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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举行中国入世二十周年高级别论坛 

12 月 10 日，WTO 秘书处和中国常驻 WTO 代表团共同举办

了中国加入 WTO 二十周年高级别论坛，论坛强调了中国加入多边

贸易体制的重要性，并就中国如何参与 WTO 的工作进行了深入讨

论。 

⚫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圆满结束 

12 月 2 日，WTO 的 67 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

易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确认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

判顺利完成，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决定参加

方在 1 年内完成各自正式核准工作。 

⚫ 世贸组织散发关于投资便利化的联合声明 

12 月 10 日，世贸组织散发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 112

个成员共同联署的《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各方在声明中强调将

继续坚持发展导向，并以现有谈判文本为基础推进谈判，目标是在

2022 年底前结束文本谈判，推动最终达成投资便利化多边协定。 

⚫ 总干事伊维拉呼吁在 2 月底前就疫情应对措施和渔业补贴

达成一致 

12 月 2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表示，MC12

的推迟并不意味着谈判的终止，呼吁各代表团团长努力弥合分歧，

争取在 2022 年 2 月底前就应对新冠疫情和限制有害渔业补贴达成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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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UNCTAD 发布《2021 年统计手册》 

12 月 9 日，UNCTAD 发布《2021 年统计手册》，预测 2021 年全

球商品贸易额将大幅增长 22.4%，强劲的增长将使全球货物贸易的价

值比新冠疫情爆发前高出约 15%。服务贸易经历了 2020 年的大幅下

降后，预计将增长 13.6%，但仍低于疫情前水平。 

手册显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商品和服务贸易大幅下滑，其中

商品贸易下降了 7.4%。全球出口总额为 17.6 万亿美元，较去年减少

了 1.4 万亿美元，是自 2009 年以来最大的年度降幅；服务贸易比 2019

年收缩了 20%，是自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在服务贸易中，旅游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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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2020 年降低约 63%，对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经

济体造成了严重影响。手册表示，疫情严重影响了海上国际贸易，造

成了严重的供应链压力，使得 2020 年海上贸易额下降了 3.8%。此外，

2020 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大幅下降 35%，比 2009 年全球金融危

机后的水平低近 20%。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merchandise-trade-exceeds-pre-covid-19-level-service

s-recovery-falls-short，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举行中国入世二十周年高级别论坛 

12 月 10 日，WTO 秘书处和中国常驻 WTO 代表团共同举办了中

国加入 WTO 二十周年高级别论坛，论坛强调了中国加入多边贸易体

制的重要性，并就中国如何参与 WTO 的工作进行了深入讨论。WTO

总干事伊维拉和中国常驻 WTO 代表李成钢在开幕式上致辞。 

伊维拉表示，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是多边贸易体制历史上的重

要事件，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始终是全球贸易一体化推动增长和

发展的教科书般的案例。入世相关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的结构性转型，

促进了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和现代化发展。伊维拉表示，希望未来中国

在 WTO 改革等方面做出更多贡献。李成钢大使强调了中国在入世 20

年来的巨大转变，持续的开放和改革从根本上促进了中国的发展，从

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跃升至第二大经济体，GDP 增长了 11 倍，并取得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merchandise-trade-exceeds-pre-covid-19-level-services-recovery-falls-short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merchandise-trade-exceeds-pre-covid-19-level-services-recovery-falls-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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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脱贫攻坚的胜利。针对 WTO 面临的挑战，李大使表示中国仍将是

多边贸易体制的坚定支持者，并将与其他成员共同支持 WTO 的改革，

重振其关键职能，保持 WTO 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 

开幕致辞后，副总干事张向晨与中国入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进行

了讨论。前 WTO 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 (Pascal Lamy) 表示，中国

入世对 WTO 和多边贸易体系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在过去 20

年中对入世的承诺和参与值得肯定，并鼓励中国肩负起推动 WTO 改

革的重任。前外经贸部副部长、入世谈判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强调，

应重建国际社会对 WTO 的信心，推动 WTO 改革以适应当前和未来

的挑战。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cc_10dec21_e.htm，齐寒整理。 

 

