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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端解决机制会议讨论上诉机构任命等议题 

2 月 28 日，WTO 举行争端解决机制会议，墨西哥介绍了关于

启动上诉机构空缺人选遴选程序的建议。主席 Chambovey 大使表

示，希望成员能够以集体精神协商解决问题，寻求各方都能接受

的解决方案。 

⚫ TRIPS 理事会通报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磋商最新进展 

3 月 9 日至 10 日，WTO 召开 TRIPS 理事会会议，通报了关

于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的高级别磋商的最新进展。成员

同意对新冠肺炎相关议程保持开放的态度，以便能够尽快达成一

致意见。 

⚫ 总干事伊维拉就乌克兰问题发表声明 

3 月 2 日，总干事伊维拉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声明。伊维拉对战

争带来的痛苦和牺牲深表悲痛，希望冲突能够得以迅速而和平地

解决，并对冲突引发的贸易问题表示了关切。 

⚫ 美日举行贸易伙伴关系第一轮会议 

3 月 1 日，美国和日本举行了美日贸易伙伴关系第一轮会议，

双方就劳工、数字经济、环境、贸易便利化、多边合作等一系列领

域的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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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重要会议 

三大国际机构举办利用信息资源应对新冠疫情研讨会 

2 月 28 日，WTO、WHO 和 WIPO 三大国际机构联合举办了获

取和利用信息资源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研讨会，以强化对相关信息的

特点、潜在用途和局限性的认识。 

会议就 WTO、WHO、WIPO 如何利用相关资源协助成员从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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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复苏进行了讨论，来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

代表进行了发言，交流了各方了解和利用信息资源和数据开展抗疫工

作的有效做法。会议同时提出了未来有待进一步讨论的议题，包括数

据资源的共享、扩大数据来源、拓展数据对其他疾病的作用，以及应

对防范未来流行病等内容。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28feb22_e.htm，袁婷婷整

理。 

 

争端解决机制会议讨论上诉机构任命等议题 

2 月 28 日，WTO 举行争端解决机制会议，会上成员同意成立专

家组，调查有关澳大利亚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申

诉。墨西哥、美国等国针对上诉机构任命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墨西哥

介绍了工作组关于启动上诉机构空缺人选遴选程序的建议，美国表示

仍对上诉机构存在系统性的担忧，认为如果要使争端解决机制保持可

行和可信，WTO 成员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主席 Didier Chambovey

大使表示，希望成员能够协商一致找到解决办法，开辟以集体精神解

决问题的道路，寻求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28feb22_e.htm，袁婷婷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28feb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28feb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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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举行圭亚那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 

3 月 2 日至 4 日，WTO 举行圭亚那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 

秘书处报告显示，自上次贸易政策审议以来，圭亚那的国内生产

总值一直维持稳定增长。圭亚那依托本国丰富的石油资源，逐渐成为

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WTO 成员对圭亚那的低碳发展战

略及环境友好型经济政策表达了肯定，同时希望圭亚那能够更加注重

医疗保健、教育等关键基础设施的投资。 

当前圭亚那正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制相关议题的谈判，融入多边

贸易体制工作稳步推进。此次审议中，WTO 成员对圭亚那三个领域

表示关切：一是改善 GATS 承诺下金融服务及电信的承诺；二是增强

政府采购透明度；三是本国的新版权法及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522_crc_e.htm，胡奋梅整理。 

 

市场准入委员会召开疫情相关货物贸易经验分享会 

3 月 4 日，WTO 市场准入委员会举行了首次新冠疫情相关货物

贸易经验分享会。会上成员们就抗击新冠疫情的必需品清单界定和关

税分类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成员们还就抗击新冠疫情的经验教训及

未来如何更好地应对此类危机进行了经验交流与分享。 

成员们就新冠疫情必需品界定提出了若干建议，并根据世界海关

组织（WC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编制了产品清单，包

含个人防护设备（PPE）、消毒剂、医疗器械和设备等，并根据抗击疫

情进展对清单进行动态更新。成员们表示疫情期间各国出台的救济机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522_crc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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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协调参与在关键货物的贸易和应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委员会

主席Chakarin Komolsiri强调了国际合作对应对未来危机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ark_07mar22_e.htm，胡奋梅整

理。 

 

