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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总干事强调贸易在塑料污染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9 月 1 日，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副总干事

让-马里·波冈强调贸易能够在治理海洋垃圾与塑料污染等全球性问

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增强环境可持续能力。 

⚫ WTO 一季度报告显示中间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9 月 2 日，WTO 发布最新的季度报告，报告显示 2021 年第一季

度，全球零部件等中间产品（IG）出口同比增长 20%。自疫情爆发

以来，世界中间产品出口在剧烈下降后强势复苏，并保持增长势头。 

⚫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通话 

9 月 8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通话，双方

就推动世贸组织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MC12）取得成功进行了讨论。 

⚫ 经合组织建议欧盟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强劲的经济复苏 

9 月 10 日，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版欧盟经济研究报告，对欧盟疫

情后经济复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欧盟应通过改革提高

增长潜力，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强化欧洲的经济架构，以实现更加

强劲和可持续的复苏。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 

 

全球贸易投资形势 

⚫ 贸易 3 

WTO 最新季度报告显示中间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3 

UNCTAD 发布《2021 年初级商品依赖状况报告》 4 

WTO动态 

⚫ WTO秘书处观点 5 

WTO 副总干事强调贸易在塑料污染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5 

WTO 副总干事强调通过贸易政策促进可持续的海洋经济 6 

⚫ WTO重要提案 6 

印度提交削减农业综合支持量的提案 6 

乌克兰提交渔业补贴谈判提案 7 

G90 集团提交特殊与差别待遇提案 7 

⚫ WTO重要活动预告 7 

WTO 将举行信息技术协定研讨会 7 

WTO 将举行贸易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讨论会 8 

WTO 将对阿根廷和新加坡进行贸易政策审议 8 

成员经贸政策动态 

⚫ 美国动态 8 

美墨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 8 

拜登要求美国企业实施疫苗强制令 9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通话 9 

⚫ 欧洲动态 10 

欧盟出口管制新规正式生效 10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3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与印度工商部长会晤 11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任命两名贸易专员 11 

⚫ 日本动态 12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与英国出口大臣举行会谈 12 

日本作为对话伙伴国参加第 53 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12 

研究报告摘编 

⚫ 美国研究动态 13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新冠疫情期间各国的财政政策 13 

兰德公司建议通过温和方式实现脱碳和能源公平 14 

⚫ 欧洲研究动态 15 

欧洲智库分析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管理和复苏挑战 15 

经合组织建议欧盟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强劲的经济复苏 16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分析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对抗击疫情的作用 17 

布鲁盖尔研究所建议建立新的气候俱乐部 18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称新冠疫情正在使欧洲两极分化 19 

 

 

 贸易 

WTO 最新季度报告显示中间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9 月 2 日，WTO 发布最新季度报告，该报告显示 2021 年第一季

度，全球零部件等中间产品（IG）出口同比增长 20%。自 2019 年新

冠疫情爆发至 2020 年第二季度，世界中间产品出口出现骤降，之后

强势复苏，并保持持续增长。 

中国工业中间产品出口增长 41%，主要为信息通信技术设备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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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电池部件，受到中国出口拉动作用，亚洲第一季度中间产品出口增

幅最大，为 28%。第一季度最具弹性的供应链是矿石、宝石和稀土，

第一季度出口增长 43%，食品和饮料出口增长 22%。相比之下，由于

新冠疫情影响了汽车的需求和生产，运输部件和配件的出口在 2020

年急剧下降后仅出现了小幅的复苏，仅为 6%。此类报告将不定时发

布，重点关注反映热点问题的特定商品和供应链内交换的核心产品，

作为季度报告的补充。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miwi_02sep21_e.htm，丁广超整理。 

 

UNCTAD 发布《2021 年初级商品依赖状况报告》 

9 月 8 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1 年初级商品依赖状况》报

告，报告称全球对初级商品的严重依赖有所增加，使大约三分之二的

发展中国家容易受到初级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经济冲击的影响。 

报告认为，当一个国家商品出口总额的 60%以上由初级商品构成

时，该国就构成对初级商品出口的依赖。报告显示，过去十年中，对

初级商品的依赖的国家从 2008-2009 年的 93 个增加到 2018-2019 年

的 101 个，2018-2019 年世界商品出口的名义价值达到了 4.38 万亿美

元，比 2008-2009 年增长了 20%。报告指出，发展中国家持续依赖初

级商品出口，包括农产品、矿业和燃料等，其中非洲和大洋洲地区四

分之三以上的国家均依赖初级商品出口。 

初级商品依赖使国家更容易受到负面经济冲击的影响，它会对出

口、财政收入以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报告敦促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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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商品的发展中国家加强其技术能力，通过技术驱动经济结构化转

