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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CTAD 发布《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9 月 15 日，UNCTAD 发布《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报告预

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反弹，增长率约为 5.3%，达到近 50 年来最

高水平。报告同时警示称，全球各区域、部门间的反弹将非常不均

衡，呼吁加快经济框架改革，以提升全球复苏能力。 

 中小微企业工作组完成 MC12 部长级宣言草案 

9 月 24 日，WTO 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宣布已为 11 月下

旬举行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敲定了部长级宣言草案。

草案呼吁采取全球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以帮助中小微企业从疫情

中复苏。 

 服务国内规制完成文本谈判，有望在 MC12 前达成协议 

9 月 27 日，服务国内规制谈判的参与者结束了基于文本的讨

论，为在 MC12 上结束谈判铺平了道路。 

 WTO 举办 2021 年公共论坛 

9 月 28 日，2021 年 WTO 公共论坛开幕，论坛将采取线上线

下结合的方式举行，期间将举办上百场分论坛和会议，涉及农业、

数字贸易、气候变化和渔业补贴等贸易问题，以促进公共交流，推

动国际经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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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WTO 服务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服务贸易正在复苏，但仍低

于疫情前水平 

9 月 23 日，WTO 发布最新一期服务贸易晴雨表，显示全球服务

贸易的复苏将持续至 2021 年第三季度。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5，

高于全球服务贸易活动指数以及基准值，表明第二和第三季度的服务

贸易额（尚未获得官方数据）将继续回升。晴雨表同时显示，如果新

冠疫情的影响长期持续，服务贸易的复苏趋势将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根据全球服务活动指数，2021 年第一季度，世界服务贸易同比下

降 13.9%。服务贸易在疫情初期急剧下降，但与货物贸易相比，服务

贸易自疫情以来仅出现了微弱复苏。服务贸易最近的表现与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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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金融危机不同，当时服务贸易比货物贸易更具弹性。造成这种

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新冠疫情对旅游业造成持续的压力。预计第二季

度服务贸易的同比增长将转为强劲正增长，主要原因是上年同期基数

较低。 

大多数成分指数处于趋势水平或以上，但行业间存在一定差异。

全球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102.7）和金融服务指数（100.2）在达

到峰值后有所回落，但仍高于趋势水平，表明服务业复苏步伐有所放

缓。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指数（100.0）已回升至趋势水平。航空客运

指数（105.6）最近有所回升，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集装箱运价指数

（106.8）的增长有所放缓，但吞吐量创历史新高，近期航运成本的飙

升主要是由于贸易商品的需求强劲，而非供应限制。建筑业是唯一一

个跌破趋势的组成部分（97.4）。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oi_23sep21_e.htm，丁广超整理。 

 

UNCTAD 发布《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9 月 15 日，UNCTAD 发布《2021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报告预计

今年全球经济将出现反弹，增长率约为 5.3%，为近 50年来最高水平。

报告同时警示称，全球各区域、部门间的反弹将非常不均衡，呼吁加

快全球政策协调和经济框架改革，以提升全球复苏能力。 

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在 2020 年下降

5.6%之后已经恢复，2020 年下半年贸易的强劲反弹使得经济下滑低

于预期水平。报告预测，2021 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将增长 9.5%，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oi_23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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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新冠疫情仍将继续影响未来几年的贸易表现，预计 2022 年全球经

济增长将放缓至 3.6%，世界收入水平比 2019年疫情前趋势线仍低约

3.7%。 

报告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到的打击比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要严

重得多，由于债务负担沉重，上述国家通过公共支出摆脱困境的空间

也变得更小。同时，缺乏货币自主权和在获得疫苗困难也阻碍了许多

发展中经济体的复苏，扩大了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报告预测，即

使在不出现重大挫折的情况下，全球产出也只有到 2030 年才能恢复

2016~19年的趋势。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提出了四项建议，一是呼吁采取协调一致的

债务减免措施或取消债务，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二是重新

评估财政政策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提升经济系统抗风险能力；三是

在主要经济体间进行更大的政策协调，并对国际经济框架进行改革；

四是推动更公平、易获得的疫苗接种，尽快解决当前的公共卫生危机。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unctad-issues-amber-warning-building-back-better，丁广超

整理。 

 

OECD 发布《经济展望报告》 

9 月，经合组织发布最新经济展望报告，报告预测 2021 年全球

经济将增长 5.7%，2022 年将增长 4.5%，比今年 5 月的预测分别下降

了 0.1 和 0.2 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各国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新冠疫

https://unctad.org/news/unctad-issues-amber-warning-building-back-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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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的持续接种和经济活动的恢复，但增长势头已经放缓。部分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仍较低，经济产出和就业状况未得

