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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事会核准关于巴厘岛关税配额的最终决定 

3 月 31 日，WTO 成员达成一项重要协议，这将有助于解决农

产品进口关税配额持续不足的问题。总理事会这一决议标志着

2013 年 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巴厘岛关税配额决定》

的长期讨论结束。 

⚫ 成员加强对《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情况的监测工作 

4 月 4 日至 5 日，WTO 举行贸易便利化委员会会议。成员在

2021 年对《贸易便利化协定》（TFA）首次审议的基础上，对协定

实施和通报时间表的最新情况进行了审议。根据审议结果，成员

还就内陆成员的过境问题举行了专门会议。 

⚫ 四大国际机构呼吁就粮食安全采取紧急协调行动 

4 月 13 日，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

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世贸组织（WTO）的负责人发表

联合声明，敦促采取协调行动，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日益严重的粮

食安全威胁。拟议的行动包括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向国家和家庭

提供财政支持、促进不受阻碍的贸易，并投资可持续粮食生产和

营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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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WTO 称俄乌冲突使脆弱的全球贸易复苏面临风险 

4 月 12 日，WTO 发布最新贸易数据预测报告，称受到俄乌冲突

影响，全球经济前景黯淡，预计 2022 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3.0%，

低于之前预测的 4.7%。 

报告同时指出，按市场汇率计算，世界 GDP 预计将在 2022 年增

长 2.8%，低于之前预测的 4.1%，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2%，

接近 2010 至 2019 年 3.0%的平均增长率。报告预测，2022 年独联体

地区（不含乌克兰）的产出将大幅下跌 7.9%，进口将下跌 12%。报

告同时指出，俄乌冲突最直接的经济影响是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上涨，

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食品、能源和化肥等基础商品的主要供应国，目前

通过黑海港口的谷物运输已经停止，将可能对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

产生严重影响。同时，报告指出，服务贸易也将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

特别是运输行业，包括集装箱运输和客运航空运输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2_e/pr902_e.htm，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总理事会核准关于巴厘岛关税配额的最终决定 

3 月 31 日，WTO 成员达成一项重要协议，这将有助于解决农产

品进口关税配额持续不足的问题。总理事会这一决议标志着 2013 年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2_e/pr90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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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第九届部长级会议上通过的《巴厘岛关税配额决定》的长期讨

论结束。 

总理事会主席 Didier Chambovey 对这一决议表示欢迎，农业委员

会主席 Marcos Da Rosa Uranga 称这一协议不仅有助于履行《巴厘岛

关税配额决定》规定的阶段性任务，也增强了成员们以协商一致的方

式集体商定各项决议的能力的信心。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c_31ma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 举行贸易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会议 

3 月 31 日，基于 2022 年的工作计划，贸易和环境可持续性结构

化讨论(TESSD)参与方举行会议，就倡议的相关议题进行讨论。议题

主要包括与贸易有关的气候措施和政策、可持续贸易的挑战与机遇、

环境产品和服务、循环经济与循环性补贴等。 

WTO 秘书处概述了 WTO 环境数据库中与贸易有关的气候措施

和资料。2009 至 2020 年间，成员共通报了 4600 项与贸易有关的气

侯措施，绝大多数与替代能源、可再生能源和节能有关。秘书处还向

与会者介绍了 WTO 与其他国际机构开展的贸易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

作进展。会上成员们分享了各自在促进循环经济方面的经验，包括与

贸易和政策有关的机会和挑战，以及他们对相关工作范围和优先事项

的看法等，并就环境补贴的范围和优先事项交换了意见。 

参考资料：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c_31ma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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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essd_31ma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成员加强对《贸易便利化协定》实施情况的监测工作 

