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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访华将带庞大商贸团 

预计将有约 40 名公司代表于 11 月 8 日至 10

日陪同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首次访问，并签署价

值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协议。特朗普政府目前正在协

商的最大协议之一是中石化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能

源投资，这将给遭受飓风肆虐的得克萨斯州和美属

维尔京群岛带来数千个就业岗位。可能访华的企业

包括通用电气公司、霍尼韦尔国际公司、西屋电气

公司、阿拉斯加燃气管道开发公司、波音公司和高

通公司。参与企业来自从生命科学到重工业等各行

各业，预计还将包括谢尼埃能源公司、特雷克斯公

司、热电-飞世尔科学公司、应用材料公司、卡特

彼勒公司和黑石集团。熟悉谈判内情的人士说，仅

中石化协议就将每年减少两国间贸易逆差 100亿美

元。该项目对最近刚刚发生飓风灾害的地区的关注

还将给总统带来政治好处，他应对飓风灾害的方式

受到指责。（参考消息/10 月 29日）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第 16 次部长级会议举行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CAREC）第 16 次部长级

会议 10月 27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行。本

次部长级会议的主题为“加强 CAREC 区域合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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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目标”。

会议通过了 CAREC 2030战略，探讨了 CAREC机制

如何帮助成员国采取一致行动落实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战略和《巴黎协定》目标，并发表了《杜尚别

宣言》。参加会议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赵鸣骥对

未来合作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继续以投资项目合作

为抓手，进一步推进务实合作，提升互联互通水平；

二是继续秉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精神，加强与“一带

一路”的协调与对接；三是进一步发挥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学院的作用，将学院打造成服务中亚区域经

济合作的高端智库和重要知识共享平台，使其更好

地为各成员国服务。CAREC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亚洲

开发银行倡议建立，是中亚区域重要经济合作机制

之一，旨在通过促进重要领域的区域合作，帮助成

员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前，该合作机制成员国

包括中国、阿富汗、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国、巴基斯坦、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新华社/10

月 28 日） 

 

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产铝箔存在倾销行为  

美国商务部 10月 27 日公布初裁结果，认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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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存在倾销行为。根据美方程

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将于 2018 年初

作出终裁。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说，初步裁定中国

出口到美国铝箔产品的倾销幅度为 96.81%至

162.24%。此前，经美国铝业协会贸易执法工作组

提出申诉，美国商务部于 2017年 3 月 28日对从中

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双反”)

调查。根据美方程序，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

会将分别于 2018 年 2 月和 4 月对上述调查作出终

裁。如果两家机构均作出终裁，认定从中国进口的

此类产品给美国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威胁，

美国商务部将要求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相关产品

征收“双反”关税。此前，美国商务部已于 8 月 8

日公布初裁结果，认定从中国进口的铝箔产品存在

补贴行为，补贴幅度为 16.56%至 80.97%。美国商

务部数据显示，美国 2016 年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

品金额约为 3.89亿美元。（新华网/10月 28日） 

 

日本瓦楞原纸出口价创新高  

日本瓦楞原纸的出口价格正在上涨。对华出口

价格同比上涨 4成，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环境恶

化的背景下，中国限制废纸的进口，因此作为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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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瓦楞原纸的需求出现增长。在价格上涨的利好

下，日本造纸企业正在扩大出口。据日本制纸联合

会统计，9 月瓦楞原纸的出口量为 4.9 万吨，同比

增长 38%，创历史最高纪录。为了增加强度而加工

成波浪形的“芯纸”的对华出口价格目前为每吨

540～560美元。面向越南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出

口价格也从 9月份开始走高，目前在每吨 500美元

左右，同比增长了近 100美元，处于历史最高水平。

东南亚国家除日本外，还从韩国和台湾等地进口瓦

楞原纸。由于对华出口价格出现上涨，韩国和台湾

扩大了对华出口，减少了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

致东南亚的瓦楞原纸出现短缺。（日经中文网/10

月 30 日） 

 

埃及政府内阁通过新《投资法》实施细则  

10 月 25 日埃及政府内阁通过了新《投资法》

实施细则。该细则对根据新《投资法》向投资者提

供一般性或特殊投资优惠条件、项目许可获得程

序、以电子方式设立公司所需程序、项目用地控制

及分配形式、投资区、自由区以及经济技术区组织

工作、向外国投资者提供居所、雇佣外籍员工以及

项目撤资等方面做出具体规定。新《投资法》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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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欠发达地区投资提供一系列优惠条件，包括 50%

减税以及政府出资进行项目公共基础设施联通工

作等。分析认为，新《投资法》实施细则向国外投

资者表明，埃将改善投资环境作为政府工作首要任

务；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通过提升了埃及政府信用

度；新投资法实施细则有利于带动对国家大型项目

的投资；埃政府还应在降低贷款利率和稳定税收法

律和汇率市场等方面做出更多努力。（驻埃及使馆

经商处际/10月 29 日） 

 