到恢复。全球经济复苏状况极不均衡，同时新冠疫情毒株变异和疫苗

接种迟缓将可能造成诸多不确定影响，增加全球供应链压力。 

报告呼吁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务必确保所有必要资源都用于加快

全球疫苗生产和接种部署，以拯救生命、维持经济复苏。报告同时建

议各国保证必要的宏观经济支持政策和灵活的财政政策，加强公共投

资和结构性改革，以增强经济韧性，改善可持续和公平增长的前景。 

参考资料： 

OECD 官网， 

Keeping The Recovery On Track | OECD Economic Outlook, Interim Report 

September 2021 : Keeping the Recovery on Track | OECD iLibrary (oecd-ilibrary.org)，

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提案 

美国提交有关灾害准备度和韧性行动计划的提案 

9 月 20 日，美国向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提交有关灾害准备度和韧

性行动计划的提案（JOB/GC/270）。提案建议在世贸组织第 12 届部长

级会议上通过世贸组织应对大流行病的部长宣言，建立灾害准备度和

韧性行动计划协调机构，并在之后实施有关行动计划。 

 

印度提交有关渔业补贴谈判的提案 

9 月 23 日，世贸组织规则谈判组散发印度有关渔业补贴谈判的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490d4832-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490d4832-en&_ga=2.204638800.1143936369.1632796703-1472774860.1624522465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490d4832-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490d4832-en&_ga=2.204638800.1143936369.1632796703-1472774860.1624522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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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RD/TN/RL/148）。提案阐述了印度对渔业补贴谈判主席案文的

修改意见。 

 

加拿大提交关于国内支持分析工具更新情况的提案 

9 月 23 日，世贸组织农业委员会特会散发加拿大提交关于农业

国内支持分析工具更新情况的提案（JOB/AG/219）。提案对此前分析

工具中有关成员国内支持通报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更新。 

 

协调人提交投资便利化合并文本修改版 

9 月 24 日，世贸组织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结构化讨论协调人散

发了投资便利化合并文本的第二版修改提案（INF/IFD/RD/74/Rev.2）。

提案结合成员近期谈判情况，对案文进行了调整和更新。 

 

妇女与性别工作组回顾近期工作情况 

9 月 27 日，世贸组织贸易与性别非正式工作组散发博茨瓦纳、

萨尔瓦多和冰岛提交的提案（INF/TGE/RD/1）。提案汇总了今年以来

成员在工作组下有关讨论的情况。 

 

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提交 MC12 宣言文本 

9 月 28 日，世贸组织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提交中小微企业

工作组有关 MC12 宣言文本的提案（INF/MSME/W/36）。提案表示，

相关成员继续支持世贸组织在推动开放贸易和韧性和可持续价值链

上发挥积极作用，支持世贸组织秘书处在帮助中小微企业获取信息上

发挥更大作用，敦促成员更好地履行有关贸易政策透明度的承诺。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9 

 

中国提交有关渔业补贴谈判的提案 

9 月 28 日，世贸组织规则谈判组散发中国有关渔业补贴谈判的

提案（RD/TN/RL/149）。提案阐述了中方对渔业补贴谈判主席案文的

修改意见。 

 

印度和非洲集团等提交 TRIPS 义务豁免的提案 

9 月 30 日，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理事会散发非洲集

团、印度、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肯尼亚等成员

提交的提案（IP/C/W/684）。提案汇总了相关成员对疫苗等产品知识产

权义务豁免提案的具体理由，并就成员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复。 

 

 WTO秘书处观点 

副总干事波冈强调 WTO 规则不会阻碍环境保护政策 

9月 16日，副总干事让-马里·波冈在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ESC）

关于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的公开听证会上强调，在不歧视和实

施变相保护主义的前提下，多边贸易规则不会妨碍各成员采取雄心勃

勃的环境政策。 

波冈表示，碳定价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是达成全球协议，协议将

减少对全球贸易的破坏和规避碳泄露风险。WTO 可以提供一个以和

平方式解决分歧的平台，推动贸易在环境问题中发挥作用，共同寻求

合理的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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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jp_16sep21_e.htm，胡奋梅整

理。 

 

总干事伊维拉强调利用贸易建立可持续粮食体系的重要性 

9 月 23 日，总干事伊维拉在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的视频致辞中，

强调了国际贸易对建立可持续粮食系统的重要性。她表示，将于 11 月

下旬举办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提供了在关键农业问题上

取得进展的机会，并呼吁全球领导人支持和振兴贸易体系，以确保更

大的可持续性。 

联合国粮食系统峰会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的一部

分。峰会将开启新的行动计划，以推动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取得新

进展，每一目标的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都依赖于更健康、更可持续和公

平的粮食体系。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gno_24sep21_e.htm，齐寒整