4 月 4 日至 5 日，WTO 举行贸易便利化委员会会议，成员在 2021

年对《贸易便利化协定》（TFA）首次审议的基础上，对协定实施和通

报时间表的最新情况进行了审议。根据审议结果，成员还就内陆成员

的过境问题举行了专门会议。 

秘书处报告显示，2022 年共 31 个成员实施了 229 项措施，2022-

2023 年间共 47 个成员实施了 444 项措施。最常见的措施包括建立单

一窗口、让贸易商向联络点提交文件、公开贸易程序信息、风险管理

和边境机构合作等。WTO 成员提供的通报显示成员们履行了 74.9%

的 TFA 义务，其中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履行率为 67.2%。成

员们还就内陆成员的过境问题召开专门会议，分享了应对新冠疫情相

关挑战的经验，并强调了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化、简化程序、提升透

明度和内陆成员与过境成员间合作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ac_05apr22_e.htm，胡奋梅整

理。 

 

扩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委员会讨论未来工作计划 

4 月 6 日，WTO 举行扩大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委员会会议，讨论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essd_31mar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ac_05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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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工作计划。会议强调委员会的工作需要紧跟全球 IT 行业的发

展。参会成员还讨论了《信息技术协定》(ITA)的执行问题，并对老挝

的加入表示欢迎。 

委员会主席 Katarzyna Stecz 表示，与会者希望看到 ITA 与电子

商务、数字转型、气候变化、环境保护以及医疗和健康等其他问题之

间的协同作用，并希望邀请私营部门代表向委员会介绍信息技术行业

的最新发展。与会者建议 ITA 的产品分类方法应跟上技术进步的步

伐，并强调了在新的商品协调制度关税（HS）术语中更新 ITA 产品

范围的重要性。部分与会者建议秘书处更新其信息技术贸易数据，并

呼吁在全球范围内增加获取更绿色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以支持

环境目标，并呼吁与会者分享其在信息技术发展领域的相关经验。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ta_06apr22_e.htm，齐寒整理。 

 

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会议讨论最新工作进展 

4 月 7 日，WTO 举行中小微企业非正式工作组会议，会上成员

听取了中小微企业平台的最新情况，以及 WTO 其他机构与中小微企

业相关讨论的最新进展。会议还审查了 2020 年 12 月一揽子建议的执

行情况。 

墨西哥报告称，中小微企业平台现有法文和西班牙文版本，并正

与国际和区域组织联合推动平台为中小微企业和政策制定者提供帮

助。日本表示正考虑根据工作组的建议，在 2023 年贸易政策审议中

加入中小微企业相关的章节。WTO 秘书处介绍了《贸易便利化协定》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ta_06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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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情况审查中与中小微企业相关的内容，以及区域贸易协定中与中

小微企业相关条款的修订情况。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smes_07apr22_e.htm，齐寒整

理。 

 

争端解决机制会议同意韩美关于延长争端谈判时间的请求 

4 月 8 日，WTO 争端解决机制特别会议上，成员同意给予韩国

和美国更多的时间，以协商解决韩国诉美国对大型家用洗衣机采取进

口保障措施案(DS546)。韩国表示在积极解决争端方面与美国具有相

同立场，双方同意在规定的期限内继续讨论，以达成建设性的结果。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08apr22_e.htm，齐寒整理。 

 

成员推进提高进口许可程序透明度的相关工作 

4 月 8 日，WTO 举行进口许可程序委员会会议，会上成员们审

查了 69 份通报，讨论了进口许可制度相关的具体贸易问题，并推进

了委员会的电子议程、进口许可网站和数据库的开发和改进工作。 

自 2021 年 10 月委员会会议以来，WTO 秘书处共收到 71 份通

报，其中 69 份已列入委员会审议清单。委员会主席 Hsin-lung Hung

强调透明度是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关键支柱之一，鼓励成员们

提交进口许可通报。乌克兰代表表示正在当前条件下尽一切可能保证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smes_07apr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08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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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的连续性，包括通过电子方式获取进口许可证等。主席同时

表示，电子议程是委员会的优先事项，计划将在 2022 年 10 月的下一

次正式会议上启动该议程，部分代表团强调了电子议程的价值，并鼓

励秘书处尽快启动该议程。会上成员们对举办关于进口许可和通知的

讲习班表示了支持，并对安哥拉、埃及、印度尼西亚等成员对特定产

品的许可证制度表示了关切。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mpl_08apr22_e.htm，齐寒整理。 

