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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总理事会决定无限期推迟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 

受新冠疫情变异毒株影响，多国采取旅行封锁措施，11 月 26 日，

WTO 总理事会同意推迟即将召开的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MC12）。 

 WTO 发布《2021 年世界贸易报告》 

11 月 16 日，WTO 发布《2021 年世界贸易报告》，报告围绕“经

济韧性与贸易”，探讨了世界贸易体系在危机中既脆弱又具有韧性的

原因，为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韧性以应对未来变化提出了建议。 

 WTO 总理事会散发 MC12 成果文件草案 

11 月 17 日，总理事会散发 MC12 成果文件草案。成果文件整

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框架内容包括部长会召开背景、世贸组织

面临的挑战及重要作用、世贸组织改革等；第二部分由单独的决议

与工作计划构成，涉及议题包括渔业补贴、农业、疫情应对、电子商

务等内容。下一步成员将以此为基础进行密集磋商。 

 美欧日举办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1 月 17 日，美国、欧盟和日本举行三国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联

合声明，宣布将延续三方伙伴关系盟约，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

贸易行为”。声明表示三方将在未来几周开始工作，并将在 MC12 期

间举行面对面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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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WTO 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贸易增长放缓 

11 月 15 日，WTO 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继疫情后的

大幅反弹后，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正逐步放缓，主要原因在于关键行业

的生产和供应中断，以及进口需求降低抑制了贸易增长。最新的晴雨

表读数为 99.5，接近基线值 100，表明贸易增速正逐渐贴近平均趋势。 

在贸易增速放缓前，8月份晴雨表读数曾创下110.4的历史新高，

既反映了贸易复苏的力度，也反映了疫情对贸易冲击之深。近期货物

贸易供应端遭受的各种冲击，例如今年上半年进口需求激增引发的港

口阻塞，以及汽车和半导体等贸易商品的生产中断，导致了本期晴雨

表读数的下降。与此同时，货物贸易需求也在减缓，全球出口订单呈

现下降趋势，进口需求下降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港口拥堵局面，

但如果集装箱吞吐量仍保持或接近历史高点，对货物积压和延误问题

的解决将收效甚微。 

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贸易的前景继续受较大的下行风险所影响，

包括区域间差异、服务贸易持续疲软以及疫苗接种率滞后等。新冠疫

情仍是贸易前景的最大威胁，新的感染浪潮很容易破坏当前的贸易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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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势头。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oi_15nov21_e.htm，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总理事会决定无限期推迟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 

11 月 26 日，WTO 总理事会同意推迟即将召开的第十二届部长

级会议（MC12），主要原因在于受新型变异毒株的影响，许多国家采

取旅行限制措施，多国代表无法参会，会议难以照常召开。 

总干事伊维拉表示，推迟召开 MC12 是一个艰难的建议，但作为

WTO 总干事，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参会者的健康和安全，需要保持

谨慎的行事方式。成员一致支持总理事会的建议，并承诺将继续努力

减少在疫情应对和渔业补贴谈判等关键议题上的分歧。总干事伊维拉

和总理事会主席卡斯蒂略敦促各代表团维持近几周形成的谈判势头。

本次推迟是新冠疫情引发的第二次会议推迟，会议原定于 2020 年 6

月在哈萨克斯坦努尔苏丹举行。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mc12_26nov21_e.htm，齐寒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oi_15nov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mc12_26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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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成员完成《贸易便利化协定》审议 

11 月 26 日，WTO 成员完成了《贸易便利化协定》（TFA）的审

议，这是该协议自 2017 年生效以来的首次审议。审议报告评估了成

员在执行 TFA 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遇到的挑战。 

WTO 贸易便利化委员会主席 Christopher O'Toole 表示，完成审

议是贸易便利化委员会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成员们在过去六个月里进

行了紧张的工作，回顾了过去四年取得的重大进展，同时也认识到各

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面临的挑战。主席同时表示，委员会应着

眼于未来，提出若干方法以强化工作，为未来的工作计划奠定了良好

基础。 

审议报告指出，许多成员及时提交了确定执行时间表，成员提交

的通报表明，目前 TFA 实施承诺的比率为 70.5%，履行承诺最高的五

项措施是装运前检查、货物流动、扣押、使用报关行和货物临时入境；

承诺执行率最低的五项措施是风险管理、边境机构合作、化验程序、

授权运营商和单一窗口。报告同时强调，新冠肺炎对所有成员的海关

程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最不发达成员在履行通报义务方面也持

续面临挑战。 

委员会在报告中提出了进一步工作的建议，包括鼓励捐助方和合

作伙伴在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合作，加强对执行时间表的监

测，以及为政府机构编写最佳措施报告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ac_26nov21_e.htm，齐寒整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ac_26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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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国内规制谈判完成在即 

