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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限制太阳能产品进口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成员 10 月 31 日提

出了三条不同建议以限制太阳能电池和太阳能面

板进口，为特朗普总统应对国内制造商受损的问题

提供了多种选择。提议包括立即对所有进口太阳能

面板征收 35%的关税，以及采取四年配额制、第一

年允许进口至多 8.9 百万千瓦的太阳能电池和模

块。总统的最终决定可能会对美国太阳能发电价格

有重大影响。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太阳能产品进口

限制的人士都对提议感到失望。2017 年稍早两家小

型美国制造业者提出申诉要求贸易救济，表示他们

无法与主要来自亚洲的国外廉价太阳能面板竞争。

两家厂商分别为 Suniva 与德国 SolarWorld AG 

(SWVKk.F)的美国分支，他们表示 10 月 31 日的建

议做法对国内厂商的保护不够充分。ITC 将在 11

月 13 日前向特朗普提交报告。他将有充分的空间

提出自己的替代方案，或者不做任何更改。由于仅

有两名成员对一种限制方案表示同意，因此由四名

成员组成的该委员会并没有提出多数成员赞成的

建议。（路透社/10 月 31日） 

 

美国商务部初裁中国产封箱钉存倾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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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商务部 10月 30 日公布初裁结果，认定

从中国进口的封箱钉存在倾销行为。美国商务部声

明说，初步裁定中国出口到美国封箱钉的倾销幅度

为 13.74%至 58.93%。此前，美国商务部于 4 月 21

日对从中国进口的该类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数据

显示， 2016 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这类产品金额为

7320万美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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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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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中国证券网/10 月 31

日） 

 

英国加快就各种可能的退欧情境做准备 

目前距离英国预计的退欧时间仅剩 17 个月，

而谈判进展缓慢提高了英国在没有达成协议的情

况下退欧的可能性，这让表示快没时间做出投资决

定的商界领袖惴惴不安。英国和欧盟谈判代表 10

月 31 日在布鲁塞尔会晤，同意在 11 月 9-10 日继

续谈判。这种压力已促使英国政府加强其退欧准

备，增聘数千名员工并支出数以百万计英镑，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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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即便未能就未来双方关系达成协议，海关和法律

等各项系统也能在退欧伊始顺利运作。英国脱欧事

务大臣戴维斯表示，即使出现英国和欧盟无法达成

贸易协议这种低概率事件，他相信双方也将达成某

种形式的基础协议。（路透社/11 月 1 日） 

 

中国仍是全球制造业的重要贸易枢纽  

联合国亚太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10月 30日发布

的《将贸易和投资引向可持续发展》报告显示,亚

太地区 2017 年的贸易前景积极,但 2018 年的前景

一些不确定性。中国仍是全球制造业和装配业的重

要贸易枢纽,其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包括电话机、数

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等电子和机械产品中具有优

势。报告指出,2016 年中国对亚太其他国家的出口

占其全球出口的 48%,进口占全球进口的 42.9%。出

口主要流向了中国香港和日本,分别占总商品出口

的 13.7%和 6.2%;进口主要来自于韩国和日本,分别

占总商品进口的 10.0%和 9.2%。在外商直接投资方

面,中国是亚太地区内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国。中国 2011 年― 2016 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额

年均增长 1.5%。报告指出,中国正逐渐成为全球重

要的海外投资来源。2016 年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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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主要是由于中国跨国公司的跨境兼并收购增

长。（中国经济网/10月 31日） 

 

中国 9 月服务贸易逆差 222 亿美元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10 月 31 日公布，9 月份

服务贸易逆差 222 亿美元，逆差额较上月的 246亿

美元减少 9.53%，其中旅行差额占比达到 78.07%，

运输差额占比亦达到 23.30%。另外，当月货物与服

贸顺差 79 亿美元，较上月的 171 亿美元环减

53.85%。外管局数据并显示，9月货物贸易顺差 302

亿美元，环比减 27.73%,上月为顺差 417亿美元。9

月旅行差额为逆差 174亿美元，运输差额为逆差 52

亿美元。1-9 月服贸累计逆差 1,987 亿美元，同期

货贸累计顺差 3,355 亿美元。货物和服务贸易是指

居民与非居民之间发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交

易，与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口径相同。（路透社/10

月 31 日） 

 

缅甸咖啡豆出口量激增  

缅甸咖啡协会一位负责人表示，由于国际市场

对缅甸咖啡豆的需求不断增加，2017 年缅甸咖啡豆

出口大幅增长。该负责人还表示，近年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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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缅甸咖啡豆的需求同比增加了很多，这不但有望

获得较好的市场价格，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农民的

收入。据悉，往年缅甸咖啡豆出口量最多只有 3个

集装箱，2017 年却增加至 12 个集装箱。目前每吨

咖啡豆成交价约在 4500-7300美元之间。报道称，

缅甸咖啡豆主要出口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瑞士、

英国、中国（台北）及韩国。曼德勒省彬乌伦及抹

谷镇，掸邦雅兰（RwarNgan、德奴自治区）、瑙秋

（Nawnghkio）及平朗（Pin Laung）镇，以及钦邦

等地为缅甸咖啡豆主要产地。（驻曼德勒总领馆经

商室/10 月 31 日） 

 

2016 年西班牙服务贸易出口增长 7.8%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6 年国际服务贸

易调查结果显示，2016 年西服务出口额 618 亿欧

元，同比增长 7.8%，进口额 423 亿欧元，同比增长

7.4%。2016年服务贸易顺差达到 194 亿欧元，同比

增长 8.5%。西服务出口主要目的国分别为英国

（9.2%）、德国（8.9%）和法国（8.7%），进口来

源国为英国（12.8%）、法国（12.7%）和德国（11.1%）。

（驻西班牙经商参处/10 月 31 日） 

 