TRIPS 理事会通报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磋商最新进展 

3 月 9 日至 10 日，WTO 召开 TRIPS 理事会会议，通报了关于新

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等议题的高级别磋商的最新进展。成员同意对新

冠肺炎相关议程保持开放的态度，以便能够尽快达成一致意见。理事

会选举塞拉利昂大使兰萨纳·格贝里（Lansana Gberie）为新主席。 

欧盟、印度、南非和美国等参与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高级别会

谈的成员对磋商结果持乐观态度，并表示磋商小组将继续本着真诚的

态度，寻求达成共识的领域，以确保实现公平获得新冠疫苗、治疗和

诊断的共同目标。成员对磋商进展表示了支持，并鼓励参与磋商的各

方定期向 TRIPS 理事会汇报最新情况。部分成员要求提升透明度和

包容性，以便达成代表全体成员意见的结果。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10mar22_e.htm，齐寒整理。 

 

 WTO秘书处观点 

总干事伊维拉就乌克兰问题发表声明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ark_07mar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10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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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 日，总干事伊维拉就乌克兰局势发表声明，希望乌克兰问

题得到和平解决。伊维拉对战争带来的痛苦和牺牲深表悲痛，希望冲

突能够得以迅速而和平地解决，并对冲突引发的贸易问题表示了关切，

特别是农业和粮食产品贸易、能源价格上涨对相关民众的影响。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no_e/spno23_e.htm，胡奋梅整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讨论 WTO 改革和全球贸易面临的挑战 

3 月 1 日，副总干事埃拉德出席独立智库亚洲之家举办的学术活

动，概述了 MC12 可能讨论的议题，并讨论了 WTO 改革和全球贸易

面临的挑战。 

埃拉德介绍了 WTO 在支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和推动疫苗公平获

取等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在环境和渔业补贴谈判方面的最新进展。

埃拉德还就改革议程进行了讨论，强调 WTO 及争端解决机制改革需

要全体成员共同持续努力。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1mar22_e.htm，胡奋梅整

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强调 WTO 与国际劳工组织 

在包容性贸易和女性机会方面合作的重要性 

3 月 2 日，WTO 与国际劳工组织（ILO）联合举办题为“新冠肺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no_e/spno23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1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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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时代的性别、贸易和就业”网络研讨会，副总干事埃拉德致开幕词，

对贸易如何帮助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和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绿色经

济进行了探讨。埃拉德肯定并赞扬了两大国际机构在探索贸易如何帮

助疫后经济复苏所做的努力。 

埃拉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女性就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主要

原因在于女性不适应远程办公方式以及家庭责任的负累等，而贸易可

以协助解决公平就业的问题。埃拉德详细介绍了 WTO 在促进性别平

等方面进行的努力，并表示 WTO 将继续与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推动

贸易更具包容性，通过贸易实现经济包容性复苏和性别平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2mar22_e.htm，胡奋梅整

理。 

 

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呼吁制定促进贸易合作的工作计划 

3 月 7 日，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出席欧盟轮值主席法国举办的贸易

政策和欧洲战略自主会议并发言，建议 WTO 成员制定一项协调国家

贸易倡议的工作计划，以确保贸易向着开放、可预测、富有弹性的方

向发展。 

冈萨雷斯指出，全球贸易正在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但贸易合

作却相对落后。当前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地围绕数据服务和知识产权

等无形资产转移，但贸易政策尚未适应当前的发展需求，服务贸易仍

存在较高的壁垒，数字保护主义正在抬头，投资也受到法律、监管和

程序壁垒的影响。冈萨雷斯强调，在这一背景下，强化全球价值链的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2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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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力至关重要，成员应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展有意义的合作，利用数

字化和服务转型的机会，提高全球价值链的弹性和效率，并利用贸易

应对气候危机。冈萨雷斯总结称，只有 WTO 成员重新树立共同目标，

并寻求在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中共存的方法，WTO 的努力才能够取

得成功。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g_07mar22_e.htm，齐寒整

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关于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支持下对乌克兰 