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谈判圆满结束 

12 月 2 日，WTO 的 67 个成员共同发表了《关于完成服务贸易

国内规制谈判的宣言》，确认服务贸易国内规制联合声明倡议谈判顺

利完成，宣布达成《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参考文件》，决定参加方在 1 年

内完成各自正式核准工作。联合声明倡议旨在优化成员服务业领域许

可审批流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改善全球服务贸易营商环境，倡议

谈判成员共 67 个，其服务贸易规模占世界服务贸易总额的 90%。 

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倡议将使得服务贸易有关的手续更清晰、更

透明和可预测，有利于降低贸易成本，并为金融、商业、通信和交通

等服务行业带来利好。总干事还呼吁联合声明倡议参与者继续与其他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acc_10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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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成员接触，并鼓励实施技术援助等措施，以吸引更多 WTO 成

员加入。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02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渔业补贴谈判主席部署新一年的工作 

12 月 10 日，渔业补贴谈判主席威尔斯（Santiago Wills）报告称，

渔业补贴谈判的目标是在新的一年里尽快结束，2022 年 1 月份将继

续努力完善渔业补贴协定草案，以供部长们审议。 

在规则谈判小组会议上，威尔斯大使表示，大多数成员均明确承

诺尽快结束渔业补贴谈判，并对成员表现出的灵活性和妥协意愿表示

欢迎，并呼吁成员以审慎、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态度继续推进谈判工作，

并最终实现目标。尽管 MC12 被推迟，但各成员继续就渔业补贴协定

草案开展工作，并就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规则下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

款进行了非正式磋商。主席建议成员们在新年伊始就技术问题进一步

开展工作。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ish_10dec21_e.htm，齐寒整理。 

 

 WTO秘书处观点 

副总干事埃拉德强调企业对 WTO 改革的重要作用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jssdr_02dec21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fish_10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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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在贸易、就业和可持续发展商业联盟启动活动上，

WTO 副总干事安杰拉·埃拉德（Angela Ellard）强调了国际贸易对全

球经济从新冠疫情中复苏的重要作用，并鼓励企业在 WTO 工作及改

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埃拉德称，贸易是增强经济弹性和应对未来危机的核心，也是迈

向更绿色、更包容和数字化复苏的核心。全球贸易体系能够通过促进

关键医疗用品、食品和消费品的获取，帮助各国应对新冠疫情。疫情

期间，WTO 规则减缓和阻止了各国采取极具破坏性的贸易限制措施，

《贸易便利化协定》也在全球复苏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埃拉德同时鼓励企业发挥推动 WTO 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作用，通

过商业协会搭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间的桥梁，让广大用户群众能够更

加了解 WTO 组织及相关政策。埃拉德表示，商业组织能够与来自民

间社会、学术界、商界、议员和政府间组织进行广泛的对话与交流，

为讨论 WTO 的最新发展及加强多边贸易体系提供想法与建议。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ae_01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总干事伊维拉呼吁在 2 月底前就疫情应对措施和渔业补贴

达成一致 

12 月 2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表示，MC12

的推迟并不意味着谈判的终止，呼吁各代表团团长努力弥合分歧，争

取在 2022年 2月底前就应对新冠疫情和限制有害渔业补贴达成协议。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ae_01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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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拉表示，新冠疫情仍在肆虐，公众期待 WTO 成员的积极回

应，新的奥密克戎变种也再次提醒推动疫苗公平获取的紧迫性。伊维

拉称，全球 70 亿人在等待 WTO 对应对新冠疫情做出回应，2.6 亿人

在等待渔业补贴谈判的最终成果，WTO 成员们必须加快进度，积极

争取达成一致的最终协定。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hod_02dec21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重要报告与提案 

WTO 发布《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览》报告 

12 月 9 日，WTO 发布 2021 年度《国际贸易环境发展概览》报

告，报告涵盖了 2020 年 10 月中旬至 2021 年 10 月中旬的贸易发展相

关数据。数据显示，WTO 成员在实施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贸易限制措

施时较为克制，并在逐步取消疫情前期采取的限制措施。但自 2009

年开始监测起，累积的尚未废除的限制性措施已经影响了价值约 1.5

万亿美元的商品，占世界进口总量的约 9%。 

报告显示，自疫情爆发以来，WTO 成员和观察员已实施 399 项

相关贸易措施，其中 262 项（66%）为贸易便利化措施，137 项（34%）

为贸易限制性措施，出口限制占所有限制措施的 85%，其中 59%项措

施在今年 10 月已经废除。仍在实施的新冠疫情贸易便利化措施覆盖

面约为 1121 亿美元，限制措施覆盖约 923 亿美元。 

伊维拉表示，报告清楚地表明，多边贸易体制将始终作为对抗疫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hod_02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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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的重要因素，国际贸易和 WTO 有能力并应该做出更多努力，以促