型，摆脱商品陷阱。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More than 100 countries depend on commodity exports | UNCTAD，丁广超整理。 

 

 

 WTO秘书处观点 

WTO 副总干事强调贸易在塑料污染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9 月 1 日，海洋垃圾和塑料污染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副总干事

让-马里·波冈（Jean-Marie Paugam）强调贸易能够在治理海洋垃圾与

塑料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 

让-马里·波冈表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目前生产、消费和处置

塑料的方式对环境和健康造成了重大损害， 去年 11 月，一些 WTO

成员就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IDP）发起了非正式对话，

WTO 关于该议题的讨论成倍增加，旨在寻找加强贸易合作的关键机

会，以支持国内、区域和全球抗击塑料污染的努力。 

让-马里·波冈表示，贸易政策在防治塑料污染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例如降低塑料循环中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壁垒，建立必要的标

准和法规以确保塑料的可回收性和可堆肥性，促进和建设环境可持续

能力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pesp_01sep21_e.htm，胡奋梅整

https://unctad.org/news/more-100-countries-depend-commodity-exports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pesp_01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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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WTO 副总干事强调通过贸易政策促进可持续的海洋经济 

9 月 7 日，副总干事让-马里·波冈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

大会闭幕式上强调，贸易政策和 WTO 在实现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应更多地利用贸易政策和 WTO 来保护海洋生态

系统。 

让-马里·波冈表示，当前最重要和优先的事项是渔业补贴谈判，

希望能够在 11 月部长级会议之前达成协议。让-马里·波冈强调，在

所有国际合作工具中，贸易政策工具可以而且必须推动实现海洋的可

持续发展。他还列举了一些 WTO 成员就塑料污染问题进行的讨论，

并强调 WTO 关于贸易和环境的更广泛讨论将有助于海洋保护。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envir_07sep21_e.htm，齐寒整

理。 

 

 WTO重要提案 

印度提交削减农业综合支持量的提案 

9 月 13 日，印度向世贸组织农业委员会特会提交“削减微量允

许之上的综合支持量：削减全球农业贸易的扭曲”的提案

（ JOB/AG/216）。提案详细介绍了农业最终约束综合支持总量

（FBTAMS）导致的贸易扭曲影响，并提出下一步具体削减方案，包

括综合支持量高于 100 亿美元的成员应在三年内逐年削减特定、非特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envir_07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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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产品的国内支持至微量允许水平；综合支持量介于 10 亿与 100 亿

美元之间的成员应在五年内逐年削减特定、非特定产品的国内支持至

微量允许水平等。 

 

乌克兰提交渔业补贴谈判提案 

9 月 7 日，乌克兰向规则谈判组提交渔业补贴谈判提案

（RD/TN/RL/145），就渔船“运营者”定义提出文本建议，具体表述

为“渔船运营者指渔船所有人，或渔船上负责、指挥或控制渔船的任

何人。注：渔船所有人还指管理和/或运营该渔船的自然人或法人。”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G90 集团提交特殊与差别待遇提案 

9 月 14 日，G90 集团向贸易与发展委员会特会提交关于特殊与

差别待遇的提案（JOB/DEV/65；JOB/TNC/97），就基于 10 项特定协

定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提出关注，介绍了实施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有关建议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WTO重要活动预告 

WTO 将举行信息技术协定研讨会 

9 月 16 日，WTO 将举行《信息技术协定》（ITA）25 周年会议

并就信息技术相关问题进一步进行对话与交流。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8 

 

WTO 将举行贸易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讨论会 

9 月 16 日，WTO 将召开贸易和环境可持续发展讨论会，成员

们将进一步探讨如何发挥贸易在环境治理与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WTO 将对阿根廷和新加坡进行贸易政策审议 

9 月 17 日，WTO 将对阿根廷进行第 4 次贸易政策审议；9 月

22 日，WTO 将对新加坡进行第 7 次贸易政策审议。审议将以两国

政府声明和秘书处报告为基础。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events_e/events_e.htm，胡奋梅整理。 