11 月 18 日，参加服务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的 WTO 成员完成

了 MC12 的筹备工作，为 MC12 取得积极成果铺平了道路。菲律宾加

入谈判工作，成为第 66 个参与成员。 

参与谈判的成员提交了承诺时间表，概述了如何将服务国内规制

新纪律纳入其现有承诺，所有成员计划在授权程序中加入性别非歧视

原则，这是 WTO 谈判文本中首次包含此类条款。 

服务国内规制的新规旨在减少与许可证要求、程序资格要求及技

术标准等有关的措施可能造成的贸易限制，为服务贸易创造更有利的

环境。谈判协调人 Jaime Coghi 赞扬了与会者的建设性参与，本着解

决问题、灵活和妥协的精神互相倾听，并创造了 24 年来的第一个服

务成果。预计在该议题将在 MC12 达成宣言，宣布谈判结束。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18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投资便利化谈判计划于 2022 年底结束文本谈判 

11 月 24 日，WTO 成员参加投资便利化（IFD）谈判会议，结束

了“非常富有成效的一年”，并设定了在 2022 年年底结束文本谈判的

目标。11 月 30 日将举行关于 IFD 的部长级会议，评估自 2020 年 9

月开始谈判以来取得的实质性进展，并为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提供指

导。阿尔巴尼亚、格鲁吉亚和所罗门群岛宣布决定共同发起部长级联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18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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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声明。 

谈判协调人 Mathias Francke 赞扬了谈判启动以来成员们所做的

工作，感谢成员们的建设性参与和积极的精神，并表示谈判文本的第

五次修订将是明年谈判的基础，并为在 2022 年底结束文本谈判设立

了雄心勃勃的目标。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infac_24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农业谈判主席介绍修订后的谈判文本 

11 月 23 日，WTO 农业谈判主席 Gloria Abraham Peralta 大使散

发了谈判文本修订版，表示该文本是“一个平衡和现实的一揽子方案”，

能够获得所有成员的支持，并协助取得所有成员都可能接受的成果，

如果成员能够继续做出承诺，体现善意和灵活性，谈判圆满成功胜利

在望。 

主席同时强调，尽管成员们积极参与，但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并未

取得预期进展，修订后的文本反映了当前的现实状况，成员们在一些

关键问题上存在分歧。主席提醒成员们牢记共同的决心和承诺，在

MC12 上就粮食和农业贸易谈判取得成功，这一成功将表明，WTO 成

员可以共同努力实现在粮食和农业上的共同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目

标，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等挑战。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infac_24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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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ng_23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渔业补贴谈判主席提交协定草案 

11 月 24 日，渔业补贴谈判主席 Santiago Wills 大使向部长们提交

协定草案修订版。主席表示当前的草案反映了成员们的持续努力，并

认为这是最有可能达成共识的方式，草案标注了成员分歧以及部长们

需要关注的领域。主席同时表示，根据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相关谈判已逾期一年，目前成员们不同立场和利益已经得到了较为充

分的阐释。有害的渔业补贴对海洋的威胁逐年增加，也会威胁人民生

计和粮食安全，但目前有理由保持乐观，一项惠及地球和人类的渔业

补贴协议已胜券在握，这也是重建对多边主义信任、就 21 世纪新规

则谈判取得成功的机会，也将是可持续发展的一大进步。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ish_25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土库曼斯坦正式申请加入 WTO 

11 月 24 日，土库曼斯坦提出加入 WTO 的正式申请。申请将提

交至 MC12 上进行审议并决定。土库曼斯坦表示希望通过加入 WTO

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并推动本国经济多样化。伊维拉对土库曼斯坦申

请加入 WTO 这一历史性决定表示欢迎。 

参考资料：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gng_23nov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ish_25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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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cc_25nov21_e.htm，齐寒整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WTO 总理事会散发 MC12 成果文件草案 

11 月 17 日，总理事会散发 MC12 成果文件草案（RD/GC/17*）。

成果文件整体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框架内容包括部长会召开背景、

世贸组织面临的挑战及重要作用、世贸组织改革等；第二部分由单独

的决议与工作计划构成，涉及议题包括渔业补贴、农业、疫情应对、

电子商务等内容。下一步成员将以此为基础进行密集磋商。 

 

关于塑料污染与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的 MC12 部长级声明 

11 月 22 日，世贸组织散发成员提交的关于塑料污染与环境可持

续塑料 MC12 部长级声明（WT/MIN(21)/8）。中国、欧盟、俄罗斯等

成员参与联署。声明强调贸易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气候挑战、减

少污染与生物多样性损失等方面的作用，进一步阐述了塑料污染的严

重影响。基于成员当前所做工作进展与共识，声明就下一步采取行动

减少塑料污染、加强国际合作、分享经验与最佳实践提出了相关具体

举措。 

 

关于小经济体工作计划的 MC12 部长级决议草案 

11 月 23 日，世贸组织散发小经济体工作计划 MC12 部长级决议

草案（WT/MIN(21)/W/3）。决议草案肯定小经济体工作计划迄今取得

的进展，包括降低贸易成本、吸引投资、应对自然灾害等。未来将继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cc_25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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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通过专门会议讨论成员提案，并由总理事会指导相关委员会作出回

