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与投资要闻  
2017 年第 206期（总第 961期）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资信评估中心          2017 年 11 月 1 日 

目录 

美国商务部：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 .............................................................................. 1 

韩 1-9月出口 FTA缔结国占比高达 72.6% ................................................................... 1 

美继续收紧外资审查 ....................................................................................................... 2 

日本拟 2019年起征收 1000日元离境税 ...................................................................... 3 

加将严格审查中交国际收购 Aecon的安全事宜 .......................................................... 4 

中孟签署输油管道项目政府间框架协议 ...................................................................... 4 

Lennar以 57亿美元收购 CalAtlantic ........................................................................ 5 

华联股份收购收购新加坡医疗器械公司 ...................................................................... 6 

十堰华昌达再收购瑞典机器人周边制造公司 .............................................................. 7 

 

 

 

 

 

 

 



 

1 

 

美国商务部：中国是非市场经济体 

美国商务部发布报告称，中国是非市场经济

体，因为中国经济并没有以市场原则为基础运行。

在美国商务部初裁认为应对中国产铝箔征收更高

反倾销税后，这是该部门最近分析中国作为非市场

经济国家的最新动向。10月上旬美国商务部宣布，

推迟公布对中国铝箔的反倾销调查的初裁的决定，

这一延期将使美国商务部全面分析中国作为非市

场经济国家的相关信息。10 月 12 日，中国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高峰回应美方分析中国作为非市场经

济国家的消息时强调，所谓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概念

并不存在于 WTO的多边规则中，只是个别成员冷战

时期的国内产物，164 个 WTO 成员之中，有此国内

法的成员寥寥无几。这与全面、彻底履行 WTO国际

条约义务，不能混为一谈。一些中美经济学家认为，

美国否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关键原因是不愿

意放弃与反倾销相关的制裁手段。（华尔街见闻/10

月 31 日） 

 

韩 1-9 月出口 FTA 缔结国占比高达 72.6%  

韩国贸易协会 10 月 30 日表示，韩国共与 52

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1－9 月对上

述国家出口总额为 3123.44亿美元，占总体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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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2016 年同期比重为 70.7%。这意味着韩国

出口对于 FTA 缔结国的依赖程度逐渐增加。1－9

月，韩国对 FTA 缔结国出口同比增加 21.7%，跑赢

韩国整体出口增长率 18.5%；而自 FTA 缔结国进口

同比增长 17.5%，低于韩国整体进口增长率 20.1%。

按国家来看，韩国对丹麦、澳大利亚、越南出口增

长幅度较大，分别是 256.6%、214.9%、50.5%；而

最大出口对象国则为中国，出口总额为 1016.65亿

美元，其次为美国，522.23 亿美元。（韩联社/10

月 30 日） 

 

美继续收紧外资审查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正在酝酿的美国外国投资

委员会（CFIUS）审查扩容改革已箭在弦上。美国

参议院共和党党鞭科恩和共和党参议员皮廷格表

示，近期将公布准备已久的 CFIUS 审查扩容法案。

此前，科恩曾表示，希望在 11 月 1 日之前将该立

法程序提上日程。这也是自 CFIUS 自 2007 年以来

首次面临改革。此次向国会提交的改革法案草案

中，美方将寻求扩大 CFIUS需要进行审查的投资范

围，其中新增要求审查的内容包括合资企业及少数

股权投资，同时，靠近军事基地的房地产交易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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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加入到审查范围之内。但是，此前传出的具

有明显倾向性的“关切国家”名单等提议已在审议

过程中被废除。对于推动立法的动机，科恩毫不掩

饰这是出于对中资企业在美收购的忧虑。他在 9月

为 CFIUS改革继续举行的参议员银行委员会听证会

上多次提及中国投资对美国造成的国家安全威胁

以及如何才能改善 CFIUS 的运作方式。（第一财经

/10 月 30日） 

 

日本拟 2019 年起征收 1000 日元离境税  

日本观光厅和财务省已就向离境日本的游客

等征收人均 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 58 元）的离境

税局展开协调。征税对象除了访日外国游客等，还

包括为旅游和工作而前往海外的日本人，预计每年

总数达 4000 万人。通过征收离境税，每年将保证

400 亿日元的财源，用于建设发挥文化遗产和自然

优势的旅游基地等。目前设想从 2019 年度开始征

税，但有声音担忧负担增加会对旅游造成不良影

响。离境税将在经过执政党的税制调查会的协调之

后，纳入 2017年底敲定的 2018年度税制改革大纲，

力争在 2018 年的例行国会上完成相关立法。在其

他国家中，澳大利亚已经引进类似的离境税，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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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收入换算成日元约为每年 800 亿日元。韩国