迪拜 CommerCity 自由区成立  

迪拜 CommerCity 自由区于 10 月 28 日正式成

立。该自由区总投资 27 亿迪拉姆（约合 7.4 亿美

元），地处 Umm Ramool 区，由迪拜机场自由区

（DAFZA）和 Wasl 资产管理集团共同出资成立。该

自由区是迪拜首个以电子商务为主题的自由区，旨

在推动中东北非地区电子商务发展，巩固迪拜在国

际电子商务领域中的领导地位，促进迪拜经济多元

化发展。据预测，到 2020 年 GCC 国家电子商务市

场规模将增至 200 亿美元。同时，CommerCity 自由

区也将努力促进地区内的私人投资，特别是在电子

商务、IT、网络服务等方面，而阿联酋在这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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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成为地区之首。预计未来五年内，电子商务将占

迪拜零售业的 10%，预计 2017 年底将达到 545亿美

元。DAFZA主席艾哈迈德亲王表示，CommerCity 自

由区将为迪拜商业增加新的维度，并有助于吸引外

国直接投资。自由区距迪拜国际机场较近，有助于

电子商务经营者直接进入中东北非和南亚市场。

（驻迪拜总领馆经商室/10 月 29日） 

 

沙特拟向维珍银河投资 10 亿美元  

沙特拟向企业家 Richard Branson 创办的太空

旅游与卫星发射公司维珍银河(Virgin Galactic 

LLC)投资 10 亿美元。该公司三年前发生一起致命

事故，目前正设法展现自己重回正轨。10 月 26 日

双方公布的联合声明虽然缺乏细节且表示达成的

是一项非约束性协议，但却为维珍银河投下了引人

注目的信任票，因为沙特希望在这家少数人持股公

司及其关联公司中持有显著比例的股权。修改后的

所有权结构详情未予披露。该交易在为期三天的

Davos in the Desert 活动上宣布。该活动由沙特

公共投资基金主办，旨在展现穆罕默德．本．萨勒

曼王子有关科技推动经济的愿景。该联合声明还提

出了更雄心勃勃的亚轨道试飞预计恢复时间表，这

是迄今为止最权威、最详尽的时间表。Branson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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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声明中称，现在距离载人飞入太空只有几个月

的时间。（《华尔街日报》/10月 27 日） 

 

复星医药拟收购 Tridem Pharma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复

星医药”)10 月 29 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其控股子公

司 Fosun Pharmaceutical AG 拟出资总计不超过

6300万欧元收购法国药品分销公司 Tridem Pharma 

100%的股权。复星医药方面表示，本次交易有利于

其持续拓展欧洲及非洲市场，增强非洲市场的竞争

力，推进与欧美药企的深度合作，进一步推进复星

医药的国际化发展。据悉，复星医药本次拟收购的

法国药品分销公司 Tridem Pharma 成立于 1986 年，

总部位于法国埃斯卡尔屈昂市。该公司是西非法语

区第三大药品分销公司，主要面向非洲法语区国家

及法国海外属地开展医药产品出口分销业务，并在

当地国家提供医药产品注册、药物安全警戒研究及

医药产品推广等服务，拥有 200 余家批发商及约

600 人的专业销售队伍，其销售网络覆盖法语区 21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非洲国家和地区)。（中新网/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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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星宣布战略投资以色列 BondIT  

10 月 27 日，复星集团宣布完成对以色列

FinTech 公司 BondIT 1425 万美元战略投资，这也

是复星在以色列 FinTech领域的首个投资项目。该

笔交易后，复星将成为 BondIT 的主要股东并可委

派董事进董事会。BondIT 是一家总部位于以色列荷

兹利亚的人工智能驱动的金融科技公司，专注提供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固定收益投顾解决方案，其交

易平台的界面清晰且容易操作，拥有以色列前沿技

术能力以及全球化的市场网络。在以 ETF 配置为主

的传统 B2C 智能投顾公司发展得如火如荼时，

BondIT 独辟蹊径，专注于难度更高且市场相对空白

的固定收益领域，致力于给全球市场的多种类型的

债券投资提供机器学习的解决方案。以价值预测和

以客户数据为基准的预测为基础，通过深度学习神

经网络的不断试算，发现最优化投资组合，有效解

决财富管理行业的痛点。（晨哨网/10月 28日） 

 

中国“三桶油”中标巴西盐下层石油区块 

巴西政府 10月 27 日举行新一轮盐下层石油区

块招标，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三大公司在巴分

公司均有斩获。巴西政府当天举行了两个轮次、8

个桑托斯盆地盐下层区块招标，除 2个区块流标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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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 6 个区块巴西石油公司共中标 80%股权，竞标

共为巴西筹集资金 7．6 亿雷亚尔（约合 2．35 亿

美元）。在参加竞标的中国企业中，中石油参与的

联合体以 76．96%的溢价中标佩罗巴区块，中石油

占联合体 20%股权；中海油参与的联合体以 22．87%

的溢价中标西卡布弗里乌高地区块，中海油占 20%

股权；中石化入股的莱普索尔中石化巴西公司参与

的联合体以 80%的溢价中标萨皮诺阿边际区块，莱

普索尔中石化占 25%股权；中石化参股的另一家企

业葡萄牙石油公司则以溢价 67．12%中标北卡尔卡

拉区块，其股权占比为 20%。（新华网/10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