进新冠疫苗、检测设备和治疗药物的生产和公平分配。伊维拉同时敦

促成员在 2 月底前就疫情应对措施达成协议。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rdev_09dec21_e.htm，丁广超整理。 

 

关于化石燃料补贴的部长级声明 

12 月 3 日，世贸组织散发欧盟、新西兰等成员提交的化石燃料

补贴部长级声明（WT/MIN(21)/9）。声明强调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

贴的负面影响，以及有效解决该问题对贸易、经济以及环境与社会

带来的积极效应，呼吁逐步取消低效的化石燃料补贴，并制定明确

的时间表。有关改革应考虑到发展中成员的特别需要，并进行信息

分享与经验交流，在 MC13 前制定推进该议题的实质方案。 

 

关于投资便利化的联合声明 

12 月 10 日，世贸组织散发中国、欧盟、俄罗斯、日本等 112 个

成员共同联署的《投资便利化联合声明》（WT/L/1130）。各方在声明

中强调将继续坚持发展导向，并以现有谈判文本为基础推进谈判，目

标是在 2022 年底前结束文本谈判，推动最终达成投资便利化多边协

定。 

 

 

 美国动态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trdev_09dec2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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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与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安会晤 

12 月 7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见了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

安（Anne-Marie Trevelyan）。双方强调了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承诺

将共同致力于制定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双方还同意继续讨论知

识产权问题、新冠疫情应对措施、渔业补贴谈判、WTO 改革等议题。

戴琦表示美国致力于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解决钢铁和铝行业的产

能过剩问题，确保该行业的长期生存能力，并解决钢铁和铝生产的碳

强度问题。双方同意未来几天就全球供应链和气候变化等重要问题保

持密切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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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rea

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united-kingdom-secretary-state-international-trade-ann

e-marie，夏莹玉整理。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与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举行电话

会议 

11 月 30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和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促进、

小企业及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Mary Ng）举行电话会议。双方讨论

了政府通过支持汽车制造商向电动化过渡来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并

强调了与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接触的重要性。双方表示将在严格的劳工

和环境标准基础上，推动包容性贸易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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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united-kingdom-secretary-state-international-trade-anne-mari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united-kingdom-secretary-state-international-trade-anne-mari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december/readout-ambassador-tais-meeting-united-kingdom-secretary-state-international-trade-anne-ma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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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rea

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virtual-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

export，夏莹玉整理。 

 

美英发表深化数据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2 月 8 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M. Raimondo）和

英国数字、文化、媒体和体育大臣纳丁·多里斯（Nadine Dorries）就

深化美英数据伙伴关系的承诺发表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表示，英国和美国欢迎各自的团队在支持、稳定和实现

双边数据流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一起应对全球挑战和机遇，并在公共

安全、国家安全等重要方面建立信任。由于跨境数据流的挑战越来越

全球化，需要跨多个司法管辖区解决。两国将努力创造一个全球数据

生态系统，促进不同数据保护框架之间的互操作性，促进跨境数据流

动，同时保持高标准的数据保护和信任。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1/12/us-uk-joint-statement-deepe

ning-data-partnership，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英国-挪威自由贸易协定生效 

12 月 1 日，英国与挪威于今年 7 月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

效，挪威的食品生产商、服务公司和出口商将充分受益于这一协定。

该协定能削减不必要的文书工作并为英国工人带来机会，有助于巩固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virtual-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virtual-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1/november/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virtual-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1/12/us-uk-joint-statement-deepening-data-partnership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1/12/us-uk-joint-statement-deepening-data-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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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作为国际服务中心的地位，同时能够为食品生产商提供更低的关

税和更大的免税配额。 

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表示，该协

议对大量产品实行关税减免和免税配额，为英国各地提供了受益的机

会，并通过刺激就业和增长进一步支持政府实现其经济发展议程。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norway-deal-comes-into-effect，刘芷君

整理。 

 

英国与新加坡达成数字贸易协定 

12 月 9 日，英国与新加坡达成世界上最全面的数字贸易协定，

这是欧洲国家签署的第一个以数字为重点的贸易协定。该协定将改革

商品和服务出口商的贸易规则，包括削减成本及简化繁琐的边境流程，

将英国与新加坡的贸易关系提升至一个新的水平，以开拓新加坡和亚

洲的市场。该协议能利用英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服务出口商和领先数字

中心的优势，为英国企业提供巨大的机会。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grees-worlds-most-comprehensive-digital-

trade-deal-with-singapore，刘芷君整理。 

 