应。成员将还将指导秘书处收集相关信息，以便进一步推动讨论。贸

易与发展委员会将继续跟进工作进展并作出回应，帮助小经济体更好

融入多边贸易体制。 

 

关于 TRIPS 非违反之诉和情景之诉的 MC12 部长级决议草

案 

11 月 23 日，世贸组织散发关于 TRIPS 非违反之诉和情景之诉的

MC12 部长级决议草案（WT/MIN(21)/W/4 ）。决议草案指出 TRIPS 理

事会根据“关于 TRIPS 非违反之诉和情景之诉的总理事会决议

(WT/L/1080) ”及当前已开展工作，将继续审查非违反之诉与情景之

诉的范围与模式，并向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提出建议。在此期间，成

员承诺不在 TRIPS 协定项下发起有关诉讼。 

 

喀麦隆关于主办世贸组织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的申请 

11 月 25 日，世贸组织散发喀麦隆关于主办世贸组织第十三届部

长级会议的申请（WT/MIN(21)/W/6）。喀麦隆表示，主办部长会符合

其促进发展、使非洲大陆融入世界贸易与经济的承诺与期望。在符合

有关规则与程序的前提下，喀麦隆将申请主办第十三届部长级会议，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其顺利举行。 

 

美欧日等成员关于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 MC12 部长级决议

草案 

11 月 26 日，世贸组织散发美欧日等成员提交的关于电子商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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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计划的部长级决议草案（WT/MIN(21)/W/7）。决议草案同意根据现

有授权，继续在电子商务工作计划框架下开展工作，由总理事会进行

阶段性审议并向下一届部长级会议报告。决议草案还同意将电子传输

免征关税延期至世贸组织第 13 届部长级会议。 

 

印度、印尼、南非关于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 MC12 部长级

决议草案 

11 月 26 日，世贸组织散发印度、印尼、南非联合提交的关于电

子商务工作计划的部长级决议草案（WT/MIN(21)/W/8）。决议草案强

调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面临的数字鸿沟、全球电子商务利益获

得不均等问题，基于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的重要性以及发展中成员的实

际需要，决定重振电子商务工作计划，特别是其中的发展议题。有关

工作实施进展将由总理事会进行阶段性审议，并向下一届部长级会议

报告。 

 

印度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 MC12 部长级决议草案 

11 月 25 日，总理事会散发印度提交的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部长

级决议草案（JOB/GC/287）。决议草案就改进世贸组织职能提出建议，

包括强化谈判功能、便利发展中成员参与、确保包容与透明、回应争

端解决机制面临挑战等；草案还提出有关成果应遵循的原则，包括不

得改变或影响成员在协议和授权下的权利和义务、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的目标与原则、确保发展中成员平等参与并保障其政策空间等。 

 

WTO 和 OECD 联合发布服务国内规制新规经济效益研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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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 

11 月 26 日，WTO 与 OECD 联合发布一份政策报告，重点介绍

了服务国内规制新规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报告显示，由于流程简化

和透明度提升，全球服务贸易成本将可能每年节约 1500 亿美元，其

中金融、商业、通信和运输服务的成本降低尤为突出。 

本次服务国内规制倡议的参与成员共有 67 个，覆盖全球服务贸

易的 90%。研究显示，本次新规实施将产生多方面积极影响：一是改

善商业环境，通过提高监管框架的透明度、效率和可预测性，解决影

响企业和供应商在国外市场经营的实际挑战。二是降低贸易成本并带

来其他贸易利益，新规的实施将提高服务贸易的价值，提升全球价值

链的参与度。三是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推动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改革，

为小型企业提供贸易机会。四是为参与者之外的群体创造收益，来自

所有 WTO 成员的出口商在与该联合倡议的参与者进行贸易时，也将

受益于监管条件的改善进而产生正向收益。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26nov21_e.htm，齐寒整

理。 

 

WTO 发布《2021 年世界贸易报告》 

11 月 16 日，WTO 发布《2021 年世界贸易报告》，报告围绕“经

济韧性与贸易”这一主题，探讨了世界贸易体系在危机中既脆弱又具

有韧性的原因，分析了贸易如何帮助各国强化抵御经济冲击的能力，

并为提升世界贸易体系的韧性以应对未来变化提供了建议。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26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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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出，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体系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

对全球供应链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2020年，

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价值降低了 9.6%，全球 GDP 降低了 3.3%，是二