 

 

 美国动态 

美墨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 

9 月 9 日，墨西哥与美国重启高级别经济对话（HLED），墨西哥

外交部长埃布拉德、总统奥布拉多与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美国华盛顿

会面。HLED 成立于 2013 年，旨在促进两国的战略经济和商业合作，

其共同目标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创造就业、提升全球竞争力以及

减少贫困和不平等。 

墨西哥与美国双方就 HLED 的四个重点议题达成一致，分别为

建立更有韧性的供应链和使美墨边境现代化、墨西哥南部和中美洲的

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网络安全和劳动力发展等问题。墨西哥高层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events_e/events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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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在会谈后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同意努力提高共享供应链（尤其是

半导体供应链）的竞争力，并投资社会项目以应对移民问题。墨西哥

经济部长塔蒂亚娜·克鲁蒂耶在华盛顿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墨

西哥与美国探讨了“与行业或企业讨论半导体元件细节”的必要性，

以确定将在墨西哥或美国生产的元件。 

参考资料：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world/americas/us-mexico-resume-economic-talks-halted-by

-trump-with-focus-labor-border-2021-09-09/，夏莹玉整理。 

 

拜登要求美国企业实施疫苗强制令 

9 月 9 日，拜登政府宣布对美国联邦工作人员、大型企业雇主和

医疗保健人员实施严格的“疫苗强制令”，要求美国企业强制员工接

种新冠疫苗，否则需要每周接受病毒检测。拒绝接种疫苗的联邦政府

工作人员将被解雇。 

参考资料： 

FT 中文网，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901?topnav=world&subnav=usa&archive ，

夏莹玉整理。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通话 

9 月 8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通话，双方

就推动世贸组织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MC12）取得成功进行了讨论。

戴琪感谢伊维拉上任以来展现的领导力，同时也承认当前会议后勤有

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3901?topnav=world&subnav=usa&arch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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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挑战将影响会议形式。双方一致认为，WTO 必须永远保持其相关

性，并彰显其在推动全球贸易议程、促进共同繁荣方面的能力。双方

承诺在未来几个月继续保持对话。 

参考资料：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

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call-wto-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iweala，夏

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出口管制新规正式生效 

9 月 9 日，欧盟出口管制新规正式生效，加强了对军民两用产品

和网络监控工具等技术的出口管制，同时提高欧盟保障人权、保障战

略物资供应链安全的能力。 

新规允许欧盟采取一系列重要行动，以应对网络监控、精密计算

等新兴军民两用技术领域的特定挑战，同时条例通过提高成员国与欧

委会间的磋商和报告水平，提升了透明度，并为欧盟在多边、诸边和

双边层面的行动提供了法律基础。新规将通过多种方式提升欧盟出口

管制系统的有效性，包括更新关键概念和定义、简化和统一许可程序、

协调并支持强有力的管制措施等措施。 

参考资料： 

欧委会贸易总司，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297，夏莹玉整理。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call-wto-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iweal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call-wto-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iweala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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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与印度工商部长会晤 

9 月 13 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与印度工商部长皮

尤什·戈亚尔就英印自由贸易协定进行了会谈。双方就磋商成果展开

讨论，并商定了后续谈判的步骤，包括从 9 月初成立一系列贸易工作

组等。他们还讨论了新成立的加强贸易伙伴关系，并承诺及时执行一

揽子市场准入计划。 

英印两国政府之间的讨论将有助于双方更好地了解对方在贸易

协议中可能涉及章节领域的立场，包括关税、标准、知识产权和数据

监管等。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s-meeting-with-indian-commerce-mini

ster-piyush-goyal，刘芷君整理。 

 

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任命两名贸易专员 

9 月 1 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特拉斯任命了两名新的英国

皇家贸易专员，两位专员将分别负责英国与欧洲和东欧中亚的贸易往

来。新的贸易专员将有助于促进英国贸易，为英国经济提供就业机会

和繁荣，在吸引外来投资和帮助英国企业抓住整个欧洲和中亚的出口

机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appoints-new-trade-commissioners-to-

boost-uk-trade，刘芷君整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s-meeting-with-indian-commerce-minister-piyush-goya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s-meeting-with-indian-commerce-minister-piyush-goyal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appoints-new-trade-commissioners-to-boost-uk-trad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liz-truss-appoints-new-trade-commissioners-to-boost-uk-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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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动态 