发动侵略的联合声明 

3 月 14 日，世贸组织总理事会散发阿尔巴尼亚、澳大利亚、加拿

大、欧盟、冰岛、日本、韩国、摩尔多瓦、黑山、新西兰、北马其顿、

挪威、英国和美国共同提交的联合声明（WT/GC/244），声明谴责俄

罗斯在白俄罗斯支持下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要求俄罗斯紧急停止

军事侵略并立即撤军。声明联署方表示将采取必要行动以保护基本安

全利益，包括中止对俄罗斯货物与服务的最惠国待遇，并将拒绝参与

与白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有关的工作。 

 

美国关于完善预算、财务与管理委员会支出报告与 

继续对话的提案 

3 月 1 日，世贸组织预算、财务与管理委员会散发美国提交的关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g_07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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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完善支出报告与继续对话的提案（JOB/BFA/58）。提案指出，2020 

年总干事预算提案中的支出报告部分仍存在部分问题（包括在 

WT/BFA/INF/5)。成员有意对此深入讨论，从而促进成员对预算支出

报告的理解及对会费分摊的认识。但后续由于疫情等限制因素，相关

讨论与会议被迫中止。美国希重新提请委员会注意该议题，并重启相

关讨论。  

 

土耳其关于公路运输跨境服务相关承诺实施的提案 

3 月 7 日，世贸组织具体承诺委员会散发土耳其提交的关于公路

运输跨境服务相关承诺实施的提案（S/CSC/W/73）。提案强调，在新

冠肺炎疫情以及地缘政治发展背景下，健全的物流设施对全球贸易体

系顺利运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相关需求进一步体现在作为电子商

务物流链核心的公路运输服务上。因此，在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

希望进一步组织开展相关讨论，促进成员加强对与跨境公路运输服务

相关的具体承诺及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实施的理解。提案就此提出了系

列讨论问题，希望成员就此深入交换意见。  

 

国际谷物理事会（IGC）发布关于全球谷物贸易的报告 

3 月 15 日至 16 日，WTO 农业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散发了国

际谷物理事会（IGC）关于全球谷物贸易的报告（G/AG/GEN/197）。

报告总结了 2021 年 7 月起全球范围内的小麦、大米、玉米以及大豆

的贸易情况，并对未来一年的贸易情况作出预测。 

报告指出，小麦价格上涨并未降低全球购买需求，但未来随着全

球需求疲软和主要出口国盈余增加，季节性的商业竞争将变得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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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几个月大米和玉米的全球贸易量也将有所回落。报告下调了对

2022 下半年大豆的世界贸易预期，但预计 2023 年世界大豆消费量将

会增加。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AG/GEN197.pdf

&Open=True，梁钰整理。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将举办全球供应链论坛 

3 月 21 日下午，WTO 将举办全球供应链论坛，论坛以“为可持

续发展的未来缓解供应链瓶颈”为主题。WTO 成员和来自全球供应链

各个环节的利益相关者将就供应链持续中断的根本原因分享观点，他

们还将共同确定一系列干预措施和创新建议，来缓解供应链严重中断

和价格上涨等问题。论坛的目的是利用 WTO 的号召力，制定可持续、

包容性解决供应链瓶颈问题的方案。 

 

WTO 将举办领导人系列演讲活动 

WTO 将于 3 月 23 日举办领导人系列演讲活动，巴巴多斯总理米

亚·阿莫尔·莫特利（Mia Amor Mottley）女士将担任首位发言人。

莫特利总理的演讲主题是“重塑全球秩序”，总干事伊维拉将致开幕

词，博茨瓦纳的阿塔利亚·莱西巴·莫洛科梅（Athaliah Lesiba 

Molokome）大使主持本次活动，活动将邀请各成员驻 WTO 大使、瑞

士政府、政府间组织负责人、非政府组织、商界和学界代表参加。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AG/GEN197.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AG/GEN197.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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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伊维拉表示，发起这一系列活动的初衷是丰富关于多边主

义在应对全球挑战方面作用的理论体系，发挥贸易在应对一系列全球

挑战中的重要作用。伊维拉鼓励国家领导人和政策制定者分享知识和

见解，重振 WTO，发挥其在协调一致、包容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核

心作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en_09mar22_e.htm，齐寒整理。 

 

SPS 委员会将举行贸易便利化专题会议 

3 月 22 日，SPS 委员会将举行专题会议，探讨通过贸易便利化措

施解决农药最大残留量（MRL）的相关问题。会上 WTO 成员将分享

在这一领域的相关经验，分享促进安全贸易的最佳实践。会议将以亚

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近期在该领域的工作为基础。 

 

