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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墨加第五轮 NAFTA 谈判将启动预备磋商  

美国、墨西哥及加拿大官员重订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AFTA)的下一轮谈判将于 11 月 15 日启动部

分工作。这较计划略微提早了一些。第五轮 NAFTA

谈判将于 11 月 17-21 日在墨西哥城举行。但有关

官员称，上述三国的工作组将于 11 月 15日开始会

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威胁，如果不能重新制定对

美国有利的协议，美国将退出 NAFTA。特朗普的谈

判团队在前一轮谈判中提出的方案令墨西哥和加

拿大方面不悦。分歧最大的提议包括，NAFTA 商品

原产地规则需规定汽车产品中美国产零部件的最

低比例要求；规定 NAFTA 须每五年重新协商，否则

将被终止的“日落条款”；以及终止所谓的第 19

章争端解决机制。一位官员称，下一轮谈判中可能

就“日落条款”提出反提案，但对于各方就原产地

规则中美国产零部件比例要求达成妥协的前景表

示怀疑。（路透社/11月 7 日） 

  

秘鲁将和澳大利亚签署自贸协定 

秘鲁总统库琴斯基表示, 在出席 APEC第 25次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与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

尔举行双边会晤，商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事宜。秘

鲁外贸旅游部指出，秘鲁和澳大利亚两国出口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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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矿产和农产品出口都在本国经济中发挥重要

作用，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均是中国。2016 年，锌销

量的上涨带动秘鲁、澳大利亚双边贸易显著增长，

增长率为 56%，但这还远远不够，3.63 亿美元的双

边贸易额仅占秘鲁外贸总额的 0.5%。2017 年上半

年，两国双边贸易继续增长（1.6%），秘鲁对澳大

利亚贸易顺差总额为 5200 万美元，其中金属矿物

占出口总量的 70%。考虑到澳大利亚每年进口额为

2000亿美元，秘鲁对澳出口仍有很大空间。（驻秘

鲁经商参处/11月 8 日） 

 

欧盟延长对中国玻璃纤维网格布的反倾销关税 

欧盟决定继续实施针对一种自中国进口的建筑

材料高达 62.9%的关税，以此减轻捷克、拉脱维亚

和其他欧盟生产商面临的竞争。欧盟这一续征的关

税有效期为五年，针对的是中国玻璃纤维网格布生

产商，目的是要应对这种中国产品的倾销威胁。玻

璃纤维网格布主要用于建筑的加固材料。欧盟的反

倾销关税从 48.4%到 62.9%不等，视中国出口商而

定。（凤凰国际/11 月 7 日） 

 

日本不会利用与美国的 FAT 解决贸易逆差问题  



 

3 

 

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 11 月 7 日表示，日

本不会利用与美国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来

解决两国间的贸易失衡问题。麻生太郎在内阁会议

后表示，美国存在贸易逆差是事实，但形势已与

1980年代贸易摩擦令双边关系紧张的时候不同了。

“1980年代时期，日本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占比 53%，

但如今情况已经完成不同了，”麻生太郎称。他还

表示，与在美国贸易逆差中占比 47%的中国相比，

目前日本的占比仅为 9%。麻生太郎称，我们将就如

何通过经济对话来调整美国与日本贸易逆差进行

磋商。双方在如何设定今后的贸易谈判方面存在分

歧。美国呼吁谈判双边 FTA，日方则表示反对。（路

透社/11 月 7日） 

 

法国对电动车的补贴力度全欧第一 

在欧洲，各国对纯电动车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尽

相同。法国以高额的公共补贴成为全欧典范。据法

国全国电动汽车发展协会 Avere-France 统计，购

买纯电动车可一次性减免 2.5万至 3 万欧元，每次

充电还可获得 2欧元补贴。由于纯电动车价格较汽

油和柴油车高出不少，为鼓励购车者选择电动车，

欧洲各国均出台了相关刺激政策，如免除注册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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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提供购车补贴等。购车者最高可节省上万欧元。

实际上，为购买低污染机动车的车主提供“环保补

贴”的做法在欧洲并不广泛。仅四个国家——德国、

瑞典、斯洛文尼亚和法国采取该措施刺激电动车销

售。据法国全国电动汽车发展协会统计，2016 年，

法国共注册了 27307 辆电动车，挪威 24221 辆，德

国 13621 辆，英国 11194 辆。在德国，选择纯电动

车的购车者可获得 4000 欧元的返利，瑞典情况类

似。斯洛维尼亚的环保奖金根据车型在 3000 至

7500之间浮动。值得注意的是，在卢森堡，购买电

动车可获得 5000欧元的税收抵免。(驻法国经商参

处/11月 7 日 ) 

 