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事实证明，全球贸易体系比预期更具韧

性，尽管疫情在最初严重扰乱了国际贸易流动，但供应链迅速调整适

应，货物跨境流动恢复，许多经济体开始复苏。疫情期间，全球贸易

体系通过促进关键医疗用品、食品和消费品的获取及支持经济复苏来

帮助各国抗击疫情。据 WTO 预测，全球经济产出在 2021 年预计增

长 5.3%，货物贸易将增长 8%，服务贸易则持续低迷。 

报告传达了三方面信息，一是当今以深度贸易联系为特征的全球

经济使世界更容易受到冲击，但在受冲击时也更具韧性；二是旨在通

过打破贸易一体化以提高经济韧性的政策，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并

降低经济韧性；三是增强经济韧性需要更多的多边和区域合作。 

报告同时指出，尽管贸易和贸易政策可以在建立和提升经济韧性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仍具有一定局限性。鉴于风险和冲击的广泛性

以及经济弹性的跨领域性质，加强 WTO 与专门研究经济韧性方面的

国际和区域组织之间的合作势在必行。而风险预防、救灾、公共卫生、

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金融稳定是促进建立和提升经济韧性的关键。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r_16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等机构联合发布《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wtr_16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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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6 日，WTO、亚洲开发银行(ADB)、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全

球价值链研究院等机构联合出版了《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 2021：超越

制造》研究报告，报告详细介绍了全球价值链的最新发展趋势，阐述

了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对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作用。 

报告称，全球价值链在支持疫后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满足粮食和基本医疗用品需求方面显示了充分的韧性。总干事伊维

拉在报告前言中表示，全球价值链是经济复苏的重要驱动力，了解价

值链的价值创造和共享机制，对于确保每个人能够公平地共享贸易收

益至关重要。本报告开辟了一个全新领域，即对制造品以外的全球价

值链进行分析，详细说明了全球价值链的附加值是如何通过服务和知

识产权等无形产品产生的。报告指出，服务业全球价值链的崛起为发

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了新

的机会。报告建议政府加大对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加强工人

培训，使得全球价值链更具弹性，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环境和网络

风险。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ubl_15nov21_e.htm，胡奋梅整

理。 

 

 

 美国动态 

美国与印度达成数字服务税协议 

11 月 24 日，美国与印度达成数字服务税协议，该协议在经合组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publ_15nov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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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全球数字税协议第一支柱全面实施前的过渡期内达成。 

该协议与先前美国与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土

耳其签订的协议一致并适用相同的条款。根据该协议，在过渡期内，

印度对美国公司在印度产生的电子商务服务费将递减其未来税收，作

为回报美国将终止 301 调查中对印度征收的附加税。美国贸易代表戴

琦对与印度达成数字服务税协议表示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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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ustr-welcomes-agreement-india-digital-services-taxes，夏莹

玉整理。 

 

美日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11 月 17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日本外务省和日本经济产业

省宣布建立新的美日贸易伙伴关系。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称，美日贸易伙伴关系将深化两国间的合作，

支持拜登政府强化印太地区的经济框架，并帮助制定弹性包容可持续

且有竞争力的贸易政策。 

两国合作之初的重点领域将包括在区域和多边贸易相关论坛上

进行合作，解决与劳工和环境相关的优先事项，建立数字生态系统以

及贸易便利化等问题。美日贸易伙伴关系的初期会议将于 2022 年初

举行，并定期举行会议，以推进在广泛问题领域开展合作的共同议程，

解决双边贸易问题。 

参考资料：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ustr-welcomes-agreement-india-digital-services-taxe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ustr-welcomes-agreement-india-digital-services-tax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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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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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ases/2021/november/united-states-and-japan-announce-formation-us-japan-

partnership-trade-0，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就自由公平贸易和企业的重要性发表讲

话 

11 月 19 日，英国国际贸易部长 Anne-Marie Trevelyan 在政策研

究中心就自由公平贸易和企业的重要性发表讲话。她表示，当前全球

面临着诸多挑战：保护主义正破坏全球贸易和增长，供应链中断导致

通货膨胀，新冠疫情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在这一背景下，

世界需要改革和建立更自由和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Trevelyan 表示，英国是世界第二大服务出口国，也是数字技术服

务的第五大出口国。英国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建立更牢固的贸易关系，

以实现贸易自由化和开放市场，打破市场准入壁垒，积极主动地应对

国家安全和经济韧性面临的风险，积极寻求解决扭曲市场的做法。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delivers-speech-on-

free-trade-at-centre-for-policy-studies，刘芷君整理。 

 

英国承诺将推动达成贸易和卫生领域的多边成果 

11 月 18 日，英国参加 TRIPS 理事会并发言，对参与知识产权谈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united-states-and-japan-announce-formation-us-japan-partnership-trade-0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united-states-and-japan-announce-formation-us-japan-partnership-trade-0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united-states-and-japan-announce-formation-us-japan-partnership-trade-0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wto-trade-policy-review-of-china-uk-statement，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delivers-speech-on-free-trade-at-centre-for-policy-stud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wto-trade-policy-review-of-china-uk-statement，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delivers-speech-on-free-trade-at-centre-for-policy-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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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成员的建设性讨论表示感谢，并表示将继续举行双边对话，以寻求