WTO 将举行阿联酋和巴基斯坦贸易政策审议 

3 月 22 日和 24 日，WTO 将举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第四次贸易

政策审议。3 月 30 日和 4 月 1 日，WTO 将举行巴基斯坦第五次贸易

政策审议。 

 

 

 美国动态 

美日举行贸易伙伴关系第一轮会议 

3 月 1 日，美国和日本举行了美日贸易伙伴关系第一轮会议，双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en_09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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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就劳工、数字经济、环境、贸易便利化、多边合作等一系列领域的

具体措施进行了讨论。会议期间，两国还讨论了双边贸易问题，包括

监管透明度和标准制定等领域。两国将在闭会期间继续保持深度合作，

并预计于今年夏季举行下一轮伙伴关系会议。 

参考资料：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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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eases/2022/march/readout-first-round-meetings-us-japan-partnership-trade，夏莹

玉整理。 

 

 欧洲动态 

英国新设立海事出口办公室以促进海上贸易 

3 月 10 日，英国国际贸易部长屈维里安宣布新设立海事出口办

公室（MCCO），更大程度上释放英国的海上出口潜力，进而推动英

国的海上贸易。办公室将与英国国家造船办公室合作，为从事全球出

口的英国海事公司提供高质量的海上贸易机会。英国在未来三年内将

投资 40 亿英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并在未来五年内实现价值高

达 6 亿英镑的出口额。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maritime-turbocharged-with-new-exports-

office-as-part-of-4-billion-shipbuilding-strategy，刘芷君整理。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rch/readout-first-round-meetings-us-japan-partnership-trad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rch/readout-first-round-meetings-us-japan-partnership-trad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maritime-turbocharged-with-new-exports-office-as-part-of-4-billion-shipbuilding-strategy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maritime-turbocharged-with-new-exports-office-as-part-of-4-billion-shipbuilding-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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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美国 2022 年通胀前景 

3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政策简报，对美国未来几年的

通胀前景进行分析。简报认为，当前美国国内失业率保持低位，实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要政策制定者能对各种情况做出有效应对，对美

国未来的通胀前景仍可持谨慎乐观态度。 

简报指出，美联储与大多数分析师未能预测到 2021 年通胀率飙

升，因而目前关于美联储是否过于乐观地估计了通货膨胀率具有相当

大的争议。简报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尽管近几个月时有不利新闻，但

仍可对通胀前景保持相当乐观的情绪，原因有两个：一是在 2021 年

推动通货膨胀的各种因素在 2022 年不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2021 年

美国个人消费支出（PCE）价格指数平均增长率为 5.8%，其中能源和

机动车价格上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历史角度看，能源价格上涨推高

通货膨胀率司空见惯，但汽车行业受半导体短缺影响，导致汽车供应

短缺，从而极大提高 PCE 指数，这一现象却前所未有。此外，供应链

问题加上强劲需求，也使其他商品共同推高了 PCE 指数。二是实证结

果表明，同 30 年前相比，美国现在的通货膨胀显示出更强的回归趋

势，即在偏离长期平均水平后重新恢复至平均水平。这种回归趋势很

好地解释了美国过去 30年的通货膨胀状况，且由于公众预期的存在，

通货膨胀可能继续保持这种回归趋势，从而在 2022 年趋于下降。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case-cautiously-optimistic-outlook-

us-inflation，郭惠惠整理。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case-cautiously-optimistic-outlook-us-inflation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case-cautiously-optimistic-outlook-us-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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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中心呼吁促进清洁能源投资以实现能源独立 

3 月 10 日，美国进步中心发表文章，称加速实现向清洁能源过

渡，是实现美国能源独立、摆脱能源价格高企现状的唯一可行方案。 

文章指出，美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且其国

内石油产量已达到美国历史最高水平的 90%，但由于国际能源市场长

期与化石燃料挂钩，化石燃料的来源极易受到全球市场控制和国际冲

突影响，因此依赖化石能源实现美国的能源独立不是长久之计。 

文章分析了美国难以实现能源独立的五个原因：一是石油和天然

气行业拥有大量钻探许可证，但却选择减少钻探数量，从高企的能源

价格中牟取暴利；二是美国主要的石油公司所得利润并未用于投资新

的石油钻探与生产，石油产量难以提高；三是石油行业坐拥大量未使

用土地租约，这些租约包含了大量被土地管理局认为具有中等或高石

油潜力的土地，且约 9 成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不受联邦政府租赁决策

的影响；四是建造钻机须耗费至少两到三年时间，因此启动新的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项目耗时过长，短期内难以纾解国际能源价格高企的困

