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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求削减对日贸易逆差 FTA 压力加大  

在 11 月 6 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中，美国总统特

朗普强调削减对日贸易逆差，强烈要求日本开放市

场。虽未提及日本最警惕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但与重视制定亚太地区规则的日本之间的立场分

歧鲜明了起来。美国今后很可能加大要求启动 FTA

谈判的压力。美国 2016 年货物贸易的对日逆差为

688 亿美元。在政府因“通俄门”动摇的形势下，

特朗普争取在经济外交上取得成果，向国内舆论进

行展示的想法也隐约可见。对于日本而言，如果被

特朗普直接要求 FTA，就可能不得不同意开展于己

不利的谈判。此次会谈避免了发生此种事态，把贸

易问题延后到了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和美国

副总统彭斯领衔的经济对话上磋商，姑且取得了成

功。对于美方要求的开放日本的汽车市场以及医药

品价格制度，此次也确认了协议事项，将在今后的

经济对话中继续磋商。（凤凰国际/11月 6 日） 

  

前三季度美国和墨西哥贸易逆差拉大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7 年前三季度，美国对

墨西哥贸易逆差进一步拉大，增至 531亿美元，同

比增加 10.9%。 1-9 月，中国对美国出口 364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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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增长 8.3%，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也是世界第一大制造业贸易大国。（驻墨西哥经商

参处/11 月 7日） 

 

冰岛欧盟《贸易优惠协定》将于 2018 年生效  

冰岛与欧盟 2015 年签署的《贸易优惠协定》

将于 2018 年 5 月 1 日生效。根据协定，冰方将免

除欧方 20 个税号产品的关税，降低 340 个税号产

品的关税，欧方也将作出相应调整。届时，除酸奶

外的所有加工农产品的关税将被全部免除，而未加

工农产品的关税也将被降低。此外，协定还要求双

方大幅提高肉类和奶酪等免税产品的进口配额。

（驻冰岛经商参处/11月 4 日） 

 

巴基斯坦对中国异形混凝土钢筋征收反倾销税  

巴基斯坦国家关税委员会（NTC）近日发布公

告，对进口自中国的异形混凝土钢筋征收 19.15%

的反倾销税，自 2017 年 10 月 23 日开始执行，执

行期 5 年。巴国家关税委员会自 2016 年 11 月 26

日启动反倾销调查，发现中国进口的异形混凝土钢

筋以“倾销价格”进入巴市场，并对巴本国钢筋制

造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此类钢筋在本国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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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之间的价差达 2.4-2.5万卢比每吨，反倾销税

的征税对本土制造业利好。但也有分析指出，反倾

销税开征后本地制造业不一定会提高售价，因为中

国进口带来的竞争在 2016年 3月开征 30%的监管关

税后显著减弱，本土钢筋制造业碎片化的格局决定

了竞争仍将持续。国家关税委员会正在对中国和南

非进口的彩涂钢卷进行反倾销调查。（驻巴基斯坦

经商参处/11月 6 日） 

 

中美签署适航协议为中国飞机出口扫清障碍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访问中国

之 前 ， 美 国 航 空 管 理 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简称 FAA)签署了一份适航认证

协议，这相当于为中国开启了向美国及其他国家出

售飞机的大门。该协议使中国有望成为全球商用飞

机供应商，并打入目前由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车集团

主导的市场。特朗普计划于 11 月 8 日抵达北京，

他可能会就中美贸易平衡问题传递出强硬信息。特

朗普长期以来一直声称，中美贸易关系在向不利于

美国的方向倾斜。在此背景下，特朗普在访问中国

之前为中国提供这样一项重大贸易利好凸显出，与

中国政府开展合作以保住对中国这个规模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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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市场的准入，仍然同让中国做出贸易让步一样

重要。中国民航局称，该协议实现了两国民用航空

产品的全面对等互认。此前，所有美国航空产品都

可在中国使用，而只有一小部分中国航空产品能够

进入美国市场。(《华尔街日报》/11 月 7 日 ) 

  

通用电气考虑飞机租赁业务的选择方案 

在美国通用电气执行长弗兰纳理寻找新的资

产剥离选项之际，公司正研究旗下飞机租赁业务的

选择方案，包括出售全部或部分业务。通用电气正

在考虑旗下 GE Capital Aviation Services(GECAS)