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与英国出口大臣举行会谈 

9 月 8 日举行。日本经济产业省副大臣长坂康正与英国国际贸易

部出口部部长格拉汉姆·斯图尔特举行了视频会谈。会谈中双方就英

国脱欧后促进两国商业伙伴关系、七国集团贸易部长合作会议、能源

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以及 2025 年大阪和关西世博会的合作等问题

交换了意见，并确认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经济关系。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09001/20210909001.html，刘芷君整

理。 

 

日本作为对话伙伴国参加第 53 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 

9 月 13 日，第 53 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召开，东盟分别与中日韩

三国等对话伙伴国经济部长举行磋商会，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

出席会议。 

会议就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供应链和

应对数字化转型等区域性共同挑战交换了意见，各国经济部长介绍了

本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措施的执行情况，并高度评价东亚和东南亚地

区在促进疫情后经济和复苏的共同努力。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13005/20210913005.html，刘芷君整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09001/20210909001.html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13005/20210913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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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新冠疫情期间各国的财政政策 

9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研究文章，对新冠疫情和全球

金融危机期间美欧的财政政策进行了对比分析，表示各国充分吸取了

之前的教训，采取了迅速和积极的行动，有效避免了经济体系的危机。 

文章称，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美欧国家经过数月乃至数年才做出

财政应对，而在新冠危机期间，各方仅通过数周时间就颁布了远超之

前规模的财政政策，避免了灾难性的财政危机。这一变化的原因在于

政策制定者认识到了疫情的严重性和普遍性，并视之为供应冲击，而

非金融道德风险。文章表示，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行动主义在各方面

都取得了成功，财政乘数较高，汇率和通胀预期保持稳定，公共投资

较高，全球财政市场积极合作，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经济体也实施

了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 

报告同时将美欧的财政政策进行了比较，认为美国出台了较多的

福利政策以维护社会稳定，当前的工作重点应是处理劳动力市场问题。

而欧盟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维护雇佣关系，降低摩擦性失业。同时，文

章指出，美欧在财政政策设计上也存在一定的共性问题，首先是地区

间转移支付规模较低，其次是自动稳定器设计不够合理，未能建立良

好的周期性反应，最后是治理风险问题，没有通过财政政策规则解决

制度问题，特别是美国，受体制影响，美国国会无法通过长期预算，

也无法在必要时提高税收，或将导致其无法继续在较低水平上承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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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文章总结称，新冠疫情反映出各国积极运用财政政策的信号，建

议各国政府重视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和正向反馈，发挥其稳定市场和

投资方面的作用。文章建议各国政府自下而上进行预算制定，即决定

资金的用途和去向，例如气候变化和流行病预防等，进而作出承诺并

实现这一目标。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fiscal-success-

during-covid-19-says-believe-the-good-news.html，王林越整理。 

 

兰德公司建议通过温和方式实现脱碳和能源公平 

9 月，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对当前实现脱碳的路径进行了对

比分析，并提出通过财政激励和技术创新等多种途径推动温和的脱碳

进程。 

报告称，近年来逐渐上升的气候灾难愈发凸显了气候的脆弱性和

气候变化失控的潜在风险，通过清洁能源转型实现全球经济快速脱碳

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报告对美国政府的脱碳道路进行了分析，包括数

十亿美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和出台气候变化相关法案等。考虑到美国

各州能源市场的差异，报告认为需要采取多种措施激励清洁能源转型，

例如通过清洁电力标准、设计合理的碳消费电子系统和适当的财政激

励措施等。报告指出，适当的激励能够推动公共事业公司加大在清洁

能源方面的投资，并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然而激励措施也只能作为

全面脱碳战略的一部分，需要辅以促进脱碳技术方案创新、清洁能源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fiscal-success-during-covid-19-says-believe-the-good-news.html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fiscal-success-during-covid-19-says-believe-the-good-new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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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税收抵免和必要的惩罚性激励措施，通过多渠道以更加温和的方

式实现脱碳和能源公平。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9/achieving-decarbonization-and-energy-equity-

through.html，王林越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欧洲智库分析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管理和复苏挑战 