务实的解决方案。英国表示，成员一致认为需要在 MC12 上取得贸易

和卫生成果，以促进疫苗生产和推动疫苗公平分配。在抗击疫情方面，

英国强调国际知识产权框架的作用，包括利用 TRIPS 的灵活性和广

泛的贸易和非贸易举措，扩大和改善疫情相关医疗商品的准入。针对

新冠疫情的反复情况，英国呼吁成员增进关注，确保疫苗生产和管理

的公平性，以确保能够治疗和预防新冠疫情，英国也承诺将继续支持

各类应对措施，努力在 MC12 上取得贸易和卫生方面的多边成果。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to-trips-council-november-2021-uk-

statement，刘芷君整理。 

 

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数字贸易最新报告 

11 月 26 日，英国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新的数字贸易报告，报

告概述了数字贸易为促进英国出口、加速经济增长和在英国各地创造

高薪就业机会带来的巨大机遇。 

英国政府正尝试在新的贸易协定谈判中加入突破性的数字条款，

并带头解决国际线上贸易中的保护主义问题，以造福英国企业和消费

者。推进数字贸易有助于提高工资水平，数字行业的员工收入比英国

平均水平高出约 50%。随着英国国际贸易出口的扩大以及北爱尔兰贸

易和投资的启动，国际贸易部长将鼓励企业利用这一支持，以进一步

释放北爱尔兰的出口潜力。 

参考资料：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to-trips-council-november-2021-uk-statemen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wto-trips-council-november-2021-uk-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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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igital-trade-key-to-unlocking-opportunities-

of-the-future，刘芷君整理。 

 

 日本动态 

美欧日举办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 

11 月 17 日，美国、欧盟和日本举行三国贸易部长会议并发表联

合声明，宣布将延续三方伙伴关系盟约，共同应对“第三国的非市场

贸易行为”。声明同时表示三方将在未来几周开始工作，并将在 MC12

期间举行面对面会谈。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7005/20211117005.html，刘芷君整

理。 

 

美日宣布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 

11 月 17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与美国贸易代表戴琦

举行了会谈，就日美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两国间的通商合作和全球性

战略进行了讨论，并宣布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以促进在劳工、环

境和数字贸易问题上的合作。戴琦正在东京会晤日本新政府阁员，她

指出，美日贸易伙伴关系的初期会议将于 2022 年初举行，并定期举

行会议。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igital-trade-key-to-unlocking-opportunities-of-the-futu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digital-trade-key-to-unlocking-opportunities-of-the-future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0/20211022008/20211022008.html，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7005/202111170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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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7007/20211117007.html，刘芷君整

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举行电话会议 

11 月 18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与欧盟委员会负责

经济事务和贸易的执行副主席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电话会议。会议

就建立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贸易和经济等领域的相

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双方同意继续深化日本和欧盟的多领域合作。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8003/20211118003.html，刘芷君整

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与 WTO 总干事举行电话会议 

11 月 22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与 WTO 总干事伊维

拉举行了电话会议，双方就 WTO 改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萩生大

臣高度肯定了总干事伊维拉上任以来的领导能力，并就推进 WTO

改革和推动 MC12 圆满召开交换了意见，会后双方发表了联合声

明。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22006/20211122006.html，刘芷君整

理。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7007/20211117007.html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18003/20211118003.html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1/11/20211122006/20211122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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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称美国应从 1970-2020 年半个世纪产

业政策中吸取教训 

12 月 1 日，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公布了由其研究员 Gary 

Clyde Hufbauer 等撰写的长达 110 页的研究报告《1970-2020 年美国

产业政策 50 年的评分》（Scoring 50 Years of US Industrial Policy, 

1970–2020），认为过去 50 年美国的产业政策喜忧参半，以补贴新一

代半导体研发生产为标志，当前美国产业政策又卷土重来。主要观点

如下： 

一、美国重新实施产业政策。 

报告说，尽管美国立法者在几乎所有事情上都存在分歧，但国会

似乎已准备好批准一项法案，以支持新一代半导体的研究、开发和生

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半导体法案，部分是为了应对供应链短缺，

因为这阻碍了美国汽车生产和其他产业，部分是由于担心中国在高科

技行业占主导地位。这些措施以及法案标志着美国产业政策回归——

政府支持培育有利的经济部门。 

二、美国产业政策的代价较大。 

报告评估了过去 50 年寻求不同产业目标的 18 个引人注目的

产业政策实施案例，旨在评估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行业是否在全球具有

竞争力，是否以合理的成本为纳税人和消费者创造了就业机会，以及

技术是否通过政府援助得到进步。 

美国产业政策对老龄产业的进口保护很少见效，但研发补贴已达

到目标。一方面，产业政策创造或挽救的就业机会往往需要高昂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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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瞄准一家企业承担这一使命很少能成功。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可以

