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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不参与的 TPP 谈判接近尾声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除美国外的 11个

国家接近达成全面自由贸易协定，此前新西兰同意

修订不受 TPP约束的法律，来实施外资购房禁令。

该协定计划取消 11 国之间工业品和农产品关税，

2016年其贸易总额达到 3,563亿美元。本周的妥协

使成员国无需为了适应新西兰的房价调控措施而

重新协商这项重大贸易协定。此举还将使成员国接

近取得重大胜利，有利于下周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

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上敲定自由贸易

协定。不过加拿大淡化下周达成任何形式正式协议

的可能性，并指出需要确保新 TPP 协定条款不会给

正在进行的重塑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带

来问题。NAFTA谈判定于 2018 年 3月完成。（路透

社/11月 1 日） 

 

中俄扩大机电、高技术和农产品贸易规模 

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邀请，俄

罗斯联邦政府总理德·阿·梅德韦杰夫于 2017 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正式

访问。访问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会见

了梅德韦杰夫总理，李克强总理同他举行了中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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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第二十二次定期会晤。中俄总理第二十二次定期

会晤联合公报指出，促进贸易稳定增长，着力改善

贸易结构，扩大机电、高技术产品和农产品贸易规

模；支持跨境电商等新型贸易方式发展；扩大相互

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稳步推进战略性大项目实

施。双方商定，将进一步完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

充分利用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中俄能源合作委员

会、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

会、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政府

间合作委员会，不断深化和拓展中俄全面战略协作

伙伴关系。（路透社/11 月 1日） 

 

中国 9 月成土耳其最大进口来源国 

土耳其统计研究所 10月 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9 月土耳其从中国进口额为 21.4 亿美元，

中国成为土最大进口来源国。9 月，德国和俄罗斯

为土耳其第二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国，土从这两国进

口额分别为 19.1亿美元和 18.2亿美元。数据显示，

2017 年 9月欧盟为土耳其最大出口目的地，土对欧

盟出口额为 59 亿美元。其中，对德国出口额 12.3

亿美元，为欧盟成员国中最大。2017 年 1 月至 9

月，土耳其进口总额为 1680 亿美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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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出口总额为 1150亿美元，同比增长 10.5%。

在土耳其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占 90%以上，其次是

农业和林业产品。而在该国进口产品中，超过 70%

是半成品。（新华网/11 月 1日） 

 

韩国 10 月出口强劲 有望助力经济增长  

11 月 1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韩国 10 月出口较

上年同期增长 7.1%，远低于 9 月的增长 35%，但工

作日日均出口额达 25 亿美元，超过 9 月的 23.5亿

美元。韩国 10月出口连续第 12个月增长，得益于

存储芯片销售激增，表明这个亚洲第四大经济体在

加速增长。尽管韩国 10 月出口增速较 9 月放缓，

但以工作日日均出口来看 10 月超过 9 月，凸显企

业活动畅旺。数据并显示，韩国 10 月对中国出口

较上年同期激增 13.5%，连续第 3 个月实现两位数

增幅，因存储芯片和化工产品等中间产品的需求依

然强劲。与此同时，10 月份韩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12%，因汽车和机械出口放缓。此外，进口同比增

长 7.4%，增幅低于分析师预估的 11.5%，以及 9月

的 22.6%。（FX168 财经网/11 月 1 日） 

 

1-9 月我继续保持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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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7 年 9

月，阿中双边贸易额为 18.4 亿美元，阿对我出口

5.49亿美元，阿自我进口 12.91亿美元，分别同比

增长 35.5%、16.3%和 45.7%。阿对我贸易逆差 7.43

亿美元。2017 年 1-9 月，阿中双边贸易额为 124.64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阿自我进口 87.89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7%；阿对我出口 36.75 亿美元，同比

下降 9.3%。阿对我逆差 51.13亿美元。我继续保持

阿根廷第二大出口市场、进口来源国和贸易伙伴地

位。（驻阿根廷经商参处/11月 1 日） 

 

亚行批准贷款用于支持菲律宾政府建设计划  

亚洲开发银行（ADB）已经批准了一项价值 1

亿美元的贷款项目，用于支持菲律宾政府的“大建

特建”计划。ADB表示，新贷款将和最近批准的 500

万美元技术援助赠款将一并用于改善菲政府项目

管理和监测系统，减少基础设施建设困难，帮助相

关机构系统地监测项目进展情况，并解决在项目规

划、施工和运行的每个阶段遇到的问题。贷款将在

亚行基础设施准备和创新设施（IPIF）框架下支付。

菲政府还将再投入 6406 万美元，这项计划将持续

至 2021年第二季度。ADB表示，“大建特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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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 38 亿美元基础设施项目将通过该项目编制，

从而加快各部门的审核和批准程序，缩短优先项目

的启动时间。这些项目包括菲律宾国家铁路南线及

通勤线，以及拟议的棉兰老铁路的第一阶段。在

IPIF下开发的项目将在 2019年至 2024年期间为国

内生产总值增加多达 100 亿美元。（商务部网站/11

月 1 日） 

 

中俄投资基金牵头收购俄罗斯欧亚钻井股权 

由中俄投资基金(RCIF)牵头的一个财团将收购

俄罗斯欧亚钻井有限公司（ Eurasia Drilling 

Company）16.1%的股权。中俄投资基金由俄罗斯直

接投资基金(RDIF)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上述财团成员还包括

几家中东的基金，它们的名称没有公布。欧亚钻井

有限公司是俄罗斯最大的油田服务提供商。在中俄

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全面友好、俄罗斯与西方关系

降温的背景之下，这次收购将加强中国对俄罗斯能

源产业的参与。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

国，供应量超过 150 万桶/日。（路透社/1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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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天然气生产商与中石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1 月 1 日，俄罗斯天然气生产商 Novatek 与中国

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Novatek 董

事长 Leonid Mikhelson 与中国石油集团董事长王

宜林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上述协议，俄罗斯总理梅

德韦杰夫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出席了签字仪

式。Novatek 还与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就广泛合作签

署了谅解备忘录。俄罗斯 Vneshekonombank 与中国

进出口银行签署了规模高达 30 亿美元的框架信贷

协议。Novatek 是俄罗斯最大的独立天然气生产商

之一，该公司主要从事天然气和液体碳氢化合物的

勘探、生产、加工和销售，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行

业拥有 20年的运营经验。（路透社/11月 1 日） 

 

苏州东山精密收购美国材料公司股份 

10 月 31 日，苏州东山精密公告称，公司全资

子公司 Multi-Fineline Electronix,Inc.（MFLX）

以自有货币资金 900 万美元向美国 eASIC 公司投

资，用于购买美国 eASIC 公司 B类优先股，价格为

4.69 美元/股。美国 eASIC 公司为一家注册在特拉

华州的公司，主要业务为研发消费电子产品新材

料。苏州东山精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

年，由苏州市东山钣金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



 

7 

 

立。该公司主要面向包括通讯设备、新能源、精密

机床制造等行业的客户提供包括精密钣金件、精密

铸件和组配产品及技术服务，其中精密钣金件是公

司的主导产品。（晨哨网/11月 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