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强调印太地区的重要意义 

12 月 13 日，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Anne-Marie Trevelyan）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norway-deal-comes-into-effect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grees-worlds-most-comprehensive-digital-trade-deal-with-singapor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agrees-worlds-most-comprehensive-digital-trade-deal-with-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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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之家”发表主旨演讲，概述了将英国定位为印太地区未来增

长机会核心的计划，并强调了印太地区对英国乃至全球的战略、经济

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 

在讲话中，屈维里安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重心正在东移，将提升全

球对英国的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并表示将在与澳大利亚、新西兰

达成协定的基础上，通过与企业合作打开进入亚洲市场的通道，倡导

通贸易对话发现新的机会，并通过加强贸易伙伴关系进一步强化合作

关系。她表示与亚洲及其他地区的战略伙伴合作，能够帮助建立更好、

更环保、更具弹性的全球供应链，既有助于释放英国的潜力，又能为

经济复苏提供动力。此外，屈维里安表示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远不止体

现在经济层面，其对于全球安全和开放也至关重要。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keynote-address-at-

asia-house-global-trade-dialogue，刘芷君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美国进步中心建议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投资以推动经济复苏 

11 月，美国进步中心发布研究报告，建议各国加强对农村地区的

投资，以提升农村地区产能、劳动力水平和创新能力，进而推动更加

绿色和公平的经济复苏。 

报告称，当前美国等国家对于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可再生能源

和经济复苏的投资，对于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有弹性和繁荣的农村是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keynote-address-at-asia-house-global-trade-dialogu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nne-marie-trevelyan-keynote-address-at-asia-house-global-trade-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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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不够的。当前全球各地农村普遍缺乏经济保障，传统的经济部门，

如制造业、农业和资源开采越来越趋于自动化或完全消失。围绕创新、

思想、技术和金融市场建立的新经济更多的集中于城市，就业、财富

和资本向城市流动，而忽视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长期以来，基础投资

不足、互联网覆盖率低、医疗水平差等诸多问题导致了农村经济恶性

螺旋式下降。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认为应当因地制宜、加强对劳动力的培训投

资，以及更好地协调公共和私营部门，加速农村地区技术和政策创新，

以创造更多的经济和就业机会。具体来讲，加强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

人力资本的投资，解决农村地区空心化；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和

援助，提升其对新技术和新经济的适应能力，增加农村地区高质量就

业机会；最后，推动政府和私营部门间开展更具战略性的协调行动，

推动创新思路和技术的商业化，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报告总结称，农村地区是实现气候目标和建立更公平、更具弹性

经济复苏的核心之一，应加大对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劳动力能力和环

境治理等方面的投资，提升农村地区的发展水平，推动经济更加公平

平稳全面的复苏。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build-back-rural-new-investments-in-rural-c

apacity-people-and-innovation/，王林越整理。 

 

兰德公司分析各国气候移民政策 

12 月，兰德公司发布研究报告，对美国等六个国家的气候移民政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build-back-rural-new-investments-in-rural-capacity-people-and-innovation/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build-back-rural-new-investments-in-rural-capacity-people-an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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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各国政府应充分平衡和综合运用多种气候政策

手段，积极发挥多边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降低气候变化对各国的综

合性影响。 

报告称，气候变化正在影响全球人口流动，据估计到 2050 年，

全球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口将达到 2500 万至 10 亿人次不等。

移民的激增将可能给社区和国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需要各国政府

和多边组织在跨国气候移民政策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报告对当前气候

移民产生的原因、发展趋势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

建议。 

报告分析指出，当前各国制定气候政策的原因主要有五类，分别

为安全、法治、权利、发展、习俗和文化保护等，上述五类因素构成

了当前各国的气候流动政策框架。同时，各国正在制定五类气候流动

政策，包括流动控制、社会保护、建筑环境、环境适应和搬迁计划，

由于气候政策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方案，政府在制定气候政策时需要充

分考虑移民和东道国的全部需求，并充分综合运用上述五类气候政策

工具。报告同时指出，气候流动战略可以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提升

各国对移民人权、国家安全、文化遗产和保护等问题的关注，同时气

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也需要通过经济发展、社会和政策等多重因素综

合作用。报告建议各国加强在气候流动政策方面的合作，在必要时采

取针对性的气候政策，同时多边组织也应发挥其在气候移民政策中的

重要作用，推动国家间利益和政策的平衡，进而充分降低气候变化对

各国经济社会等的综合影响。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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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1085-1.html，王林越整理。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分析拜登民主峰会的看点和问题 