理。 

 

 WTO重要会议 

WTO 举办第四届“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南南对话会” 

9 月 16 日至 17 日，由中国常驻 WTO 代表团与 WTO 秘书处共

同举办的第四届“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南南对话会”在瑞士蒙特勒举

行。本次对话会主题为“加强致力于发展的多边贸易体制”，35 个最

不发达国家大使或代表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副总干事张向晨、总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gno_24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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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会主席和各谈判机构主席以及印度、巴西、南非、泰国、新加坡、

欧盟、加拿大、新西兰等主要成员大使出席会议。与会代表就 MC12

预期成果、最不发达国家问题、新冠疫情应对、WTO 改革等议题展

开对话。 

总干事伊维拉强调要促进最不发达国家提升复苏力，更好地融入

全球经济，这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伊维拉表示除了贸

易和健康议题，WTO 还必须就渔业补贴达成协议并在农业和发展方

面取得显著成果，而对最不发达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必须是所有议

题重点讨论的组成部分。 

副总干事张向晨强调贸易仍应是最不发达国家增长和发展的重

要工具，WTO 成员应与最不发达国家携手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世

界的未来取决于贸易和发展共生和互相促进。 

中国常驻 WTO 代表团李成钢大使指出，南南对话是中国向最不

发达国家提供贸易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增加最不发达国家的贸

易机会。他重申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帮助最不发达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

系。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占 WTO 成员的四分之三，是全球经

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世界的

共同繁荣永远不会实现。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xz_17sep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农业谈判代表加紧谈判草案的讨论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xz_17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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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至 21 日，成员就 7 月 29 日散发的农业谈判草案进行

了讨论，以增加在 MC12 前达成共识的可能性，许多成员同意转向以

文本为基础的讨论，强调迫切需要在剩下的时间内取得具体进展。 

会上成员就国内支持、市场准入、出口限制、特别保障机制和透

明度等问题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印度提交了一份新的谈判文件，要求

取消超过成员商定的“最低限度”门槛的扭曲贸易的支持政策，部分

发展中成员对这一提案表示了支持。 

WTO 农业贸易谈判主席 Gloria Abraham Peralta 大使表示，未来

几周对农业谈判的进程至关重要，并鼓励成员加强接触，向有助于达

成共识的方向适当妥协，并表示将继续通过各种形式与成员进行磋商，

以促进具体成果的落地。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ri_27sep21_e.htm，齐寒整理。 

 

农业委员会审议成员农业贸易政策  

9 月 23 日至 24 日，WTO 举行农业委员会会议。会上，委员会

商定在 2022 年 3 月的会议上完成对关于农业出口竞争的《内罗毕部

长宣言》的三年期审查。同时，委员会就新冠疫情对农业贸易影响的

最新情况进行了讨论，主席鼓励成员对新冠疫情相关的农业措施保持

透明，以促进对措施的集体评估，同时鼓励成员加倍努力，以改善对

通知义务的遵守情况。此外，由于立场存在分歧，成员同意暂停有关

关税配额问题的讨论，以期在年底前达成协议。 

农业委员会下一次会议定于 2022 年 3 月 7 日至 8 日举行。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ri_27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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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ri_24sep21_e.htm，齐寒整理。 

 

中小微企业工作组完成 MC12 部长级宣言草案 

9 月 24 日，WTO 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宣布已为 11 月下旬

举行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敲定了部长级宣言草案。 

协调员 José Luís Cancela 大使指出，该案文已经过持续数月的多

轮讨论，现在正邀请未参加该工作小组的成员认可该宣言草案。宣言

草案表明，中小微企业工作组致力于应对中小微企业在国际贸易中所

面临的挑战，它充分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的负面影响，

并表示需要采取全球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以帮助中小微企业从疫情

中复苏。报告还评估了该小组自 2017 年 12 月第十一届 WTO 部长级

会议上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msmes_28sep21_e.htm，齐寒整

理。 

 

服务国内规制完成文本谈判，有望在 MC12 前达成协议 

9 月 27 日，服务国内规制谈判的参与者结束了基于文本的讨

论，为在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上结束谈判铺平了道路。协

调员阿里亚斯大使指出，这项协议是谈判的一个重要突破，目前最

后的工作是确定成员的承诺时间表，参与者的目标是在 MC12 之前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ri_24sep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msmes_28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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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这一进程。 

