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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11 达成框架协议  

11 月 9 日，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的 11个国家就缔结不包括美国的新协定达成一致。

经过谈判，11国在美国退出前汇总的原版 TPP规则

中，冻结一部分条目，但保留废除关税的约定。美

国退出后，TPP 的经济规模较当初大幅缩小，不过

亚太地区将诞生作为新交易轴心的首个大型贸易

协定。据谈判人员介绍，在 TPP的约 500条规则中，

11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冻结的约为 10～20 条。      

随着美国退出，与 2015年 10月达成框架协议的 TPP

原版规则相比，TPP11 的规模在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上缩小至三分之一，人口和贸易总额大约

缩小一半。即便如此，仅这 11 个国家依然占世界

名义 GDP 的 13％、人口的 7％和贸易总额的 15％，

仍属于一大贸易圈。日本今后打算将 TPP 定位为日

中韩等参加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等其他自由化谈判的“范本”，促成高质量的贸易

协定。（日经中文网/11 月 10 日） 

  

中美签 2535 亿美元大单 创世界经贸合作纪录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11月 8 日至 10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据统计，

在特朗普总统访华期间，两国企业在两场签约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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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共签署合作项目 34 个，金额达到 2535亿美元，

商业合作成果丰硕。2535 亿美元的规模，既创造了

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刷新了世界经贸合作纪

录。商务部指出，中美双方取得了丰硕的商业成果，

既有贸易项目，也有双向投资项目；既有货物贸易，

也有服务贸易，涉及“一带一路”建设、能源、化

工、环保、文化、医药、基础设施、智慧城市等广

泛领域。除商贸签约外，中方按照自己扩大开放的

时间表和路线图，将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

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并逐步适当

降低汽车关税。双方将就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或

中长期合作规划保持沟通。（每日经济新闻/11 月

10 日） 

  

韩美 FTA 修订谈判最早将于下月启动 

韩国总统文在寅 11 月 7 日同来访的美国总统

特朗普举行会谈后表示，双方决定让相关部门尽快

推进韩美 FTA磋商进程。目前，韩国正按本国规定

履行启动谈判所需的相关程序，拟于 11月 10日召

开听证会，讨论经济可行性，并拟定了贸易条约签

署计划，将通过对外经济长官会议向国会报告相关

修订内容。这些程序预计最早将在本月内履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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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如此，韩国方面为启动谈判所需的准备工作将

全部结束。相比之下，美国方面的程序则视全面修

订或部分修订而有所不同，前者程序复杂且耗时

长，后者则相对简单。鉴于北美自贸协定谈判几无

进展，韩美自贸协定修订谈判提速的可能性大大提

升。对此，韩国贸易协会相关人士表示，鉴于全面

修订程序繁琐，韩美很可能仅就必要部分启动谈

判。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相关人士表示，目前谈判

时间尚未确定，但如果相关程序进行顺利，也不乏

12 月份启动谈判的可能。（韩联社/11月 9 日） 

 

欧盟对华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反倾销日落复审 

2017 年 11 月 7日，欧盟委员会发布公告称，

对原产于中国大陆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作出反倾

销日落复审终裁：1、若取消反倾销措施，涉案产

品的倾销对欧盟产业的损害会继续或再度发生，因

此决定继续维持对中国大陆涉案产品的反倾销措

施。反倾销税具体征收情况详见下表。2、继续对

转口自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台湾地区和

泰国的玻璃纤维网格织物征收反倾销税，印度生产

商 Montex Glass Fibre Industries Pvt. Ltd 和

Pyrotek India Pvt. Ltd 的涉案产品除外。本案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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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欧盟 CN（Combined Nomenclature）编码为 ex 7019 

51 00 和 ex 7019 59 00（欧盟 TARIC 编码为 7019 51 

00 19 和 7019 59 00 19）项下的产品。本案的倾

销调查期为 2015年 7 月 1 日～2016 年 6 月 30日，

损害调查期为 2013年 1月 1日至倾销调查期结束。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11 月 9日） 

 

中国 10 月钢材出口减少 35％ 

中国海关总署 11月 8日发布的 10月贸易统计

显示，钢材出口量同比减少 35％，降至 498万吨，

连续 15个月低于上年实绩。原因是中国内需强劲，

出口余力较少，同时由于淘汰劣质钢材，正规产品

的交易正在升温。中国 1～10月累计钢材出口量达

到 6449 万吨，同比减少 30％。从中国国内需求来

看，汽车用钢材和公路等基础设施用钢材表现坚

挺。另一方面，截至 6月底，品质不符合标准的钢

材“地条钢”被责令停产。由于替代性需求增加，

中国钢铁企业的正规产品似乎缺少供给余力。       

为了应对大气污染，冬季中国限制钢铁厂的作业。

很多观点认为，为满足国内消费，“中国的钢材出

口在今后数个月或将维持在较低水平” 。(日经中

文网/11 月 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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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数字自贸区启动 