12 月 6 日，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发布政策评论文章，对 12 月

9 日拜登召开的民主峰会进行了分析，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对民主峰会

的观点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 

文章认为，本次峰会的目标是反对独裁、打击腐败和促进人权，

但对参会的 17 个非洲国家而言，峰会应满足其紧迫的经济社会需求，

非洲地区面临的疫苗接种率不足、暴力极端主义和政治经济衰退将成

为本次峰会的重点关注议题，其次是强化民主在经济转型中的促进作

用，发挥美国在疫苗接种方面的领导作用，打击非洲地区非法资金流

动和腐败逃税问题。对欧洲而言，部分欧洲领导人对峰会持怀疑态度，

认为峰会将可能强化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间的分裂，同时将可能威

胁欧洲的战略自主权；也有部分欧洲领导人认为峰会是一个促进团结

平等重要机遇，建议通过强化民主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就美国

本身而言，美国当前面临着自身民主制度受到持续攻击的影响，拜登

政府应重视与美国公民社会团体的磋商，通过建立一个永久性协调机

制，以监督和执行其在峰会上的承诺，并为国内民主制定长期议程。 

文章认为，民主峰会为拜登政府提供了一个通过有效行动，推动

实现全球民主目标的机会，但其能否成功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承诺，参

与者的民主承诺需要是具体而切实的，并在峰会后采取有效行动。同

时文章建议民间社会在监督政府履行承诺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跟

踪调查机制监测国内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文章总结称，在未来的时

间里，拜登政府需要从峰会出发强化全球民主战略，将峰会作为一个

https://www.rand.org/pubs/perspectives/PEA1085-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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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推动全球实现更加广泛的民主。 

参考资料：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2/06/global-views-of-biden-s-democracy-

summit-pub-85917，王林越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分析未来贸易政策 

12 月 7 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对未来贸

易政策的制定方向进行了展望，认为应该结合绿色转型、劳工标准、

人权和 WTO 的作用等非贸易政策目标问题，探索未来的贸易政策。 

报告称，新冠疫情凸显了贸易供应链的重要作用和价值，伴随全

球经济的复苏和贸易政策在增强弹性方面的作用提升，当前应重新定

义和构想未来的贸易政策。报告认为未来贸易政策的目标不应是单纯

的促进贸易发展，而是寻求在贸易和非贸易政策目标间达成平衡。环

境保护、加强劳工标准和维护人权应该是贸易政策重点关注的内容，

同时贸易与国家安全利益、竞争政策和地缘政治间的联系也不容忽视，

贸易政策应成为上述问题的综合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协助全球问题的

推进。 

报告建议 WTO 针对非贸易问题提出以贸易为导向的解决方案，

平衡贸易和非贸易政策目标的紧张关系，推进有意义、包容性的对话

和行动，帮助各国建立国内环境、发展和贸易政策间的一致性。同时，

报告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当成为全球绿色革命的一部分，应将环境治理

的雄心和让发展中国家成为伙伴、关注其环境相关的优先事项和寻求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2/06/global-views-of-biden-s-democracy-summit-pub-85917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2021/12/06/global-views-of-biden-s-democracy-summit-pub-85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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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方法等有机结合起来，避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继

续产生绿色转型的鸿沟。 

报告总结称，未来贸易政策需要兼顾贸易和非贸易目标，需要最

佳实践、自愿行动、明确承诺和指导方针，以维持多边贸易体系的相

关性，并支持国家一级的贸易政策行动，WTO 需要继续发挥其协调

国际行动的重要作用，国家层面各国也应当克服其复杂的政治和利益

问题，推动经济转型以获取更大的可持续性并降低转型成本。 

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re-imagining-trade-domestic-and-foreign-

policy，王林越整理。 

 

《国际经济》分析欧洲绿色协议的关键原则和政策选择 

12 月 3 日，《国际经济》期刊发布研究文章，对欧洲绿色协议的

产业政策维度、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和实现绿色协议目标的建议措施进

行了梳理与分析。 

文章称，欧洲绿色协议正在谋求欧洲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转型，

同其他重大转型相同，如果短期内这一战略仅仅着眼于气候目标和手

段，那么可能受到民众抵制而无法实现目标，应该在实现气候目标的

同时确保经济社会的可持续性，通过创造更广阔和长远的政策目标来

有效应对变革的挑战。报告认为，实现绿色协议的首要任务是找到气

候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契合点，气候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脱碳，产业政策