 

三大国际机构正式启动新冠肺炎技术援助平台 

4 月 11 日，WTO、WHO 和 WIPO 正式启动新的三边新冠肺炎技

术援助平台，旨在协助 WTO 成员解决本国的新冠疫情能力建设需求。

该平台支持成员提出其对新冠疫苗、药品和相关技术的需求，并充分

利用所有可用选项提供及时和有针对性的技术援助。 

WTO 总干事伊维拉表示，该平台将三边合作提升到新水平，通

过提供一站式服务让成员获得三个组织的支持以改善新冠疫苗、药品

和相关技术的获取。WHO 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三方伙伴关系旨在推

动公共卫生创新和知识产权为每个人提供卫生技术服务，鼓励各国充

分利用这一平台和所有其他可用机制促进公共卫生安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11ap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mpl_08apr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11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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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国际机构呼吁就粮食安全采取紧急协调行动 

4 月 13 日，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

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和 WTO 的负责人发表联合声明，敦促采

取协调行动，帮助脆弱国家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安全威胁。拟议的行

动包括提供紧急粮食援助、向国家和家庭提供财政支持、促进不受阻

碍的贸易，并投资可持续粮食生产和营养安全。 

声明指出，新冠疫情已迈入第三个年头，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正在

加剧，气候变化、环境脆弱性和国际冲突也正对全球人民造成持续伤

害，粮食价格上涨和供应冲击可能加剧许多受影响国家紧张的社会局

势。声明呼吁国际社会通过提供紧急粮食援助、财政支持、增加农业

生产和开放贸易等手段支持脆弱国家和家庭，进一步加强对粮食脆弱

性的监测，并迅速向受影响国家提供多方面的政策建议。声明中还敦

促国际社会通过赠款等方式满足紧急融资需求，敦促所有国家保持贸

易开放，避免采取限制性措施，以协调一致的方式迅速向粮食不安全

的国家提供支持，通过共同努力帮助各国应对紧急危机。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13ap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秘书处观点 

副总干事波冈强调贸易在塑料污染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3 月 31 日，WTO 副总干事波冈出席经合组织年度环境部长会议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13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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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致辞，强调了贸易在促进塑料可持续利用和降低塑料废物污染方面

的重要作用。 

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气候和塑料，经合组织成员的气候部长们就各

自在减少塑料垃圾和发展循环经济型塑料方面的措施和计划进行了

交流。副总干事波冈表示，塑料污染和塑料贸易是 WTO 目前正努力

解决的最紧迫的环境问题之一，WTO 正努力探讨贸易政策在应对全

球塑料挑战方面的作用，争取在 2024 年之前达成一项全球塑料协议，

同时呼吁在这一问题上加快开展国际合作。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01ap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强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3 月 31 日，WTO 副总干事埃拉德出席各国议会联盟(IPU)执行委

员会会议，概述了 MC12 筹备阶段的谈判情况，强调了基于规则的国

际秩序和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并呼吁议员们努力通过贸易让世界更安

全、更繁荣。 

埃拉德表示，议员们是 WTO 等国际机构与公众之间对话的重要

桥梁，议会在公共卫生问题、贸易补救措施、农业政策等方面都发挥

了重要作用，她恳切表示了与议会进行双向对话和合作的愿望。埃拉

德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 MC12 推迟举行，乌克兰战争造成了无法

估量的经济破坏和民众伤痛，也对全球贸易体系和 WTO 产生了重大

影响。当前的全球粮食危机、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等问题亟需各国加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01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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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贸易合作，增强经济韧性。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31ma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分发关于加快推进贸易便利化的声明 

4 月 8 日，WTO 贸易便利化委员会分发了美国、加拿大、欧盟等

27 个成员联合提交的关于加快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以支持全球货

物贸易及时高效复苏的声明（G/TFA/W/25/Rev.9）。声明指出，跨境贸

易是向需求方提供产品的重要渠道，因此 WTO 所有成员都应加快推

动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的实施。联合声明方承诺将加快推动协

定的实施，特别是在信息公开、预先审核、海关程序、快速装运、边

境机构合作、单一窗口等领域，并呼吁其他 WTO 成员加快推进上述

领域的便利化措施，以加快货物贸易的复苏。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TFA/W25R9.pdf