迄今为止，共有 34 份承诺表提交至 WTO，涉及 60 个 WTO 成

员。新加坡宣布加入服务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并提交了承诺表

草案，这使得参与谈判的 WTO 成员总数达到 65 个，参与方服务贸

易量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量的 90%以上。 

服务国内规制谈判下次会议定于 10 月 11 日举行。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serv_27sep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等三大机构举办新冠肺炎技术创新研讨会 

9 月 27 日，WTO、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秘书处联合举办了新冠疫苗技术创新与获取相关问题的线上

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要侧重于知识产权许可、技术转让以及专有

技术和临床试验信息的共享。 

这三大国际机构将合作开展技术创新建设讲习班，以加强新冠

肺炎期间全球发展状况与有效应对措施的信息共享，促进疫苗卫生

技术的公平获取。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ech_16sep21_e.htm，胡奋梅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serv_27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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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举办 2021 年公共论坛 

9 月 28 日，WTO2021 年公共论坛开幕，论坛将采取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举行涉及农业、数字贸易、气候变化和渔业补贴等贸易问题，

以促进公共交流，推动国际经贸合作。 

总干事伊维拉在开幕式中致辞，她表示当前许多成员仍受到新冠

疫情的影响，新冠疫苗的接种、贸易反弹和经济增长在不同国家和地

区存在不平等，贸易是经济复苏的源泉，需要发挥贸易体系的作用，

解决疫苗分配不公平问题和其他紧迫挑战，建议一个更绿色、更繁荣、

更具包容性的世界，增强对全球问题的应对能力。南非总统拉马福萨

表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需要全球团结协作，重申开放、包容的多边

主义的作用，尽快解决疫苗接种不平等问题，实现经济复苏。世界卫

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论坛中强调了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上最脆弱

人口的影响以及确保公平获得疫苗的必要性。 

29 日，论坛举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高级别会议，对 WTO 改革的

优先事项进行了讨论，包括农业、渔业补贴、特殊和差别待遇等问题，

同时讨论了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疫情持续和数字经济等问题的解决措

施。 

国际商会秘书长丹顿表示，恢复 WTO 的有效运作和发挥作用具

有重要意义，WTO 需要处理新冠疫情的相关问题，并为未来的健康

危机做好准备。丹顿同时建议 WTO 处理数字议程，并将贸易与气候

变化问题结合起来。南方中心执行主任卡洛斯强调，需要克服国际贸

易规则体系的分裂状况，并建立一个以民众的需求和利益为中心的贸

易体系。韩国贸易部长吕翰九强调了数字和高科技经济对 WTO 工作

的重要性，呼吁敲定一项电子商务协议，推动数字贸易规则加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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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的发展。尼日利亚工业、贸易和投资部长阿德巴约表示，WTO

的改革应侧重于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利益这一核心问题，确保

未来的数字贸易规则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足够的政策空间，帮助其经济

增长和发展。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f21_29sep21_e.htm，齐寒整

理。 

 

 WTO会议预报 

WTO 总理事会将举行本年度第四次会议 

10 月 7—8 日，WTO 总理事会将举行本年度第四次会议，会议

将就世贸组织谈判、电子商务工作计划、成员部分义务豁免等问题

进行讨论。 

 

TRIPS 理事会将举行会议 

10 月 13—14 日，TRIPS 理事会将举行会议，围绕疫苗等物资

知识产权义务豁免、传统知识保护、非违反之诉等问题进行讨论。 

 

WTO 将举行韩国第 8 次贸易政策审议 

10 月 13 和 15 日，WTO 将举行韩国第 8 次贸易政策审议。审

议将以韩国政府提交的贸易政策声明和 WTO 秘书处提供的贸易政

策报告为基础。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f21_29sep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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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动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见 WTO 总干事伊维拉 

9 月 22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会见 WTO 总干事伊维拉，双方讨

论了贸易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性。双方

一致认为 WTO 必须发挥关键作用，将贸易作为一种有益的力量加以

利用。 

戴琪期待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能就渔业补贴谈判、新冠

疫情的应对、WTO 的改革等方面达成有意义的协议。双方承诺在

MC12 前围绕这些问题继续对话，并保持直接沟通。 

参考资料：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网， 

https://ustr.gov/index.php/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

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world-trade-

organization-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提出新的普惠制以促进低收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9 月 22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新的普惠制 (GSP)（2024-2034 年）