境；五是可再生能源在逐渐赢得市场认可，市场对可再生能源土地的

出价远高于传统能源。 

文章认为，美国乃至全球都难以摆脱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从而

无法依赖传统能源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为实现真正的能源独立，应

加快对清洁能源的投资，减少直至消除对传统能源的依赖。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5-reasons-why-the-united-states-cant-drill-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5-reasons-why-the-united-states-cant-drill-its-way-to-energy-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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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way-to-energy-independence/，郭惠惠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经济学人智库分析 2022 年全球气候政策 

2 月，经济学人智库发表政策研究文章，对 2022 年各国政府可

能采取的气候政策及其主要特点进行了分析，呼吁各国切实履行气候

承诺，协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挑战。 

文章称，2021年是气候变化政策较为关键的一年，COP26会议上

各国提交了其关于减排的强化承诺，同时也暴露出一定的问题，包括

对发展中经济体的资金支持力度不够、政策制定者对政府和家庭减排

成本的担忧等。受到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持续抬升的影响，文章认为

2022 年各国政府将会把政策中心放在控制成本上，气候政策方面将

着重履行现有承诺，而非做出新的承诺或举措。2022 年各国政府的气

候政策主要包括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的立法和推广、英国和

加拿大的本土化 CBAM、美国的重建更好未来法案等，文章估计亚洲的

碳排放大国，如印度等将不太可能大幅改变其气候政策。 

文章同时表示，绿色融资的增长和气候技术的进步正持续推动气

候转型，虽然当前可持续能源和绿色技术的成本高昂，但将对气候问

题产生中长期影响。文章预测 2022 年绿色融资的格局将产生变化，

欧盟和英国对绿色融资提出了较高的管理标准和规则，将在一段时间

内减缓该行业的扩张速度，推动财政资金在各领域的合理分配。同时，

由于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不断增长，文章建议各国政府加强对极端天

气预警体系的投资，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提高其应对

气候灾害的韧性，以推动全球气候问题全面妥善解决。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5-reasons-why-the-united-states-cant-drill-its-way-to-energy-in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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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经济学人智库， 

https://www.eiu.com/n/what-to-watch-in-climate-change-policy-in-2022/，王林越整

理。 

 

罗伯特•舒曼基金会分析 2022 年欧非关系的战略要点 

2 月 14 日，罗伯特•舒曼基金会发表政策评论文章，对 2022 年

欧非关系的优先事项进行分析，建议从气候变化、疫情应对和安全稳

定等领域加强两方战略关系。 

欧非关系是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期间的优先事项之一，其目标

是“与非洲建立一个雄心勃勃而又前瞻性的联盟，创造一个团结、安

全、可持续繁荣和稳定的环境”。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 2021 年 12 月

宣布针对非洲的新政，旨在协助非洲克服经济衰退，应对气候危机；

今年 2 月举办的欧盟和非盟第 6 次首脑会议将成为欧盟建立“全球

门户”的起点，彰显欧盟提升地缘政治能力的决心。欧盟发布的欧非

全面战略关系的优先合作领域主要包括：绿色转型和能源伙伴关系、

数字化转型伙伴关系、可持续增长和就业伙伴关系、和平与治理伙伴

关系以及人员流动伙伴关系等五个方面。 

文章称，欧非关系主要是通过发展政策推动的，发展政策在促进

欧洲价值观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多年来欧洲为非洲提供了大量发展

援助，为非洲大陆建立更加公平和平衡的关系做出了较大努力，但近

年来受到价值链多样化和转移的影响，欧盟在非洲的贸易份额有所下

降，非洲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被中国和印度所取代。 

针对上述问题，文章建议欧洲更加重视建立欧非战略合作伙伴关

https://www.eiu.com/n/what-to-watch-in-climate-change-policy-i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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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从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应对等领域为非洲提供支持。非洲是气候