的选择方案，此前几家竞争对手表达了兴趣。GECAS

是全球第二大飞机租赁公司，拥有一个 1,339架飞

机的机队，价值估计达 250亿美元。根据研究谘询

机构 FlightGlobal 的数据，公司排名仅次于美国

上市公司 AerCap Holdings NV；后者机队组合价值

估计为 300 亿美元。航空业约有 40%飞机为租赁，

以避免自有飞机需背负的固定成本。过去几年中行

业加速整合，亚洲竞争对手来势汹汹，AerCap 和

GECAS市场份额均有所流失。（路透社/11 月 7日） 

 

博通提议以 1030 亿美元收购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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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芯片(晶片)制造商博通(Broadcom)11

月 6日向智能手机芯片供应商高通发出了 1,030亿

美元的主动收购提议，有可能引发一场重塑行业格

局的收购战。根据博通的提议，高通股东每股将获

得 60 美元现金及 10 美元博通等价股权。包括负债

在内，这宗交易价值 1,300亿美元。高通表示将评

估该收购提议，但消息人士称，高通倾向于拒绝，

因报价过低，且面临监管机构否决或拖延很久才能

批准的风险。这两家公司敲定任何协议都将面临严

格的监管审核，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希望收购美国

芯片制造商的雄心曾遭美国监管机构的阻挠。博通

和高通若合并，将成为智能手机芯片的主要供应

商，也让英特尔(Intel)面临更大风险，后者通过

为苹果供应调制解调芯片，正在从以往立足的电脑

芯片领域向智能手机技术扩展。（路透社/11 月 7

日） 

 

高盛与中投拟设立规模高达 50 亿美元的基金 

高盛集团(GS)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投

公司)拟联手设立一个规模数十亿美元的基金，为

后者这个中国主权财富基金投资美国制造业及其

他行业提供帮助。该基金的目标规模是 5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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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盛和中投公司共同投资，这两家公司计划在美

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联合宣布上述计划。高盛和

中投公司各出资多少目前还在磋商之中。对中投公

司来说，与高盛合作将帮助其扩大在美投资，业务

范围将不再仅限于公开交易证券、房地产和私募股

权投资基金等领域。对高盛而言，这桩交易赋予了

其声望，凸显了该公司在一个被美中两国视为具有

战略重要性的倡议中所具有的地位。此外，如果中

国有关部门决定扩大外国机构在中国金融领域的

准入，与中投公司的交易可能令高盛处于更有利的

地位。中国的金融领域由国有银行主导。（《华尔

街日报》/11月 6 日） 

 

农业科技先锋先正达将收购尼德拉 

专注于农业科技的企业先正达（Syngenta）和

中粮集团(COFCO)日前宣布，先正达已经签订了一

份有约束力的协议，收购中粮国际旗下的尼德拉农

业（Nidera）。此次交易须受有关的合并管制当局

的批准，交易的财务条款尚未披露。先正达是一家

领先的农业公司，公司致力于帮助数百万农民更好

地利用现有资源，改善全球粮食安全。通过利用世

界级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的作物解决方案，在全球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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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国家改变农作物的种植方式，力求从预防退

化、加强生物多样性和振兴农村社区等方面拯救土

地。尼德拉是一家创建于荷兰的传统家族农业贸易

公司，其主要粮油资产集中在阿根廷、巴西等地区，

在北美、欧洲等地有仓储物流设施，需要大量资金

做后盾。2014 年，中粮收购了尼德拉 51%的股权。

（晨哨网/11月 6 日） 

 

宁波均胜接近完成收购高田气囊 

宁波均胜旗下的美国百利得安全系统公司（下

称“Key Safety”）已经与日本安全气囊供应商高

田公司达成了最终交易，将以接近 16 亿美元的价

格收购后者。受旗下部分安全气囊产品爆炸导致至

少 17 起死亡案例的拖累，高田已被迫申请破产。

11 月 3 日公布的法院文件显示，Key Safety 与高

田达成了一系列全球协议，为达成这桩收购交易扫

清道路。此外，高田还向法院提交了最终重组计划。

法院文件还显示，高田的客户已经签署了协议。不

过，一切还需破产法院的批准。两家公司表示，协

议内容包括确保继续雇佣高田现有员工，并确保服

从与高田问题安全气囊增压泵召回有关的监管问

题。这桩交易将让总部设在密歇根州斯特灵海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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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Safety 成为全球汽车安全市场最大玩家之：员

工规模超过 6 万人，在全球 23 个国家及地区拥有

业务，营收额超过 70 亿美元。（晨哨网/11 月 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