9 月，《国际经济》期刊发表研究文章，对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社

会结构变化和复苏挑战进行了分析，并基于分析结果给出了经济政策

方面的建议。 

文章称，新冠疫情造成了二战以来最大的全球经济衰退，全球

GDP 比 2019 年底的预测值低约 6.7%，疫情造成了青年和低学历者失

业、企业破产，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同时也可能会带来生产模式的

变革和生产力的提升。 

文章以欧盟为例分析了新冠疫情造成的内部分裂和经济风险，欧

盟内部不同国家间经济下滑幅度差距较大，且受到全球封锁的影响，

服务业受到的打击也存在一定差异，加剧了收入群体、部门、地区和

性别间的不平等。文章表示新冠疫情将造成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动，企

业通过优化流程、降低成本而提升生产效率，同时由于低生产力公司

被淘汰，远程办公对效率的提升，市场整体生产力将出现增长。报告

建议政策制定者优先考虑当前的公共卫生情况，并将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作为主要政治目标；财政政策方面，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不要过快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9/achieving-decarbonization-and-energy-equity-through.html
https://www.rand.org/blog/2021/09/achieving-decarbonization-and-energy-equity-throug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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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财政支持，并给予适当的短期财政刺激，以提升产出水平；政府

应鼓励企业内部的部门重组，刺激企业投资、支持工人再培训，以推

动生产要素重新分配、激发部门活力。 

报告总结称，新冠疫情将会给全球经济带来结构性改变，政策制

定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于如何利用当前资源改善经济表现、消除不平等

问题和规避经济风险，良好的治理能力和执行能力是财政政策发挥有

效性的关键。 

参考资料： 

《国际经济》官网，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the-great-covid-1

9-divergence-managing-a-sustainable-and-equitable-recovery-in-the-eu.html，王林

越整理。 

 

经合组织建议欧盟推动更具包容性和强劲的经济复苏 

9 月 10 日，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版欧盟经济研究报告，对欧盟疫

情后经济复苏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并提出欧盟应通过改革提高增

长潜力，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加强欧洲的经济架构，以实现更加强

劲和可持续的复苏。 

报告指出，受新冠疫情及防控措施的影响，欧盟在 2020 年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据统计数据显示，除爱尔兰外，其余欧盟成

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均出现 1%到 11%不等的下降，其中对旅游业和

小型企业依赖更高的南欧国家受到的影响最大。同时不同行业面临的

打击不尽相同，拥有大量低技术含量岗位的服务业受到重创，或将加

剧欧盟的不平等和贫困问题。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the-great-covid-19-divergence-managing-a-sustainable-and-equitable-recovery-in-the-eu.html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4/article/the-great-covid-19-divergence-managing-a-sustainable-and-equitable-recovery-in-the-eu.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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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问题，经合组织建议欧盟通过促进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和

绿色产业等领域的投资与创新来实现包容性经济复苏，并更加高效地

使用公共资金来支持地区升级和协同发展，否则欧盟将可能面临来自

内部的不满和不信任情绪。报告同时指出，如果欧盟想要在 2050 年

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还需大幅加速减排进程。为此，更高的碳定

价、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及更大的技术创新将成为关键，同时，为减少

原材料的使用，欧盟还需大力发展循环经济，鼓励资源的回收再利用。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org/newsroom/europe-continue-to-support-recovery-and-improve-

future-resilience-with-reforms-to-economic-architecture-says-oecd.htm，王林越整

理。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分析疫苗知识产权豁免对抗击疫情的作

用 

8 月 31 日，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就新冠疫苗知识

产权豁免对抗击新冠疫情的影响进行综合分析。 

2020 年 10 月，印度和南非首次向 TRIPS 理事会提出新冠疫苗知

识产权豁免提案，寻求在灵活的期限内豁免《TRIPS 协定》中关于预

防、控制和治疗新冠病毒的医疗产品和技术。知识产权豁免提案的出

发点在于，新冠疫情期间，公共卫生利益必须优先于知识产权。而报

告认为，即使放弃知识产权，对在全球范围内抗击新冠疫情仍难产生

较大帮助。其原因在于，当前尚未有证据表明知识产权对疫苗的创新、

技术转让和制造进行影响，并引发疫苗短缺等问题。报告认为，相比

https://www.oecd.org/newsroom/europe-continue-to-support-recovery-and-improve-future-resilience-with-reforms-to-economic-architecture-says-oecd.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europe-continue-to-support-recovery-and-improve-future-resilience-with-reforms-to-economic-architecture-says-oecd.htm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18 

