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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贸易额比重创新高  

亚洲开发银行(亚行)10月 25日称，2016年亚

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全球贸易额的比重创下了历

史新高。亚行在当天发布的《2017 年亚洲经济一体

化报告》中指出，强劲的区域内贸易和投资发挥着

缓冲作用，使亚洲地区免受全球贸易和经济增长不

确定因素的冲击。2016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占

全球贸易额的比重由 2010至 2015年的平均 55.9%，

增长至 57.3%，创历史新高。据亚行统计，2016年，

尽管亚洲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下降 6%，但该

地区内部的外国直接投资在绝对值上有所增长，达

到 2720 亿美元；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该地区外

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也从 2015 年的 48%

上升至 55%。据分析，亚洲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在

促进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有助

于推动亚洲在全球的贸易增长。（中国新闻网/10

月 25 日） 

 

沙特和俄罗斯希望将减产协议延长至 2018年底  

全球最大两个产油国沙特和俄罗斯希望将石

油减产协议延长至 2018 年底，继续削减全球石油

供应过剩的努力。沙特和俄罗斯之间的协议为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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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继续控制石油供应以

提振油价的倡议提供了动力。欧佩克、俄罗斯和其

他产油国计划 11 月 30 日召开会议以决定石油产

量，越来越多的欧佩克成员国公开表态希望将减产

协议维持到 2018 年底。沙特一位高官表示，延长

减产协议至 2018 年底将确保可以平稳退出减产措

施，从而市场不会被供应的突然回升扰乱。该官员

表示，还有其他产油国同意将减产协议延长至明年

年底，因此这有可能成行。（《华尔街日报》/10

月 26 日） 

  

美方寻求与中国达成“实质性”贸易协议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 10 月 25日表示，总统特朗

普 11 月份访华期间将寻求与中国达成“实质性”

贸易协议，但市场准入等关键问题可能要更长时间

才能有结果。罗斯表示，美国寻求“立竿见影的效

果”。但他承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和关税是更为

复杂的问题，将需要更长的时间磋商。特朗普将于

11月 3日-14日访问亚洲，与各国讨论贸易等议题。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猛烈抨击中国的贸易

做法，但他上任后几乎没有对华采取任何重大贸易

行动，同时美中两国政府还就朝鲜冲突等问题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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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路透社/10 月 26日） 

 

欧盟将改革增值税 

硅谷科技龙头与欧盟之间的税务战争又再次占

据镁光灯焦点。欧盟竞争执委 Margrethe Vestager

将要求 Amazon 向卢森堡支付数百万欧元税金，并

向欧洲法院控告爱尔兰政府迟未能向 Apple取回百

亿欧元以上的税款。不仅如此，欧盟税务执委

Pierre Moscovici 也将推出大幅修改后的欧洲增

值税(VAT)新制。然而成员国对此新措施意见仍有

分歧，Vestager和 Moscovici 将在布鲁塞尔提交增

值税改革案，并由执委会公布裁决，目前任何提案

都有可能被否决或延期。此一新法案呼应以法国为

首的数个会员国唿吁欧盟应对科技业龙头如何在

欧洲跨地区缴纳税款进行彻底改革之诉求，然需得

到全数会员国一致同意方能通过。（中国贸易救济

信息网/10 月 25日） 

 

东南亚在贸易上接近美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10月 23日在白宫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大型飞机购买合

同等，像此前访美的马来西亚和泰国总理一样，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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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出扩大对美贸易。东南亚各国显示出配合特朗普

政权力争削减贸易赤字方针的姿态，其背后的意图

是推动美国积极参与该地区事务，避免中国的影响

力单方面扩大。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就应对朝

鲜、南海问题和伊斯兰极端组织展开合作。在这样

的场合下，巨额贸易合同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日

经中文网/10月 25 日） 

 

丰田汽车证实将削减对墨西哥工厂的投资  

日本丰田汽车日前证实旗下拟建于墨西哥瓜

纳华托工厂的投资将削减 30%至 7 亿美元，原定年

产量将减少一半至 10万辆。该公司 2015年曾宣布，

将斥资 10 亿美元在墨西哥建造一座工厂。不过，

丰田发言人 Scott Vazin 表示，减少该工厂投资的

决定并不会“改变我们对墨西哥的长期承诺；相关

调整只是为了确保公司设备和运营长期可行性的

必要举措。”（路透社/10 月 25日） 

 

中国原油进口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中国 2017 年月 9

月的原油进口同比增加 100 万桶/天，达到 900 万

桶/天，环比增幅达到 12.5%。中国 9 月原油进口量



 

5 

 

达到 4个月以来的高峰。中国原油进口最高纪录是

在 2017年 3 月创下的 921 万桶/天。中国原油进口

量的增长源于中国私人小型炼油厂进口量的增长。

此外还有炼油商季度设备维护结束重新开启的影

响。中国原油进口量的增加推动了油价的走高。

2017 年前 9 个月中，中国原油进口总量达到 850

万桶/天，较去年同期上涨 12.2%。2016 年中国原

油平均进口量为 760 万桶/天，2015 年为 670 万桶/

天。因为国内原油产量的下井，中国 2017年和 2018

年的原油进口量预计将会增加，主要是源自国内私

人小型炼油厂需求以及战略石油储备需求的增长。

（凤凰国际/10月 26 日） 

 

GIP 与中投公司收购 Equis Energy 

亚洲最大独立再生能源公司艾贵能源(Equis 

Energy)表示，公司同意以 37 亿美元卖给 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GIP)以及包括中国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中投公司)在内的投资方。这些买家

也将承担 13 亿美元的债务。Equis Pte Ltd 及 GIP

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再生能源

领域的收购，让 GIP 在澳洲及日本等主要经合组织

(OECD)成长市场、以及印度还有东南亚等地成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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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地位的再生能源开发商。”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艾贵能源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再生能源独立发电业

者，在澳洲、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及泰国等

地拥有超过 180 个资产。Equis 和 GIP 表示，已经

签署具约束力协议，艾贵能源股权将 100%出售给

GIP 及合伙投资方。这笔交易预料将在 2018年第一

季结案。（路透社/10月 25日） 

 

联合能源拟收购巴基斯坦石油勘探及开采业务  

10 月 24 日，联合能源集团公布，该公司附属

KNGS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Limited 拟收

购 AROL 全部已发行股本，交易价格约 763.776 万

美元。同日，买方与目标公司订立贷款协议，买方

(作为放款人)须授予目标公司(作为借款人)本金

总额为 5600 万美元的定期贷款融资。据悉，AROL

公司已于巴基斯坦订立相关石油勘探牌照及石油

特许权协议，并持有位于巴基斯坦 Gambat South、

Kotri North 及 Naushahro Firoz 3 幅特许权区块

的勘探牌照及特许权协议地方若干开采权益。联合

能源集团称，收购事项与该集团目前扩展其上游石

油及天然气业务的策略一致。（晨哨网/10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