吸引世界一流的外国公司到美国投资。 

三、美国产业政策曾经喜忧参半。 

报告研究表明，美国产业政策在应用于整个行业以补贴研发时效

果最好。一个成功案例是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产业

补贴获得成功，推动了军事技术发展，并在 1990 年以来的几十年里

为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巨头铺平了道路，包括脸书、亚马逊、苹果、奈

飞和谷歌。当前拜登政府正在复制这一做法。另一个成功案例是 1960 

年代推出的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在接下来的 60 年里，它吸引了

数千家科技公司来到这个曾经是农村地区。 

美国产业政策失败案例包括保护美国钢铁工业和支持能源公司

涉足太阳能电池的努力。事实证明，美国 Solyndra 能源公司发明的铜

铟镓硒（CIGS）薄膜无法与多晶硅薄膜匹敌，未能推进太阳能技术，

而是被其他进步所取代。尽管有联邦贷款担保，Solyndra 还是于 2011 

年 9 月申请破产。另一家公私联合体的美国半导体企业 1987 年至

1997 年间最多取得了一定程度成功，当时它降低了下一代芯片小型

化所需的研发成本，并将周期缩短至两年。最终，许多领先的美国公

司将他们的制造工厂迁往国外。 

四、美国产业政策在具体行业的表现不一。 

1990 年代，美国产业政策的减税和补贴措施吸引奔驰汽车公司

在阿拉巴马州万斯设立了一家装配厂。到 2019 年，奔驰公司在美国

市场份额增加到 2%。威斯康星州对富士康公私的产业政策支持同样

有望在以合理的成本创造当地就业机会方面取得适度成功。 

美国产业政策涉及支持钢铁、纺织和服装、汽车、半导体和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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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电池板等产业的贸易措施（如反倾销）喜忧参半。对钢铁、纺织品

和服装、半导体和太阳能电池板的保护并没有创造可以满足外国竞争

的美国产业，这些产业没有大幅度推进技术前沿。对于钢铁、纺织品

和服装而言，消费者成本高得惊人。教训是进口保护很少有回报，它

给下游产业带来了高成本，对技术进步的贡献很小，无法推动美国企

业具有出口竞争力。 

五、美国产业政策提供研发补贴和联邦层面效果较好。 

报告说，研发补贴在鼓励竞争性方法并遵循科学和工程专家的广

泛指导时效果最佳，这些专家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通过接受赠

款或其他方式的鼓励，从事有前途但高风险的研发。佛罗里达州生物

技术中心和北卡罗来纳三角研究园，都证明了这种产业政策模式的有

效性。幸运的是，目前正在国会审议的法案正在考虑税收抵免或政府

赠款的方式。 

从州层面看，在一个州创造的工作对纳税人来说成本高昂，而且

往往以牺牲在另一个州创造的可比工作为代价。从联邦层面看，创造

就业机会的政策要好得多，比如在职培训和所得税抵免。 

报告认为，美国政策制定者应该警惕指定一家公司来推进技术，

没有发现任何有补贴的单一公司取得成功。先进技术汽车制造

（ATVM）计划表明，一开始就为多家企业提供资金要好得多。新冠

疫苗速生计划（Operation Warp Speed）是非常成功的模式，这生动展

示了美国的竞争优势。 

参考资料： 

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scoring-50-years-us-industrial-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scoring-50-years-us-industrial-policy-197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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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1970-2020。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 WTO 改革的迫切需要 

11 月 17 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评论文章，对 WTO 当

前存在的问题和改革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并从立法、争端解决和执

行三个层面提出了改革建议。 

文章称，新冠疫情证明，保持国际市场开放对于有效应对疫情和

确保强劲可持续的复苏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贸易对于疫苗的全球生产

和交付、维护全球人民生命安全至关重要。面临当前的国际形势，需

要更加深入的国际合作，实施更多的贸易便利化措施。文章认为虽然

疫情期间 WTO 秘书处积极地提供透明度和贸易政策信息，但各成员

集团提供了最直接和积极的贸易应对政策。在即将到来的 MC12 上，

WTO 有望达成一项应对当前和未来疫情的宣言，同时也将考虑欧盟

和巴西提出的关于启动 WTO 改革进程的提案。文章认为，为了使

WTO 更加有效，成员必须推动系统性改革，从立法、争端解决和执

行三大关键职能开始，恢复 WTO 的作用和角色，具体包括通过谈判

解决紧迫问题、在具有约束力和普遍接受性的框架内解决争端，以及

由一个强大、敬业和积极主动的秘书处提供服务等。 

针对 WTO 的立法职能，文章认为需要扩大 WTO 所涵盖问题的

范围并更新现有规则，为规则制定职能注入新的活力。文章建议首先

通过诸边协议建立新的规则，为中小企业、服务国内规制、国际投资、

数字贸易等关键领域开辟谈判和前进的道路。争端解决层面，文章认

为在争端解决过程中，需要辅以充分运作的立法职能，弥补争端解决

规则和机制的漏洞，并提供有效的成员监督。执行层面，文章建议秘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iie-briefings/scoring-50-years-us-industrial-policy-197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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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更具前瞻性，有效识别未来挑战，为 WTO 改革提供合理的建议，

