，每年贸易总值将高达 1.3 兆美元。三是环境产品协议

（EGA）谈判。该谈判以 54 项环境产品为基础，在 WTO 框架

下进一步探讨实现环境产品自由化的各种机会，其最终成果

将通过最惠国待遇（MFN）原则惠及所有 WTO成员。在其他领

域如服务贸易领域，服务贸易协议（TiSA）谈判进入实质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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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TiSA 皆在成员内部建立反映 21 世纪贸易需求的市场准

入、贸易和监管规则及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可能是未来 20

年最有可能改善和扩展服务贸易的机会。目前，TiSA 已进行

了 16 轮谈判，谈判路径更加清晰。上述有关 WTO规则机制内

的信息技术产品、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协议的谈判成果或正

在进行，皆表明 WTO 成员一直在为多边贸易体制寻求突破而

取得的成果。 

二、多哈回合前景及中国对策 

1.多哈回合前景 

2015 年 12 月 15 日-19 日，WTO 第 10 届部长会议在肯尼

亚内罗毕召开，农业议题取得重大突破。WTO 成员同意取消农

产品出口补贴，其中，发达国家承诺立即取消出口补贴，发

展中国家则在 2018 年前取消补贴，这被 WTO 秘书长 Robert 

Azevedo称为誉为 WTO20 年来‚在农业上最显著的成果‛。但

是，就整体而言，诸方就是否继续多哈回合谈判仍无法达成

共识，两大阵营更加明显，一是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

家呼吁应结束多哈回合谈判，认为多哈发展议程（Doha 

Development Agreements，DDA）已经无法产生任何实质成果，

应该以新谈判机制取代停滞不前的多哈回合谈判；二是印度、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支持继续就多哈发展议程所有议题进行谈

判，这些国家认为，如果将发达国家所提出的新兴议题如电

子商务、投资等新兴议题纳入多哈回合谈判架构中，则将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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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原 DDA 议题重要性。内罗毕部长宣言内容也承认，WTO成员

对多哈回合谈判的前景走向存在分歧，尽管部长们对多哈发

展议程进展感到欣慰，但仍无法在所有协商领域中达成共识，

包括农业和非农业市场连接、服务以及渔业补贴等规定。可

见，多哈回合前景并不乐观。 

2.中国对策 

  当前，多边贸易体制无法达成共识情况，中国应该坚持

走两条路线：一是主动推进双边或多边 FTA 建设。构建‚立

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

网络‛，这是中国未来自由贸易战略推进的主体思路和目标，

同时也为中国自贸区建设勾勒出一条清晰的战略路径。FTA

区域范围和内容的逐渐扩大，中国开放型经济水平势必进入

‚深度一体化‛阶段，也逐渐将由国际规则规制的‚被动接

受者‛向‚主动参与者和主导者‛转变，通过 FTA 等区域经

济合作模式渐进推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二是维护多边贸易

体制，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管多年来多哈回合谈判未

能取得更多进展，但 WTO 第 10 届部长会议关于农业出口补贴

上取得共识，这再次凸显出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地位和作用，是多边贸易体制的重大突破。作为发展中国

家的一员，中国始终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积极参与者和支持者，

并且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应将继续秉承‚合作

对话、互利共赢‛原则，积极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以尽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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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破。 

三、中国引领诸边谈判前景 

  新一轮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事关世界经济发展和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可以在国际贸易规

则中拥有主导权和制定权，取决于该国或地区政治和经济的

综合实力，尤其经贸大国引领诸边谈判中发挥着关键甚至决

定性作用。美国之所以在推动对自身经贸发展关系密切的协

定中不遗余力，一直在为改造全球贸易架构而开展各种大型

区域性(经贸)协定谈判，美国作为 TISA这一诸边协定的发起

方和主导方，关键就是其强大的综合国力。 

  2015 年，全球综合国力排名中，中国仅次于美国、俄罗

斯位居世界第三位，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在全球出口

值出现近年来少有的大幅度下跌态势下，中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为 24.59万亿元人民币，虽然较 2014 年下降了 7%，但

保持了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出口表现明显好于同

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国经济更加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

贸易发展也随着全球经济低速增长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

中国在亚洲甚至世界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上的共赢将

有助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无论 WTO 框架下的多边谈判进

展多么艰难，中国一方面在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同时，另

一方面还要谋求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与本国身份相适应的地

位。通过 WTO 框架寻找诸边合作途径，以更主动心态地参与



 

12 

 

区域经济合作及国际经贸规则制定，可见，中国引领诸边谈

判前景十分乐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

分会/3 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