立法提案。新的普惠制更加侧重于增加低收入国家的出口机会和减少

贫困，如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充分的过渡期；将产品分级门槛降低 10

个百分点，以提升最不发的国家生产商的竞争力；增加劳工权利保护

的条款等。新的普惠制也有利于欧盟利用贸易优惠创造经济机会、促

进可持续发展，并增加了在严重和系统性违规情况下取消欧盟普惠制

https://ustr.gov/index.php/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world-trade-organization-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
https://ustr.gov/index.php/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world-trade-organization-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
https://ustr.gov/index.php/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sept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world-trade-organization-director-general-dr-ngozi-okon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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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灵活度。除了已有的人权和劳工公约之外，该提案还纳入了环境和

良好治理公约。 

参考资料： 

欧委会贸易总司，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03，夏莹玉整理。 

 

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签署四周年 

9 月 21 日是欧盟-加拿大全面经济与贸易协定（CETA）签署四周

年。该协定是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几乎涵盖欧-加贸易

的所有部门和方面。欧盟委员会与加拿大欧盟商会 (EUCCAN) 合作，

于当日组织中小企业圆桌会议，以纪念 CETA 临时生效四周年。圆桌

会议期间提出的具体建议将纳入委员会对欧盟-加拿大行动计划的投

入，以帮助中小企业更好地利用 CETA。 

参考资料： 

欧委会贸易总司，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02，夏莹玉整理。 

 

英国与东盟发布联合声明 

9 月 15 日，东盟-英国经济部长首次会议后发布联合声明，重申

了建立一个开放、自由、非歧视、透明、可预测和稳定的多边贸易体

系和反腐败的原则的共同承诺。联合声明主要涉及新冠疫情后期经济

复苏、英国-东盟供应链与保持开放市场、使用国际标准的监督框架、

数字创新和技术方面的合作、对金融服务采取创新方法、应对气候变

化、坚持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中小企业发展、赋予妇女经济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03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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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等内容。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declaration、https://www.gov.u

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media-statement，刘芷君整理。 

 

英国贸易部长宣布数字贸易五点计划 

9 月 20 日，英国贸易部长在伦敦科技周演讲中公布数字贸易五

点计划，以建立一个自由和公平的数字贸易格局，帮助英国企业和消

费者蓬勃发展。 

五项计划包括：一是开放数字市场，使消费者和企业受益；二是

通过确保可信的跨境数据流，使企业进行国际贸易更简单、更经济；

三是推进高标准的消费者和知识产权保护；四是建立现代数字系统，

帮助企业在交易时完成不必要的文书工作；五是利用自由贸易协定、

G7 集团轮值主席国和 WTO 的独立发言权，推动全球贸易规则得到

更好地运用。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

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

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刘芷君整

理。 

 

英国加入 CPTPP 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declaration、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media-state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declaration、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sean-joint-media-state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london-tech-week-trade-secretary-announces-5-point-plan-for-digital-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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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8 日，英国加入 CPTPP 工作组举行第一次会议，英国将开

始与 CPTPP 的所有 11 个成员国举行首次谈判会议。本次会议将启动

一系列有关英国加入贸易伙伴关系的谈判，谈判将侧重于英国如何达

到 CPTPP 协议中规定的标准。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表示，加入 CPTPP 将为英国企业和消

费者在印太地区的发展提供机会，可以发挥英国的企业家精神和自由

贸易历史，为英国带来经济利益。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利兹表示，加入

CPTPP 意味着英国将于印太地区建立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将对英国

的贸易、投资、绿色增长、女性经济赋权产生重要意义，谈判的启动

是英国加入 CPTPP 的重要里程碑，期待在未来几周内开始谈判。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nd-cptpp-nations-formally-launch-negotiat

ions，刘芷君整理。 

 

 日本动态 

第 27 届日本-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召开 

9 月 15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梶山弘志出席了第 27 届日本-东

盟经济部长会议。会议上，日本分享了去年 7 月在日本-东盟经济部

长特别会议上提出的《日本—东盟经济复苏行动计划》的执行情况，

并提议将“日本-东盟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优先事项”作为日本和东盟双

方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 

“日本-东盟创新和可持续增长优先事项”包括四方面，一是稳步

实施日本-东盟经济强化行动计划；二是确保重点经济领域的创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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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三是在重点经济领域推广日本-东盟经济复苏行动计划。

四是以去年会议上发起的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对话（DISG）为基础，进

一步促进日本-东盟的伙伴关系。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15003/20210915003.html，刘芷君整

理。 

 

 俄罗斯动态 

俄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小组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召开 

9 月 28 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部长马克西姆·雷舍特尼科夫在

对南萨哈林斯克进行工作访问期间，主持了俄中贸易和经济合作小组

委员会第 24 次会议，中国代表团由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率领。小组

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双边贸易的具体问题，并就多边形式的互动、WTO

改革和全球气候议程交换了意见。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表示，俄罗斯将加快与中国的合作步伐。新