韧性最低的地区之一，气候变化将会对其粮食安全和生态系统产生灾

难性影响，且目前发达国家承诺的气候援助资金份额远未达到，文章

建议欧洲在气候变化中发挥带头作用，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非洲新政

的中心，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气候转型资金谈判、开发和推广脱碳能源

等。文章同时建议欧盟继续推行疫苗接种许可证，并加大非洲的疫苗

生产能力投资，协助非洲应对新冠疫情。安全方面，文章建议将建立

一个新的和平安全架构作为欧非战略的议程之一。当前非洲仍面临一

定的安全冲突威胁，应将促进地区和平、打击恐怖主义作为伙伴关系

的优先事项之一。 

参考资料： 

罗伯特•舒曼基金会，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uropean-issues/0622-the-european-strategy-for-a-

new-deal-with-africa，王林越整理。 

 

世界经济论坛探讨如何加速和加强全球经济发展 

2 月，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尔格·布伦德（Børge Brende）发表

评论文章，就加快和加强全球经济发展提出了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 

文章提出，在全球经济面临逆风的背景下，领导人既需要扩大短

期内的经济增长机会，也需要为建立更富弹性、更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奠定基础。文章指出，当前全球经济环境极具挑战性，在经济增长减

缓的同时，持续的通胀将抵消部分经济收益，且利率上升也将抑制投

资。据 IMF 统计，当前 60%的低收入国家正处于债务困境或面临债务

困境风险。在这一背景下，文章建议各国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经济振兴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uropean-issues/0622-the-european-strategy-for-a-new-deal-with-africa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european-issues/0622-the-european-strategy-for-a-new-deal-with-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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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同时，关注中长期共同优先事项，提振公众信心，提升经济复

原力。文章强调必须确保全球增长的包容性，兼顾发展中国家的经济

复苏，避免出现过大的分歧和伴生的人道主义问题。当前全球外国直

接投资仍较为脆弱，新冠病毒变种和能源价格上涨仍对资本流动产生

较大威胁，报告建议为资金匮乏的经济体提供可持续投资，推进更公

平的经济复苏。从中期来看，文章建议增强数字化转型的能力，建立

数字化商业模式，增强数字经济增长力。从长期看，文章认为需要致

力于绿色发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建议企业和国家转变能源结构，

提升效率，并投资于新的零碳解决方案。 

文章总结称，实现更加和平、数字化和绿色的全球经济都依赖于

更广泛的全球合作，建议各方摒弃零和思维，合作共赢，为实现全球

繁荣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参考资料： 

世界经济论坛， 

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2/02/ru-he-jia-su-he-jia-qiang-quan-qiu-jing-ji-fa-

zhan/，王林越整理。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分析欧盟实现负排放目标的政策选择 

3 月，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文章，探讨欧盟为实现负排放

目标可能的政策选择。文章概述了现有的政策举措，探讨了欧盟扩大

负排放部署范围的政策选择以及与现有气候政策的相互作用机制。 

文章称，尽管欧盟政策制定者最近才逐渐关注负排放技术，但全

球范围内已提出或实施了许多相关政策。通过对现有政策的梳理，文

章指出负排放技术（NET）可以从针对相关技术或共享基础设施的政

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2/02/ru-he-jia-su-he-jia-qiang-quan-qiu-jing-ji-fa-zhan/
https://cn.weforum.org/agenda/2022/02/ru-he-jia-su-he-jia-qiang-quan-qiu-jing-ji-fa-z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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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中获得间接支持，尤其是碳捕获、储存和运输基础设施（CCS)相关

政策。由于 CCS 本身也是一种减排技术，因此发展该技术将使能源密

集型行业的减排以及采用 CCS 的负排放技术从中受益。 

文章认为，对欧盟来说，最行之有效的选择是综合运用多种政策

的组合，并对不同技术持中立或开放态度。短期内，应充分通过规模

经济效应降低成本，使负排放技术更具竞争力。长期来看，理想情况

是将扩大负排放部署范围的成本逐渐转移给市场承担，且同现有的气

候政策框架（尤其是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相结合，确保对负排放的

持续需求。同时，政策制定者应充分考虑常规排放政策与负排放政策

的平衡问题。 

参考资料：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 

https://www.ceps.eu/ceps-publications/carbon-removals-on-the-road-to-net-zero/，郭

惠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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