并向成员国提出行动建议。同时建议总干事和秘书处推动谈判僵局的

破解，敦促成员遵守义务，更有效地管理本组织。文章总结称，WTO

应强调和扩大其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价值观，建立信任，推动实现和

平、稳定和福祉。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olff-2021-11-17.pdf，王林越整

理。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建议从非洲入手重塑多边主义 

11 月 7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评论文章，强调应转变援

助思路和模式，解放非洲经济发展和合作潜力，推动多边主义更公平

地重建。 

文章称，非洲大陆正经历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重要阶段，由于疫

情期间封锁限制的影响，非洲经济体经历了严重衰退，政府卫生预算

增加，偿债和收入能力不足导致的财政压力增长，同时极端暴力主义

仍在部分地区肆虐。除了非洲外，全球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

多边贸易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目前的制度体系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今

世界的人口、经济和政治现实，报告建议以非洲和其他低收入经济体

为中心，推动多边主义的重塑，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强大的多边体系。 

具体地，文章提出了三方面建议，一是转变对非洲地区的援助模

式，当前高收入国家与非洲国家的双边经济关系，以及多边开发银行

与非洲的接触主要停留在人道主义援助层面，而对外援助模式存在一

https://www.piie.com/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olff-2021-11-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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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结构性缺陷，新冠疫苗的分配正体现了这一问题，腐败和非法资

金流动扭曲了当前的援助意义和成效。第二，充分考虑低收入国家和

中等收入国家的优先事项。将上述地区的发展计划纳入全球发展议程

和优先事项，充分关注上述地区的发展。第三，加强非洲与全球其他

机构的长期合作。建立非洲国家与全球重要国际机构的长效合作机制，

全面推动非洲地区的经济改革。报告总结称，当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

建立符合本世纪人口、经济和政治现实的多边主义，从非洲等低收入

地区入手，将更好更公平地重塑多边主义。 

参考资料：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https://www.politics-dz.com/en/to-remake-multilateralism-start-with-the-role-of-

africa/，王林越整理。 

 

兰德公司建议利用绿色债券投资提升气候韧性 

11 月 24 日，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对气候韧性的内涵和重要

性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可以利用绿色债券融资推动气候韧性的建立和

提升。 

报告称，COP26 峰会强调了气候适应能力作为全球关键政策目

标的重要性，伴随政府、企业和其他经济实体寻求资本以提升其气候

韧性目标，绿色债券将可能发展成为吸引和利用私人融资的新机会，

并推动当地市场支持公共气候韧性举措。当前投资者对绿色债券投资

的兴趣日益高涨，绿色债券将可能成为一个关键资本来源，协助推动

能源、土地、生态系统、基础设施的转型，并建立应对气候变化的韧

性。 

https://www.politics-dz.com/en/to-remake-multilateralism-start-with-the-role-of-africa/
https://www.politics-dz.com/en/to-remake-multilateralism-start-with-the-role-of-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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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气候韧性的内涵进行了分析，认为气候韧性是一个不断演

变的过程，气候韧性的提升受到地理位置、建筑环境和价值观念等多

种因素影响，气候韧性项目的范围既可以是基础设施也可以是系统建

设。由于气候韧性对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利用绿色债券强化气候韧

性的关键因素是制定和应用适当的标准来衡量、监测和评估绿色债券

的影响。报告称，当前越来越多的地区、部门和中央银行发布了绿色

债券评估指南，但往往缺乏对气候韧性的关注，且评估信息完整性低，

未来需要调整评估流程和方向，以更好地反映气候韧性目标和评估绿

色债券伴随时间发展而产生的影响变化。为更好地发挥绿色债券投资

对气候韧性的积极作用，报告建议在未来绿色债券投资时更多地关注

和应用气候原则，加强气候科学、政策制定和金融等领域的合作，加

强本领域的研究以取得更加有效的进展。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1/more-than-green-leveraging-green-bonds-to-

invest-in.html，王林越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主权债务对非洲复苏的影响 

11 月 23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评论文章，对主权债

务对非洲新冠疫情后复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从非洲国家、区域和

国际社会等多个层面提出了解决建议。 

文章称，新冠疫情缩减了非洲的财政空间，增加了其偿债困难和

债务需求，资本外逃增加而资金投入锐减，使得非洲的经济复苏和发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1/more-than-green-leveraging-green-bonds-to-invest-in.html
https://www.rand.org/blog/2021/11/more-than-green-leveraging-green-bonds-to-invest-in.html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8 

