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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加拒绝北美自贸协定包含“日落条款” 

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近日开启第四轮更新北

美自贸协定的谈判。墨西哥和加拿大高级官员 10

月 13 日称，北美自贸协定不应包括美方提出的所

谓“日落条款”。这一“日落条款”要求美、墨、

加三国每五年开启谈判、更新北美自贸协定，否则

该协定终止。10 月 11 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在白宫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共同

会见记者时称，如果更新北美自贸协定的谈判失

败，该协定将终止，届时美国愿同加拿大、墨西哥

分别商讨双边贸易协定。2017 年 8 月，三国开始重

谈北美自贸协定。更新该协定的第四轮谈判 11 日

至 17 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进行，涉及政府采购、

服务贸易、环境、金融服务等多项议题。（新华社

/10 月 16日） 

 

欧盟引入反倾销新算法 释义自相矛盾 

在意识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下

称《议定书》)第 15 条已经到期后，欧盟一直力图

通过修改其相关法律，取消“非市场经济国家”名

单来履行其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必须遵守的国际条

约义务，不过，他们在此过程中引入了一个新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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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计算方法，即新的“市场扭曲”概念和标准。

近日，欧盟委员会以问答形式在其官网对上述方案

进行详细阐释，称在此次反倾销立法修改中，最主

要的变化是“引进了一种新的方式，用以计算从世

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进口的产品中，由于国家干

预而产生的价格扭曲和成本扭曲。”欧盟的释义显

得前后矛盾：一方面，欧盟特别强调，这些改动不

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地区；而另一方面，关于如何

认定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扭曲，欧盟委员会又透露

将准备“编写和发布描述特定国家或部门市场具体

情况的报告”。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

欧盟“市场扭曲”概念破坏 WTO反倾销法律体系。

（《第一财经日报》/10 月 16 日） 

 

欧盟将通过制裁朝鲜新举措  

欧盟料将同意禁止与朝鲜的商业往来，这是针

对朝鲜核武与导弹计划的新制裁措施之一，旨在孤

立该国。新措施的实际影响可能基本上只是象征性

的：欧盟将对朝鲜实施石油禁运，并禁止欧盟企业

在朝鲜投资；但欧盟目前并未向朝鲜出售原油，而

且欧洲企业在朝鲜也未有大量投资。在欧盟工作的

朝鲜工人汇回国内的资金上限也将调低，其工作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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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到期后也不再续签。欧盟估计目前约有 400名朝

鲜工人在欧盟工作，主要在波兰。欧盟外长料将在

卢森堡会议上同意上述举措。这些措施比联合国安

理会针对朝鲜实施的最新一轮多边制裁力度更大。

新举措将三名朝鲜高官和六家企业加入黑名单，禁

止其进入欧盟并冻结资产。一位欧盟高官表示，这

样被欧盟制裁的朝鲜个人和企业数量将分别达到

41 人和 10 家。另外，朝鲜有 63 名个人和 53 家企

业与机构成为联合国制裁目标。（路透社/10 月 15

日） 

 

中韩续签货币互换协议 

韩国央行和财政部 10月 13日分别发表声明称，

新的三年期货币互换协议周三生效。原协议已于 10

月 10 日到期。根据上述声明，新协议的条款维持

不变，两国可在到 2020 年的三年时间里为贸易结

算进行人民币 3,600 亿元（约合 550 亿美元）/64

万亿韩圆的货币互换。两国没有透露此前延期谈判

破裂的原因，也没有提及为何推迟公布协议续签的

消息。中韩关系在韩国部署美国的末端高空区域防

御系统(萨德)之后恶化。中韩两国在 2009 年首次

达成货币互换协议，2011 年互换规模扩大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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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该协议续签了三年。（《华尔街日报》/10

月 13 日） 

 

8 月中国对埃及出口下降 17.38%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 年 1-8 月，中国与埃及

