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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企业家签署 90 亿美元大单  

11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

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首次访华的随行商贸

团，由 29家美国企业代表组成，遍及能源、工业、

金融服务以及农业领域。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

洋、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见证下，当天中美

企业家在人民大会堂签署 19 项商业合作协议，涵

盖生命科学、航空、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总计约

90 亿美元。在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名单中，

能源企业占主导地位。考虑到这个阵容，特朗普和

商务部贸易代表团很可能会就促进美国对华液化

天然气出口事宜进行谈判。此外，罗斯表示，美国

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的会面

将重点讨论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新

闻网/11 月 8日） 

  

中美贸易顺差连续五个月超 250 亿美元 

中国海关总署 11 月 8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

国 10 月贸易顺差从 9 月的 285 亿美元升至 382 亿

美元。10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6.1%，较 9 月份的 8.1%

放缓。10 月份进口同比增长 17.2%，9 月份为增长

18.7%。中国 10月份贸易顺差环比扩大，再次揭示

出中美贸易的不平衡。尽管 10 月份中美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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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收窄，从 9月的 280.8亿美元降至 266.2亿美

元，但这已是中美贸易顺差连续第五个月超过 250

亿美元。牛津经济研究院估计，今年中美贸易顺差

将升至近 3,700亿美元。这一数字将超过美国方面

公布的 2016 年 3,470 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顺差，并

加剧两国的贸易紧张。该数字是迄今为止美国与贸

易伙伴国之间出现的最大逆差。（《华尔街日报》

/11 月 8日） 

 

美国、瑞士和中国是欧盟化学品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统计局 11 月 6 日统计数据称，化学工业

对欧盟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并在全球贸易中发挥重

要作用。2016年，欧盟化学产品生产遥遥领先，出

口尤为突出，全年化学品贸易额 4990 亿欧元，其

后依次是美国（3890 亿欧元）、中国（2580 亿欧

元）和日本（1170 亿欧元）。2016 年，欧盟化学

品出口的主要目的地是美国（占其化学品出口额的

27%）、瑞士（10%）和中国（7%）；进口也主要来

自这三个国家，占其化学品进口额的比例分别为

31%、21%和 6%。由于出口强劲，2007 年至 2016 年，

欧盟化学品贸易顺差持续增长，从 2007 年的 760

亿欧元增长到 2016 年的 1280亿欧元，年均增幅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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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驻德国经商参处/11 月 8日） 

 

俄批准《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条约 

11 月 8 日，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上议院）批准

了关于《欧亚经济联盟海关法典》的条约。该法典

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其目的在于保障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实施统一海关法律法规。新法

典比现行联盟框架内有关协议的自由化程度更高，

包括：优化通关程序，实行电子报关和通关自动化、

采用“单一窗口”制、加强后续监管并建立“货物

追溯系统”、铁路运输和空运免征强制税、税费缴

纳可延期 1个月等。总而言之，新法典实施后，通

关将更加便利快捷，并促进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深

入发展。(驻法国经商参处/11月 9 日 )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称不会急于加入 TPP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11 月 8日表示，加拿大不

会急于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确保

该协定符合其最大利益。特鲁多称，“我们的部长

们在 TPP 11(11国 TPP)这个问题上非常投入，非常

努力。加拿大当然非常热心于讨论：我们如何能够

以有利于加拿大和我们伙伴国的方式推进”。 (路

透社/11 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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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阿拉伯各国吸引 FDI 总额 308 亿美元， 

阿拉伯投资与出口信贷担保公司 2017 年报告

称，2016 年阿拉伯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

308 亿美元，高出 2015年水平（246 亿美元）。其

中阿联酋 2016 年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89 亿美元

（2015 年为 87 亿美元），占阿拉伯各国吸引外国

直接投资总量的 29%；埃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占阿

拉伯各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 26%（81 亿美

元），高出 2015 年水平（69 亿美元）。埃及现有

外国直接投资总量达 1023 亿美元（2015 年为 943

亿美元），占阿拉伯国家现有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

12.3%。2016 年阿拉伯各国对外直接投资达 293 亿

美元，低于 2015年水平（345亿美元）。其中阿联

酋对外直接投资为 157 亿美元，低于 2015 年水平

（167 亿美元），占总量的 53.7%；沙特阿拉伯对

外直接投资为 83 亿美元，高于 2015 年水平（54

亿美元），占总量的 28.6%；埃及对外直接投资为

2.07亿美元，高于 2015年水平（1.82亿美元），

占总量的 0.7%。（驻埃及使馆经商处/11 月 8日） 

 

中国确定 2018 年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配额  

中国商务部周三发表公告指出，2018 年原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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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营贸易进口允许量为 1.4242亿吨，约相当于 285

万桶/日，高于 2017 年的 9,173万吨。商务部称，

现在可以开始申请。商务部没有详细说明哪些企业

可以申请配额，但应该是以独立炼厂为主，他们

2017年约占总体配额的三分之二。影响力日增的中

国独立炼厂寻求调整原油配额政策，以帮助他们提

前计划采购和生产活动。配额提高应会推动从俄罗

斯远东装运的 ESPO 原油进口，以及来自安哥拉的

原油进口，这些原油颇受地方炼油厂偏爱。商务部

称，进口允许量将分批下达，第一批将根据符合条

件的企业 2017年 1-10月原油进口允许量的实际执

行情况下达。2017 年无进口业绩的企业不再安排允

许量，不能完成持有进口允许量的企业，应将当年

无法完成的允许量交还商务部。（路透社/11 月 8

日） 

 

阿联酋计划于 11 月招标清洁煤电站 

阿联酋联邦水电局（FEWA）正准备于 11 月第

三周内就 1800 兆瓦的清洁煤电站项目发出建议邀

请书（RFP）。联邦水电局先前计划于 10月底前发

出建议邀请，但因故推迟到 11 月底。此前已有 7

家公司向联邦水电局递交了项目意向书（E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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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联邦水电局正在据此制定预审合格名单，并将

在未来数日内完成。电站拟建于拉斯海马海港城

（Maritime City）内，项目采用独立供电商（IPP）

模式。这是阿联酋第二个燃煤电站项目，第一家为

迪拜 2400 兆瓦哈翔清洁煤电站项目，由沙特 ACWA

和哈电国际联合体中标，目前项目已正式开工。(驻

迪拜总领馆经商室/11月 8 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