于知识产权限制，疫苗庞大而复杂的供应链是限制疫苗生产的关键性

问题，疫苗生产通常涉及来自 30 个国家 300 个供应商的 9000 种原材

料，在这一情况下，提高效率、调整现有产能和增加新产能是扩大疫

苗生产和解决疫苗短缺问题的关键解决方案，商品的自由流动、联合

采购措施、融资和公平有效的产品分配比知识产权豁免更能够推动问

题的解决。 

报告总结称，当前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辉瑞

等制药公司已经在能力建设、融资和制造等方面不断努力，以实现疫

苗的公平获取，因此只有在知识产权明确对公共卫生产生威胁的情况

下才应该考虑豁免，为保证全球疫苗获取，在没有自愿许可的情况下，

应实施强制许可，以确保各国都能获得负担得起的疫苗，以终结新冠

疫情。 

参考资料：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https://www.ceps.eu/is-the-proposed-ip-waiver-to-help-combat-covid-19-all-it-seems/ ，

王林越整理。 

 

布鲁盖尔研究所建议建立新的气候俱乐部 

9 月 9 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报告称当前的技术和

政治经济条件都非常适合建立一个新的气候俱乐部，并从多角度为俱

乐部成员提出了气候解决方案。 

报告称，近几十年来，全球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一直在稳步上

升，但没有达到峰值的迹象，这意味着人类在解决气候问题和应对灾

难性气候变化等方面还未取得长足进展。报告列举了当前气候治理存

https://www.ceps.eu/is-the-proposed-ip-waiver-to-help-combat-covid-19-all-it-se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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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困境，例如搭便车问题，由于减排成本主要有各国自行承担，而

气候治理的好处则由全球共享，很大程度上打击了各国气候治理意愿，

报告认为这一问题应成为新气候战略的核心。报告称，当前气候问题

正在逐步凸显，全球的重要大国均制定减碳承诺和政策目标，当前的

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均适合建立一个新的气候俱乐部，在这一俱乐部

中，报告建议各国承诺采取强有力的国内气候措施，并同意协调引入

碳边界调整措施；在技术层面，各国应协同推动清洁技术创新以降低

成本，为俱乐部提供技术支持；在政治方面，报告建议美国、欧盟和

中国共享气候治理目标，提升所有经济体对实际气候行动的支持率。

报告呼吁各国重视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加入全球气候俱乐部，并采取

更具有效性的气候行动。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2021/09/conditions-are-ideal-for-a-new-climate-club/，王林

越整理。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称新冠疫情正在使欧洲两极分化 

9 月 1 日，欧洲外交关系协会发表研究报告，对新冠疫情时期欧

洲民众民意调查的结果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民众对疫情的影响呈现

较大的分歧，并可能使民众对政治、国家角色、自由观念和欧洲整体

的态度产生不同的影响。 

报告称，在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欧洲出现过短暂的团结，各国迅

速摒弃民族主义，同意集体购买疫苗，并共同启动了下一代欧盟复苏

计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欧洲各地疫情发展差异，欧洲民众经历了

https://www.bruegel.org/2021/09/conditions-are-ideal-for-a-new-climate-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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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发展阶段，部分群体例如东欧和南欧，承受了巨大的打击和经

济困难，但西欧和北欧则更像是旁观者，并未受到较大影响。同时，

民调结果反映了当前欧洲将面临的三大分歧，首先是青年一代承受了

较大的疫情影响，包括失业和受教育机会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欧

洲年轻人对政治体制的信心；其次是疫情带来的严重经济问题加剧了

收入鸿沟；最后是对自由观念的影响，各类封锁措施和政策使得民众

深感自由受到威胁。报告总结称，新冠疫情可能加剧欧洲的意识形态

分裂和内部的政治分歧，当前欧洲政策制定者应重点关注青年群体的

问题，推动成员内部合作与经济复苏，弥合存在的公共卫生、经济和

政治分歧，推动欧洲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参考资料： 

欧洲外交关系协会， 

https://ecfr.eu/publication/europes-invisible-divides-how-covid-19-is-polarising-

european-politics/，王林越整理。 

 

 

https://ecfr.eu/publication/europes-invisible-divides-how-covid-19-is-polarising-european-politics/
https://ecfr.eu/publication/europes-invisible-divides-how-covid-19-is-polarising-european-poli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