澳洲未来几年将迎来交通基建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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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 德 勤 经 济 (Deloitte Access 

Economics)发布第 3 季度《投资监控报告》

(Investment Monitor)称，2017年第 3 季度项目总

额增长 51亿，达到 7497亿澳元，环比增长 0.7%。

未来 3年，澳大利亚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将达 160亿

澳元，有助于实现澳大利亚整体经济的稳步发展。

报告指出，2012 /13 财年矿业繁荣带来的工程建设

热潮达到峰值后，澳洲工程活动大幅下滑，目前瓶

颈期已经过去，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政府均加大了

在交通基建项目上的投资，基础设施投资成为工程

活动的主要驱动力。2016/17 财年，公共部门竣工

工程总额增长 10%，同比增长 1 倍，其中绝大部分

增长均得益于新州、维州和昆州的铁路道路投资。

（商务部网站/10 月 31 日） 

 

 

热点透析 

欧盟将建立 ICT 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认证机制 

欧盟委员会于 10月 4 日公布了关于“修改 ENISA授权立

法和建立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认证制度”的立

法草案。该法案自称“网络安全法”（Cybersecurity Act，

以下称“欧盟网络安全法”）。 欧盟网络安全法的实质是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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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网络和信息安全局（ENISA）的授权法，为 2004 年成立的

ENISA赋予新职能，将其改建为欧盟的“网络安全局”，负责

在欧盟层面制定和执行网络安全政策、提升网络安全能力、

搜集网络安全信息、构建统一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市场，以

及研发和创新等工作。根据该法授权，ENISA 的一项重要任务

就是建立欧盟层面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和服务（ICT 产品和服

务）网络安全认证制度。 

目前，欧盟没有欧盟层面统一的 ICT 产品和服务网络安

全认证制度，主要依靠各成员国自行组织认证。有的成员国

有相关认证制度，有的成员国没有，并且认证所依据的技术

标准也不完全统一，企业同一件产品或服务在不同国家需要

重复认证。此次欧盟建立 ICT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认证制度，

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欧盟域内的网络安全水平，另一方面也是

为了建立统一市场，实现“一次认证，全域通行”，取代各

成员国现有认证体系。 

  欧盟网络安全法草案并未规定 ICT 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

认证制度的具体细节，而是建立了一个框架性制度，规定了

认证制度要实现的目标和应包含的要素，并授权 ENISA 具体

负责建立认证制度。 

  关于认证制度的核心条款是草案第 45 条至第 47 条。第

45 条规定了认证制度要实现的 7 项安全目标，主要是保障数

据的保密性、完整性、可获得性。第 46 条将认证结果分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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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级，分别是基本（basic）、坚实（substantial）、高

级（high）。第 47 条规定了认证制度应包含的要素，分别为：

（a）涵盖的 ICT 产品和服务类型；（b）通过认证应满足的

网络安全标准细节；（c）安全等级；（d）具体的认证评估

方法；（e）申请人为获得认证需提供的信息；（f）标志的

使用规范；（g）持续合规的要求；（h）维持、扩展或缩小

认证范围的条件；（i）获认证的 ICT 产品或服务不符合规定

的处理方法；（j）之前未发现的网络安全漏洞的处理方法；

（k）合格评定机构保留记录的义务；（l）确认成员国针对

同类 ICT 产品或服务实施网络安全认证的规范；（m）认证证

书的内容。 

  欧盟网络安全法草案有三点内容值得注意。其一，根据

立法草案内容看，似乎欧盟不会公布一份集中统一的需进行

网络安全认证的 ICT 产品和服务清单，而是要求 ENISA 根据

实际需要或建议，就某一类 ICT 产品和服务逐次、分别建立

网络安全认证制度。ENISA每完成一类 ICT 产品和服务的网络

安全认证制度设计，就提交给欧盟委员会，由欧盟委员会通

过立法予以实施。其二，一旦欧盟层面就某一类 ICT 产品和

服务建立了网络安全认证制度，欧盟成员国国内针对该类产

品和服务的同类认证即终止实施。结合上述第一点，未来可

能出现这种情况，即 ENISA 已经建立认证制度的 ICT 产品和

服务需要去欧盟层面获得认证，而 ENISA 尚未建立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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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ICT 产品和服务需要去成员国国内获得认证。其三，草案

称 ICT 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认证制度属于“自愿，除非欧盟

法律另有规定”。换言之，欧盟网络安全法并未强制所有 ICT

产品和服务必须进行网络安全认证，但“欧盟法律另有规定”

具体指哪些规定尚不清楚。 

  此外，欧盟网络安全法草案还创设了一个“欧盟网络安

全认证小组”，由各成员国的认证监督机构组成，负责协助

欧盟委员会和 ENISA 做好网络安全认证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和建议。 

  欧盟层面建立统一的 ICT 产品和服务网络安全认证制度

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可能对我国对欧出口 ICT 产品和服

务产生潜在重大影响。首先，2017 年以来，欧盟有对投资欧

洲先进技术和 ICT 领域的外来资本加严审查的趋势，这种加

严的态度是否会向外来产品和服务扩展仍有待观察。其次，

欧盟没有明确指出将针对哪些 ICT 产品和服务建立网络安全

认证制度，未来还可能出现有些产品和服务需要获得欧盟认

证，有些产品和服务需要获得成员国认证的情况，在制度上

造成了不稳定和不可预期性。第三，该制度也有可能为我国

企业带来好处，即一次性获得在欧盟全域有效的认证结果，

降低企业逐个国家获取认证的经营成本。（中国国际贸易促

进委员会电子信息行业分会/10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