则向出境游客征收 1 万韩元（约合人民币 59 元）

的出国缴纳金，借此每年获得 260亿日元收入。（日

经中文网/10月 30 日） 

 

加将严格审查中交国际收购 Aecon的安全事宜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称，在决定是否允许

中国企业收购加拿大工程公司 Aecon(ARE.TO)时将

密切关注安全事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旗

下全资子公司中交国际 10 月 26 日称，欲以 15.1

亿加元(11.8亿美元)收购 Aecon；该交易有待加拿

大当局根据加拿大投资法审批。特鲁多称，加拿大

当局将审查该收购案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影响,

并认真仔细地考虑安全问题、经济影响、以及是否

确实符合国家利益。加拿大政府鼓励该国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商庞巴迪(Bombardier)就 C系列客机与空

中客车(空中巴士/Airbus)结盟，而不要与中国企

业联手。渥太华方面的消息人士称，部分政府官员

认为中国保护知识产权不力。（路透社/10 月 30

日） 

 

中孟签署输油管道项目政府间框架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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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孟加拉国两国政府代表 10月 29日在此

间签署一项政府间框架协议，中方将为孟方建设输

油管道项目并提供融资。该协议对落实“一带一路”

合作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协议，这一项目包括建设单点系泊系统、罐区

和站场等设施，以及铺设 220公里长的海上及陆上

输油管道。项目总承包合同金额为 5.5亿美元，由

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承建，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

优惠贷款。孟加拉国目前只有一座炼厂，年处理原

油能力为 150万吨，已不能满足孟国内需求，孟政

府计划将其提升至 450万吨。目前，该炼厂所需原

油全部从国外进口，由大油轮运至孟加拉国近海

后，再通过小油轮倒运到炼厂码头。为满足炼厂扩

产需求，孟政府计划在孟拉加湾东部区域建设单点

系泊及输油管道，将大油轮的油直接输送到炼厂。 

（新华网/10月 30 日） 

 

Lennar 以 57 亿美元收购 CalAtlantic  

美国 Lennar Corp 将以 57 亿美元收购较小竞

争对手 CalAtlantic Group Inc，从而成为美国最

大的房屋建造商。该公司正在努力应对土地收购成

本增加与劳动力市场吃紧问题。两家公司宣布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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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交易，是美国房产业两年多来首宗重大合并案，

合并后的公司将涉足美国 30个最大市场中的 24个

市场。分析师表示，这宗收购将令 Lennar 在当红

的 加 州 楼 市 拥 有 更 稳 固 的 立 足 点 ，

CalAtlantic2016 年的营收中，加州就占了三分之

一。但这宗并购也反映出建造商的压力，因为熟练

劳工短缺限制了住房供应、并推升成本。美国房价

连续七年上涨。（路透社/10月 31 日） 

 

华联股份收购收购新加坡医疗器械公司 

10 月 27日，深交所上市公司华联股份公告称，

公 司 新 加 坡 全 资 子 公 司 Beijing Hualian 

Mall(Singapore) Commercial Management Pte. 

Ltd.拟以自有资金收购新加坡 CPBL Limited 100%

股份。此次交易对手为 HARVEST NET HOLDINGS 

PTE.LTD，交易对价为 5100 万美元。HARVEST NET

公司是 CPBL 公司唯一的股东，持有 CPBL公司 100%

股权，CPBL公司为一家投资控股公司，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主要资产为持有的 CB Cardio Holdings Ⅱ 

Limited（CCHL）公司 6.44%的股权。CCHL 公司于

2015年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其下属子公司主要从

事介入性心脏手术和重症护理相关医疗器械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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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产及销售，具有出色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产

品竞争力较强，具有全球化的市场布局。（晨哨网

/10 月 30日） 

 

十堰华昌达再收购瑞典机器人周边制造公司 

10 月 28 日，湖北华昌达公告称，公司拟收购

瑞典 Robot System Products in Scandinavia AB

公司 70%股份，交易价格为 7763万瑞典克朗。湖北

华昌达公司此次收购的瑞士 RSP 公司总部位于瑞

典，20 世纪 80年代曾经是全球电力和自动化技术

巨头 ABB 公司的一部分，是高性能工业机器人周边

产品的全球领导者。RSP 主要业务是设计和安装一

整套的即插即用机器人服务解决方案，以及与所有

主要机器人品牌和型号配合使用的各种外围产品，

为客户提供包括技术服务、日常维修和技术支持等

全方位服务。RSP 主要客户包括 ABB、KUKA、FANUC

等主流工业机器人厂商。华昌达表示，本次收购符

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本次收购完成后，将有利于

完善公司在工业 4.0 的全面布局，强化公司先进技

术，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自动化装备领域的领先地

位。（晨哨网/10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