展面临严重困境。在这一背景下，部分国家提出采取新的债务重组方

法，重新解释主权风险并审视国际清算银行的要求对贫穷国家的影响。

文章认为，当前信用评级体系经常强加不成文的政治标准，很大程度

上低估了大多数非洲经济体的规模和其经济表现，进一步增加了非洲

主权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尽管全球不断承诺千年发展目标、可持续

发展目标和气候变化治理，但非洲国家仍然难以获得融资优惠，阻碍

了非洲国家实施缓解流动性压力的相关措施。 

在这一背景下，报告建议非洲相关机构发挥作用，非洲经济委员

会应以非洲进出口银行贷款为担保，牵头建立回购市场，降低借贷成

本，并通过发行非洲主权债券提升投资额度。另一方面，通过建立非

洲大陆自由贸易区、改革区域性机构重建投资者对非洲发展的信心和

决心，加强能源等战略领域的合作，加快气候融资的扩张。同时，国

际社会也应当担负起相应责任，为非洲决策者提供财政和政策空间，

帮助其寻求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1/sovereign-debt-impeding-africas-covid-19-

recovery，王林越整理。 

 

经合组织呼吁政府将提升民众福祉纳入复苏政策 

11 月 25 日，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对新冠疫情对人们工作生

活和社会福祉产生的深远影响进行了分析，呼吁政府将工作重点转移

至提升民众福祉上。 

报告对新冠疫情对经合组织福祉框架中的 11 个维度的影响进行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1/sovereign-debt-impeding-africas-covid-19-recovery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1/sovereign-debt-impeding-africas-covid-19-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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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分析，并考虑了维持福祉的经济、人力、社会和环境资源存量的影

响。报告显示，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5 月期间，经合组织国家平

均死亡人数与前四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6%，人们抑郁和焦虑程度不断

上升，孤独感和与社会脱节感日益增强。虽然政府的迅速反应维持了

2020 年家庭平均收入，遏制了失业潮，但仍有 14%的工人认为将可

能在三个月内失业，约近三分之一的人表示遇到经济困难。报告认为，

新冠疫情加剧了当前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挑战：少数民族工人的失业

可能性更高，不同种群和族裔的心理健康差距拉大，少数民族社区新

冠疫情的死亡率是其他群体的两倍以上，年轻人在心理健康、社会联

系和生活满意度方面经历了最大的下降，并面临着工作中断影响和不

安全感。 

在上述情况下，报告认为政府应将工作重点从经济复苏转移到人

民福祉上，关键目标是提升家庭，特别是受到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家

庭的工作和财政保障，重点关注弱势群体、青年、妇女和低技能群体，

采取跨政府方式提升处境最为不利的儿童和青年群体的福祉。报告同

时强调，提升民众生活水平和机会平等的行动需要在绿色经济的背景

下进行，公共政策需要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

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和经济社会目标结合起来。报告表示，新冠疫

情后，自然、人力和社会资本需要重建，应解决弱势群体学习技能方

面的不平等，提升其数字能力以获取高质量工作机会，同时需要建立

促进合作的规范、共同价值观和制度，以重建机构信任和人际信任。

报告表示，加强信任是人们重新融入社会和支持机构的关键，通过重

建信任，民众福祉将在当今和未来都得到改善。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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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org/newsroom/data-show-how-the-covid-19-pandemic-has-hit-all-

aspects-of-peoples-well-being.htm，王林越整理。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评估欧盟经济复苏强度 

11 月 15 日，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对欧盟在新冠疫

情后的经济复苏情况进行了整体分析，并将之与美国的经济复苏进行

了比较。 

报告称，在 2021 年年初，大部分国际组织和经济学家预测，受

拜登政府疫苗政策和巨额财政激励措施的影响，美国的经济复苏速度

将远超欧洲，但目前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欧盟卫生状况的改善

和疫情期间封锁措施的减少使得其商业服务和旅游业等大部分部门

重新开放，加之消费的强劲复苏，使得欧盟的经济复苏超出预期，好

于受到第三波疫情和疫苗抵制运动影响的美国。数据表明，欧盟当前

GDP 已经高于 2020 年第一季度水平，复苏速度超越美国，复苏曲线

呈现 V 形趋势。 

报告认为，欧盟经济的迅速复苏对财政政策的作用也将产生潜在

影响。美国财政支持力度较大，其赤字接近 GDP 的 16%，而欧盟的

平均财政赤字仅略高于 GDP 的 6%。欧委会最新的发展预测主题为

“在逆风中实现从复苏到扩张”，印证了欧盟短期内的发展前景和第四

波疫情可能造成的“逆风”局势，疫情的发展情况和封锁措施将可能对

经济增长产生不稳定的影响。报告表示，从中期来看，疫情加速了自

动化和数字化进程，改变了消费模式，为欧盟带来了更深层次结构变

化的挑战，未来欧盟需要加快对数字化的适应能力，提升其在后疫情

https://www.oecd.org/newsroom/data-show-how-the-covid-19-pandemic-has-hit-all-aspects-of-peoples-well-being.htm
https://www.oecd.org/newsroom/data-show-how-the-covid-19-pandemic-has-hit-all-aspects-of-peoples-well-be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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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绿色和数字化发展水平。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www.ceps.eu/how-robust-is-the-eu-recovery/，王林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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