冠疫情以来，两国之间贸易额没有大幅下降。自今年 1 月以来，贸易

额已经增长了近三分之一。他预计，俄罗斯和中国的相互贸易额今年

可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参考资料：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vzaimnaya_torgovl

ya_rf_i_kitaya_mozhet_dostich_istoricheskogo_maksimuma_v_etom_godu.html，

刘芷君整理。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09/20210915003/202109150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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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和日本驻俄罗斯大使讨论绿色经济双

边合作的新机会 

9 月 24 日，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雷舍特尼科夫会见

了日本驻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上月丰久。双方重点讨论了双边低碳发

展合作的前景。双方还强调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开展国际合作的重

要性。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表示，俄国即将在萨哈林地区进行温室气

体排放配额和建立配额交易制度的试验，并提请注意俄日合作的新机

会，俄方主张建立一个联合国碳信用额识别机制，以有效应对气候变

化和绿化全球经济。 

参考资料：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 

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i_posol_yaponii_v_

rf_obsudili_novye_vozmozhnosti_dlya_dvustoronnego_sotrudnichestva_v_oblasti_ze

lenoy_ekonomiki.html，刘芷君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

的性质和意义 

9 月 24 日，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评论文章，对美欧贸易

和技术理事会（TTC）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分析，并对 TTC 的未来发

展进行了展望。 

6 月，美国和欧盟宣布建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以引领基于价值

https://commerce.gov.in/press-releases/brics-trade-ministers-meeting-see-new-areas-of-co-operation-gaining-traction-on-trade-in-professional-services-genetic-resources-and-consumer-protection-under-e-commerce/，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i_posol_yaponii_v_rf_obsudili_novye_vozmozhnosti_dlya_dvustoronnego_sotrudnichestva_v_oblasti_zelenoy_ekonomiki.html
https://commerce.gov.in/press-releases/brics-trade-ministers-meeting-see-new-areas-of-co-operation-gaining-traction-on-trade-in-professional-services-genetic-resources-and-consumer-protection-under-e-commerce/，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i_posol_yaponii_v_rf_obsudili_novye_vozmozhnosti_dlya_dvustoronnego_sotrudnichestva_v_oblasti_zelenoy_ekonomiki.html
https://commerce.gov.in/press-releases/brics-trade-ministers-meeting-see-new-areas-of-co-operation-gaining-traction-on-trade-in-professional-services-genetic-resources-and-consumer-protection-under-e-commerce/，https:/www.economy.gov.ru/material/news/maksim_reshetnikov_i_posol_yaponii_v_rf_obsudili_novye_vozmozhnosti_dlya_dvustoronnego_sotrudnichestva_v_oblasti_zelenoy_ekonomiki.html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3 

观的全球数字化转型，TTC 的主要目标包括扩大双边贸易投资，避免

新的技术壁垒，在技术、数字、供应链、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开展合

作等。但由于近期的美法澳“潜艇危机”，法国宣布对 TTC 第一次会

议的抵制，TTC 的顺利推进受到威胁。文章对 TTC 的性质和特点进

行了分析，认为 TTC 不同于美欧自由贸易协定，并不会涉及关税削

减、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ISDS）和农业补贴等将可能使得双方合

作关系僵化的问题，TTC 更像是一个美欧决策者与其他国家持续对话

的机构，是修复跨大西洋关系，乃至重塑全球多边对话机制的重要举

措。文章建议，TTC 在未来的会议中，应尽快就半导体、出口管制、

强迫劳动等问题达成共识，同时也应推动 WTO 争端解决机构的改革，

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只有通过积极沟通和对话，才能修复由特朗

普破坏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信任，以及巩固美欧在全球贸易和技术

方面的引领地位。 

参考资料：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what-us-eu-trade-and-

technology-council-five-things-you-need，王林越整理。 

 

美国进步中心建议推动更加公平强大的经济复苏 

9 月 23 日，美国进步中心发布评论文章，建议通过促进更高水

平的健康、公平、家庭福祉和经济复苏，更好地推动疫情后重建。 

报告称，新冠疫情严重危害了人民的健康和经济福祉，对妇女、

有色人种、残疾人和 LGBT 群体的影响最大，重建更强大和公平的未

来需要加大对影响健康和福祉的因素的投资，从稳定高质量的工作岗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wha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five-things-you-need
https://www.piie.com/blogs/trade-and-investment-policy-watch/what-us-eu-trade-and-technology-council-five-things-you-n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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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到高质量的儿童保育和教育，到粮食和住房保障，再到健康的生活