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69.98 亿美元，比 2016 年同

期（下同）下降 11.47%。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

61.39亿美元，下降 19.71%。中国自埃及进口 8.59

亿美元，增长 232.52%。中国与埃及的贸易顺差

52.80 亿美元，下降 28.53%。8 月当月，中国与埃

及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9.00 亿美元，比 2016年同

期下降 13.87%。其中中国对埃及出口 8.03亿美元，

下降 17.38%。中国自埃及进口 9696 万美元，增长

32.78%。截至 8月，埃及是中国第 52 大贸易伙伴。

（驻埃及使馆经商处/10 月 16 日） 

  

三季度进出口刷新季度规模最高纪录  

海关总署 10 月 13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 20.29万亿

元，同比增长 16.6%，进出口回稳向好势头在巩固，

增长质量效益在提升。其中，2017 年三季度进出口

值 7.18万亿元，刷新了季度进出口规模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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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 9 月当月，进出口总值为 24589.2 亿元，同

比增长 13.6%。其中，出口 13259.6 亿元，同比增

长 9%；进口 11329.6 亿元，同比增长 19.5%；贸易

顺差 1930 亿元。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2017 年前

三季度，我国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进出口保持平稳

增长，其中新兴市场表现抢眼。前三季度，我国除

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外，

与拉美国家和非洲国家进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23.4%

和 19.7%，分别高于进出口总体增速 6.8 和 3.1 个

百分点。（每日经济新闻/10月 16 日） 

 

巴斯夫 70 亿美元收购拜耳种子及除草剂业务  

10 月 13 日，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同意以 59

亿欧元（70亿美元）的现金收购拜耳公司的种子和

除草剂业务，拜耳出售该业务板块一部分原因是希

望监管部门批准其收购孟山都的计划。出售给巴斯

夫的资产价值，约为该业务部门 2016 年 3.5 亿欧

元息税及折旧摊销前利润的近 15 倍，摩根士丹利

分析师表示，考虑到这些资产必须出售，这一价格

是“合理的”。巴斯夫将通过现金、商业票据和债

券来为此次收购提供融资。该公司预计到 2020 年

这笔收购将会增加其营收。（路透社/10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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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阿美欲以私人配售方式向中国投资者售股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考虑

向一中国投资者出售股权，其备受期待的首次公开

发行（IPO）计划被推迟到原定目标 2018年之后。

预计该案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 IPO。该国正在评

估在沙特阿美于国际市场进行 IPO 之前，以私人配

售方式向中国一投资者出售股权。沙特将通过此举

获得现金支持，来帮助其推进国家转型计划（NTP）。

沙特当局原定沙特阿美 2018 年在国内市场

Tadawul 和国际市场两地上市，纽约、伦敦和亚洲

的交易所都在争取沙特阿美在自己的市场上市。

（路透社/10月 15 日） 

 

埃及与中建股份签订新首都 CBD 项目合同 

10 月 11 日，埃及举行新首都建设启动仪式。  

作为本次活动的一项重要议程，埃及住房和公共设

施部部长穆斯塔法˙ 马德布利与中建股份副总裁

郑学选共同签署了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CBD）

项目总承包合同。新首都中央商务区（CBD）项目

位于新首都一期核心区，总占地面积约 50.5 万平

米，包括 1 栋 345 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12栋高层

商业办公楼、5 栋高层公寓楼和 2 栋高档酒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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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0 个高层建筑单体及配套市政工程，总建筑面

积约 170 万平米。该项目是迄今为止中资企业在埃

及市场上承接的最大单个工程。埃及新首都建设是

埃及政府特别是塞西总统着力推进的重点工程，主

要建筑包括议会大厦、内阁大厦、部委楼、中央商

务区、使馆区、文化中心、住宅区、中央公园和清

真寺等。新首都建设将有力带动埃及苏伊士运河经

济带和红海经济带的开发，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和

投资机会，助推埃及国家复兴计划的实现。（驻埃

及使馆经商处/10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