英国新议案帮助在退欧后实施独立的贸易政策 

英国政府表示，将向议会提交一项议案，使得

英国在退出欧盟后实施独立的贸易政策。英国政府

称，这项贸易提案包含的条款将帮助英国在退欧后

将现有的欧盟自贸协定转为英国自贸协定。该提案

还将赋予一些权力，以确保英国企业能够继续获得

其他国家的政府合同，并创建一个新的贸易机构保

护企业抵御倾销等不公平贸易行为。支持英国退欧

的人士曾表示，英国可望达成独立于欧盟之外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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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协定，这将是退欧的主要好处之一。他们称，

相比在欧盟内部，英国更容易与中国等其他国家更

快地达成贸易协定。但不支持退欧的人士称，英国

不具备在欧盟之外独自磋商几十项新贸易协定的

能力。英国议会未来一年将讨论一系列旨在确保英

国平稳退欧的议案，该提案将是其中的一部分。英

国政府将很快提交另一项议案，允许英国政府对进

口商品课征高低不同的关税。(路透社/11 月 7日 ) 

 

印尼对华纺延丝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 

2017 年 11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反倾销委员会

（KADI）发布第 602 / KADI / X / 2017 号公告，

应印度尼西亚人造纤维生产商协会(APSYFI）提交

的申请，对原产于或进口自中国的纺延丝（Spin 

Drawn Yarn）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本案涉及税号

5402.47.00 项下的产品。利益相关方应在 12 月 5

日前提交完整的问卷。(商务部网站/11月 7 日 ) 

  

前三季对“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快速增长 

11 月 6 日，商务部综合司和国际贸易经济合作

研究院联合发布《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17

年秋季）》（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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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三季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快

速增长。“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了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贸易联系，前三季度中国对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0.1%，高出进出口整体增速 3.5个百分点。其中，

对东盟进出口增长 19.2%，对印度进出口增长

25.9%，对俄罗斯、中亚进出口分别增长 27.7%和

23.6%。报告回顾了 2017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运行

情况。据报告显示，前三季度，以人民币计，中国

进出口总值 20.29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6%（下同）。

其中，出口 11.16 万亿元，增长 12.4%；进口 9.13

万亿元，增长 22.3%；贸易顺差 2.03 万亿元，收窄

17.7%。以美元计，中国进出口总值 2.97万亿美元，

增长 11.7%。其中，出口 1.63万亿美元，增长 7.5%；

进口 1.34 万亿美元，增长 17.3%；贸易顺差 2956

亿美元，收窄 25.4%。报告指出，前三季度进出口

持续回稳向好主要得益于以下因素：一是外部需求

回暖；二是国内需求平稳增长；三是政策效应持续

显现；四是企业转动力、调结构步伐加快。（第一

财经/11 月 7日） 

 

巴基斯坦胡布煤电站项目获得中国融资支持  

巴基斯坦官员 11 月 8 日表示，中国开发银行

为主的银行联合体已经通过对 1320 兆瓦胡布煤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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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15 亿美元的融资方案。该项目位于俾路支斯坦

省胡布镇，预计总投资约 20 亿美元，隶属中巴经

济走廊项目。该项目负责人哈利德表示，融资文件

已于 11 月 7 日在中国成都由胡布电力公司和中国

电力国际以及中国开发银行为主的银行联合体共

同签署。该项目于 2016 年 8 月开工建设，负责人

表示，迄今为止，该项目投已入 3 亿美元，本次获

得的 15亿美元融资预计将于 2017年 12月前到账，

届时项目将正式融资关闭。胡布电力公司此前表

示，项目一期 660 兆瓦工程将于 2018 年 12月前实

现商业运营；二期 660 兆瓦工程将于 2019 年 8 月

前实现商业运营。（商务部网站/11 月 7 日） 

 

中航工业旗下公司增资英国飞机座椅制造商 

11 月 6 日，中航资本、中航机电双双发布公告称，

二者将联合中航国际航空发展有限公司（中航国际

航发）共同对英国飞机座椅制造商 Thompson Aero 

Seating Limited（汤普森公司）唯一股东以现金

方式进行增资。增资完成后两者将分别间接持有汤

普森公司 10%、40%股权。据公告披露，国新国际投

资有限公司（国新国际）通过 SPV 公司代中航国

际航发出资并代中航国际航发持有汤普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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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股权，因此中航国际航发为汤普森公司的间接

控股股东。另外，中航资本与中航机电、中航国际

航发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航空工业

集团公司。据悉，汤普森公司总部位于英国北爱尔

兰，主要产品为飞机全平躺公务舱、头等舱座椅，

是空客和波音重要的产品供应商，拥有完整的设计

研发、试验取证、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的体系及能

力。2016 年中航工业集团收购汤普森公司。（晨哨

网/11月 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