经过数月的计划和等待，世界第二大数字自由

贸易区(DFTZ)11 月 3 日正式在吉隆坡机场航空城

启用运营，马来西亚政府表示，它将为 1900 多个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的出口提供一臂之力。马来西

亚数字自贸区(DFTZ)预计将把中小企业产品出口

额增加至 380 亿美元，到 2025 年将创造 6 万个就

业机会，促进马来西亚跨境交易的快速发展。即将

在吉隆坡廉价机场站点建设的新工厂将成为阿里

巴巴首个国外电子物流枢纽中心，将马来西亚与其

他即将建立的各大洲区域枢纽连接起来。马来西亚

政府认为，自由贸易区是数字经济的主要驱动力，

因为它可以促进无缝对接跨境交易，同时使本地中

小企业能够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驻马来西亚

使馆经商处/11月 9 日） 

 

道达尔收购 Engie液化天然气资产 成全球第二  

11 月 8 日，法国油气巨头道达尔宣布，已和能

源集团 Engie 达成协议，以 15 亿美元收购后者的

液化天然气资产。道达尔表示，收购的资产包括

Engie 所有的液化天然气交易及液化资产。这一交

易将使道达尔成为全球顶级液化天然气生产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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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份额从当前的 6%增至 10%，成为仅落后于

壳牌的全球第二。道达尔表示，公司还支付了高达

5.5 亿美元的追加付款，以应对来来几年石油市场

的情况好转。（晨哨网/11 月 9日） 

 

2017 中国第三季度海外房地产投资下降 51% 

咨询公司 Cushman & Wakefield 在 11 月 10日

公布的一项针对私营部门的调查显示，随着政府收

紧对海外投资的控制，中国第三季度的对外房地产

投资金额为 25 亿美元，同比下降 51%，是 14 个季

度以来的最低水平。报告还称，2017 年 1 到 9 月份，

中国对外房地产投资的交易总额达到 182 亿美元，

仅为 2016 年全年的一半。该公司还将较弱的成交

量归因于投资者在 10 月份举行的十九大之前持有

谨慎态度。不过，该公司补充道，接下来或许会产

生一些重大交易，可能会提振 2017 年的数据。如

果这些交易在 2017 年底前完成，那么 2017年的总

规模可能仍与 2016 年创纪录的 383 亿美元的纪录

持平。在第三季度，58%的海外投资流向了地产开

发项目，这是 2017 年中国投资者最受欢迎的资产

类别，而 28%的投资流向了写字楼领域。澳大利亚

是最受欢迎的投资目的地，投资金额为 7.83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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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紧随其后的是英国和香港，分别为 6.34 亿美

元和 5.6 亿美元。 (路透社/11月 9 日 ) 

  

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将在美投资 837 亿美元 

中国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已经签署了一份谅解备

忘录，将投资 837 亿美元用于西弗吉尼亚州的页岩

气、电力和化工制造项目。该协议还强调了国家能

源投资集团将其业务多元化为天然气和炼油业的

雄心。西弗吉尼亚州在声明中表示，这个投资将超

过 20 年，涵盖发电、化学制造和液化天然气地下

储存等项目。谅解备忘录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普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一部分。2017 年 8月，中

国国电集团与神华集团合并重组为国家能源投资

集团，这是该公司成立后的首个重大海外投资项

目。（路透社/11 月 9 日） 

 

乌克兰批准中国企业收购乌克兰复兴开发银行 

乌克兰国家银行日前批准两名中国公民间接方

式收购乌克兰复兴开发银行股份公司 99.9946%股

权。截至 2016 年 1 月 1 日，乌政府是乌克兰复兴

开发银行股份公司 100%股权所有人。2016 年 11月

30 日乌国有资产基金举行的乌克兰复兴开发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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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公司 99.9%股权拍卖结果是 BOCE （香港）有

限责任公司胜出。乌国有资产基金与 BOCE（香港）

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买卖合同，根据其条款规定，

买方在收购银行股份所有权后须保证履行系列义

务。据悉，该项收购亦已经乌克兰证券与股票委员

会、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同意。目前尚需在规定期

限内完成增资。至此，该项目成为第一个中国资本

成功参与乌克兰国有资产私有化案例，也是本地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第一个中国非金融企

业通过收购进入银行业的案例。（驻乌克兰经商参

处/11月 9 日） 

 

俄远东发展基金或与中国黄金设矿业投资基金 

俄罗斯国有的远东发展基金正在与中国黄金集

团进行会谈，计划设立一个 10亿美元的合资企业，

投资俄罗斯的采矿业。远东发展基金负责人 Alexey 

Chekunkov 表示,“我们的首要目标将是投资黄金、

贵金属和铜矿项目。”双方可能会在年底之前签署

协议建立这个矿业基金。该基金初始资金将为 5亿

美元，并可能在 2018 年进行首笔投资，远东发展

基金和中国黄金将分别投资 1亿美元，私人投资者

出资 3亿美元。（凤凰网/11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