环境。报告认为，新冠疫情的复苏工作应慎重而明确地强调种族、性

别、残疾公平和环境正义，创建更加容易获得、负担得起和公平的社

会体系。 

具体地，文章提出了如下建议：第一，增加对教育体系的投资，

提供高质量、能负担得起的儿童保育和学前教育，加强教育基础设施

投资，支持低收入背景学生完成高等教育；第二，改善弱势群体的健

康保障状况，增加医疗保险覆盖面，降低医疗成本；第三，改善经济

稳定状况，为弱势群体提供稳定工作岗位，推动反贫困和经济安全计

划以减少长期和代际贫困；第四，改善社区环境和生活质量，提升污

染治理力度和气候变化适应性；第五，增加资金支持以打击社区暴力

行为，制定解决歧视和种族不平等问题的政策方案，提升政策包容性

和非歧视性。 

报告总结称，建立更好的疫后恢复政策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强大、

公平的未来，重建政策应以公平为中心，以弱势群体社区为重点，通

过教育、医疗、经济等多手段改善健康状况，促进社会福祉，强化经

济韧性。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healthcare/news/2021/09/23/504036/build-

back-better-advancing-better-health-equity-family-well-economic-recovery/，王林越

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healthcare/news/2021/09/23/504036/build-back-better-advancing-better-health-equity-family-well-economic-recovery/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healthcare/news/2021/09/23/504036/build-back-better-advancing-better-health-equity-family-well-economic-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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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呼吁增加发展中国家气候融资 

9 月 17 日，经合组织秘书长马蒂亚斯·科尔曼(Mathias Cormann)

发布关于 2019 年气候融资的声明，呼吁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

的气候融资，协助提升其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 

据经合组织最新数据显示，2019 年发达国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气候融资总额为 796 亿美元，仅比 2018 年增长 2%，增长主要来源

于多边机构提供的公共气候融资，同比增长 10%，双边公共气候融资

则呈下降趋势，较 2018 年下降 10%。在 2019 年的融资中，64%用于

气候变化缓解活动，超过一半的气候融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

能源和交通领域，其次为农业和社会基础设施，如水和卫生设施等。

在 2016-19年间，亚洲是气候融资的主要受益者，占融资总额的 43%，

最不发达国家的气候融资在 2019 年强劲增长，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则面临严峻挑战。 

科尔曼表示，虽然气候融资在 2019 年持续增长，但距离实现 2020

年筹集 1000 亿美元的目标仍有 200 亿美元，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需要为发展中国家气候行动提供资金，特别是支持贫困

国家建立抵御气候变化的能力和恢复力。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org/newsroom/statement-from-oecd-secretary-general-mathias-

cormann-on-climate-finance-in-2019.htm，王林越整理。 

 

德智库称集装箱港口持续拥堵导致全球贸易停滞 

9 月 21 日，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布贸易预测称，受

https://www.oecd.org/newsroom/statement-from-oecd-secretary-general-mathias-cormann-on-climate-finance-in-2019.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statement-from-oecd-secretary-general-mathias-cormann-on-climate-finance-in-201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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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主要集装箱货运港口的持续拥堵的影响，全球贸易发展停滞，美

欧国家的贸易预测将维持在上月同一水平。该机构称，在宁波舟山港

和洛杉矶港等主要港口等待的集装箱货船约占港口运力的 3%，中欧

间的主要海上贸易通道红海的货运量也比平均水平低约 14%。 

该机构表示，目前中国已在着力解决宁波舟山港和盐田港的交通

拥堵问题，本月的港口货运数量仍高于同期，9 月份出口同比增长

6.2%。而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欧盟出口预计将下降 0.1%，进口则将

上涨 0.7%，美国的进口和出口将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该机构预测

称，当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一局势将出现缓和迹象，可能给国际贸易的

前景蒙上阴影，并可能引发商品价格上涨和部分商品的持续短缺。 

参考资料：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kiel-trade-indicator-

092021-global-trade-stagnates-due-to-ongoing-congestion-at-container-ports/，王林

越整理。 

 

德智库称新冠疫情将对非洲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9 月 22 日，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发表研究报告，介绍

了新冠疫情对非洲经济的全面影响，并呼吁通过提升疫苗接种和减免

部分债务的方式推动非洲度过难关。 

报告称，受限于检测能力，非洲国家新冠疫情的病例和死亡人数

被极大程度地低估，虽然官方数据中，非洲死亡率优于世界其他国家

和地区，但报告数据仍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

来了巨大衰退，冲击和破坏了资本积累，当前许多非洲国家的财政和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kiel-trade-indicator-092021-global-trade-stagnates-due-to-ongoing-congestion-at-container-ports/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kiel-trade-indicator-092021-global-trade-stagnates-due-to-ongoing-congestion-at-container-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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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选择空间狭窄，高额的公共债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机会