的目标是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就业，那么绿色产业政策就应该有效协调

经济脱碳目标与经济社会可持续性。文章认为，强有力的运营治理是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re-imagining-trade-domestic-and-foreign-policy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12/re-imagining-trade-domestic-and-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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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产业政策成功的关键，需要协调不同利益相关者、政策治理领域、

政策工具和项目，推动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间的制度化协作和

对话进程，推动公私伙伴关系成为绿色产业政策的核心。同时，针对

绿色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绿色产业政策应部署广泛的政策工具组合，

加速和巩固现有的科学和工业能力，推动前沿技术和市场新项目发展，

并从研究、开发、传播、制造、分销等整个价值链把控绿色技术的风

险。 

文章为欧盟的绿色产业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包括：第一，

强有力的治理，通过一套平衡、明确、可信和一致的承诺激励各方合

作伙伴，在合作过程中建立里程碑和设置问责制进行风险管理，同时

通过灵活的政策设计，规避或妥善解决技术风险和不确定性，建立强

有力的检测、评估和反馈闭环。第二，解决地区分散化问题，增强各

国绿色政策的协调性，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第三，扩大欧盟绿色伙

伴范围，加强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的参与，推动政策和市场模式创新。

第四，增加对绿色转型的投资，充分发挥欧洲投资银行在气候方面的

重要作用。第五，促进绿色科学与创新，加大对绿色技术和创新的投

资，从技术角度增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第六，推动绿色协议全球

化，在欧洲绿色协议的基础上，牵头建立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绿色合作

伙伴关系，推动全球绿色治理与转型。 

文章总结称，欧洲绿色协议任重道远，需要欧盟从多方面推动重

大经济社会转型，通过建立高效科学的绿色产业政策，将帮助绿色协

议的推行，协助欧盟乃至全球达成绿色协议设定的宏伟目标。 

参考资料： 

《国际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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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6/article/fostering-the-

industrial-component-of-the-european-green-deal-key-principles-and-policy-

options.html，王林越整理。 

 

布鲁盖尔研究所分析欧盟的通货膨胀问题 

12 月 9 日，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政策评论文章，对欧盟疫情后

的经济复苏和通货膨胀问题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当前欧盟经济复苏

加快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欧洲政府应采取充分的应急措施，避免

通胀对经济平稳复苏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欧委会公布的经济预测数据，欧洲的经济复苏快于预期，但

新冠疫情变异毒株病例的激增或将对当前乐观的增长预期构成威胁。

从预测数据看，欧洲的经济复苏极为不均衡，法国、爱尔兰、意大利

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 6%，而南部欧洲受到经济结构脆弱、僵

尸企业份额较高、服务业依赖严重等影响，复苏的弹性和规模将受到

严重影响。在通货膨胀方面，文章预计北欧在未来两年内将面临通货

膨胀压力，波罗的海经济体和斯洛伐克也将承受高通胀压力。 

文章认为当前能源价格的增长趋势将导致新一轮的通货膨胀风

险，通货膨胀也将引发高成本和工资缩水，如果当前能源价格持续维

持在高位，第二轮通胀压力也将继续维持。同时，文章称，只要通胀

来自于供给侧，即能源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那么欧洲央行的干预作

用就十分有限，如果未来奥密克戎毒株对供应链再次产生影响，通胀

风险将继续提升。针对这一问题，报告建议欧洲央行采取减少量化宽

松计划的方式，但如果不对各国的借贷加以限制，这一计划将可能失

败。其次，应当继续维持当前的财政支持政策，协助企业渡过当前的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6/article/fostering-the-industrial-component-of-the-european-green-deal-key-principles-and-policy-options.html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6/article/fostering-the-industrial-component-of-the-european-green-deal-key-principles-and-policy-options.html
https://www.intereconomics.eu/contents/year/2021/number/6/article/fostering-the-industrial-component-of-the-european-green-deal-key-principles-and-policy-options.html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1 

危机和规避可能的风险。政府应出台相应的政策应对极端不确定性，

包括监控数字货币的风险，避免金融碎片化等。文章警示称，新冠疫

情尚未结束，政府应及时防范疫情扩散，并采取有效的方式应对疫情

造成的各种经济影响。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2021/12/inflation-ideology-camp-permanent-or-camp-

temporary/，王林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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