有限和政府收入低等多方原因阻碍了非洲国家出台财政支持计划，并

可能对抗击疫情和未来发展产生长远的负面影响。报告预计非洲要到

2023 年才能恢复至疫情前的经济水平，而部分国家可能到 2025 年才

会达到这一目标。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国际社会推动疫苗的广泛接种，将非洲

的疫苗接种率提高 5%，以减轻其卫生系统和经济压力。同时，报告

建议主要债权国暂停官方债务支付，并减免部分债务，以帮助债务国

制定中期经济复苏计划，通过调动税收和提升公共部门效率以提升收

入、加快复苏。 

参考资料：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africas-economies-will-

suffer-from-the-corona-pandemic-also-in-the-longer-term/，王林越整理。 

 

伊福经济研究所分析英国脱欧对欧洲金融格局的长期影响 

9 月 24 日，德国智库伊福经济研究所发表研究文章，对英国脱

欧后欧洲地区金融格局的变动和长期影响进行了分析。 

报告称，英国在 2020 年底脱欧后，在新冠疫情等多方因素的作

用下，对金融格局的影响还未完全显露出来，但脱欧对欧洲整体金融

格局的影响将比预计的更深远。报告称，自 2020 年以来，欧洲金融

监管当局和市场参与者就出于风险厌恶制定了审慎监管和风险规避

手段，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脱欧后的金融动荡，但也意味着当前欧洲

金融格局尚未稳定，仍待缓慢而平稳的过渡。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africas-economies-will-suffer-from-the-corona-pandemic-also-in-the-longer-term/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media-information/2021/africas-economies-will-suffer-from-the-corona-pandemic-also-in-the-longer-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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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英国脱欧导致伦敦成为了其他国家的离岸金融中心，而

欧盟的单一金融服务市场并不完善，许多国家的监管和税收限制导致

欧盟内部对跨境服务条款设置了诸多壁垒。另一方面，由于退出欧洲

单一市场，英国金融公司将不再具有竞争优势，但其本身的人才储备、

基础设施和开放外向传统，将在一定程度上缓冲这一竞争力消失的影

响。报告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公共当局和市场参与者普遍将

短期风险最小化，并推迟长期决策，推动了英国脱欧的温和演变，鉴

于疫情短期内难以结束，这一影响也可能会在未来几个季度内持续。

报告建议，欧盟未来的政策应鼓励金融部门的发展，推动金融行业的

平稳脱钩，英国也应继续提升金融行业的吸引力和投资力度，保障伦

敦在金融行业的地位。 

参考资料： 

伊福经济研究所， 

https://www.cesifo.org/en/publikationen/2021/article-journal/brexit-and-european-

finance-prolonged-limbo，王林越整理。 

 

经合组织《2021 年商业和金融展望》建议加快金融行业人

工智能部署 

9 月 24 日，经合组织发布《2021 年商业和金融展望》报告，对

2021 年商业和金融领域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人工智能（AI）

应用正在逐渐发展成为行业主流，建议加快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开

发和部署，推动商业和金融向智能化、透明化、稳定化发展。 

报告称，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和应用，金融服务也

在不断转型和发展，仅 2020 年，全球金融市场在 AI 方面的支出就超

https://www.cesifo.org/en/publikationen/2021/article-journal/brexit-and-european-finance-prolonged-limbo
https://www.cesifo.org/en/publikationen/2021/article-journal/brexit-and-european-finance-prolonged-limb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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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500 亿美元，全球 AI 风险投资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进行 AI 研究

的出版物数量也持续增长。报告认为，人工智能应用为企业、投资者、

消费者和监管机构创造了绝佳的机会，可以促进交易、提高市场效率、

增加金融稳定性和包容性、改善用户体验。受到市场交易复杂性和资

金安全性的影响，金融领域对人工智能的功能诉求更加复杂，对安全

性和可信赖性的要求更高，报告提出，可解释性、透明度、问责制和

稳健的数据管理是在金融领域建立可信赖的人工智能应用的决定性

因素。可解释性将能够保证保护投资者资金安全和市场公平有序，稳

定的数据管理将有助于降低 AI 对部分人权的潜在负面影响，问责制

和高透明度有助于限制反竞争行为。 

报告最后建议政府加强对金融领域 AI 的监管，确保金融市场的

开放性、公平性和透明度，并建立适当的预警和应急机制以抵御潜在

的恶意行为和风险，推动未来金融和商业市场与数字科技高度融合，

提升效率和经济效益。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ba682899-

en/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ba682899-en，王林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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