&Open=True，梁钰整理。 

 

俄罗斯提交关于白俄罗斯加入进程的提案 

4 月 5 日，总理事会应俄罗斯要求散发文件（WT/GC/247），俄就

美国、欧盟、加拿大等部分成员 3 月 24 日散发的关于白俄罗斯加入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31mar22_e.htm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TFA/W25R9.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TFA/W25R9.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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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的声明文件（WT/GC/246）作出回应。文件认为，世贸规则

中没有类似规定，即单一或一些成员以暂停或终止加入进程为目的，

单方面决定一个合法的加入国政府“不适合加入世贸组织”，只有加入

国政府自身才能暂停或终止加入进程。为一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设立

的加入工作组对所有感兴趣的世贸成员开放。鉴于上述成员已告知其

“将不再考虑白俄罗斯的加入申请”，它们应离开白俄罗斯加入工作组，

而该工作组应按照其授权继续工作。 

 

韩国提交关于投资便利化谈判的最惠国待遇提案 

4 月 5 日，韩国提交投资便利化谈判有关“最惠国待遇”（MFN）

的案文建议（INF/IFD/RD/100），包含两段正文和一段脚注，旨在为目

前正在进行的关于 MFN 的谈判寻找折中方案。韩国本月已在会上对

案文内容进行初步介绍，预计下月会议将继续开展讨论。 

 

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关于评论农业谈判主席案文的提案 

4 月 13 日，最不发达国家集团向农业特会提交了其对农业谈判

主席案文的评论文件（JOB/AG/227）。文件强调了既有授权问题对最

不发达国家集团粮食安全和经济韧性的重要性，如国内支持包括棉花

领域、特殊保障机制（SSM）、为粮食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PSH）、

特殊与差别待遇（SDT）等。 

 

WTO 发布新冠疫情相关出口限制和贸易便利措施的报告 

3 月 29 日，WTO 秘书处发布了新冠疫情相关出口限制和贸易便

利措施的总结报告（G/MA/W/168/Rev.2）。报告显示，截至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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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5 日，成员共采取了 98 项新冠疫情相关的出口禁令或出口限制措

施，其中 35 名成员根据 2012 年“数量限制通报程序决定”（QR 决定）

向市场准入委员会通报了共计 68 项措施。其中，限制出口的产品类

型有所改变，对个人防护、消毒剂等产品的限制减少，但药品和医疗

器械等产品的限制措施数量仍较多。报告指出，截至 2022 年 3 月 25

日，共有 169 项贸易便利措施，其中 70%以上的措施与税收有关，旨

在降低关键进口产品的价格，还有约 20%的贸易便利措施旨在简化或

放宽海关程序。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MA/W168R2.pdf

&Open=True，梁钰整理。 

 

WTO 发布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贸易和发展影响的调查报告 

4 月 11 日，WTO 秘书处发布关于乌克兰危机对全球贸易和发展

影响的调查报告，指出乌克兰战争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也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报告称，乌克兰危机使乌克兰民众遭受伤痛和冲击，也使得全球

民众可能面临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风险，并影响贫穷国家的政

治稳定。据秘书处预测，乌克兰危机将使得全球 GDP 增长率降低 0.7

至 1.3 个百分点，同时使全球贸易增长额自去年 10 月的预测值 4.7%

下降至 2.4%-3%之间。同时，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是食品和能源的重

要供应国，冲突将会对欧洲、非洲、中东等地区带来经济冲击，导致

粮食价格上涨。秘书处警告称，加之疫情和其他因素影响，全球粮食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MA/W168R2.pdf&Open=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G/MA/W168R2.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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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将进一步加剧国际粮食安全问题。 

报告同时指出，俄乌冲突的长期风险之一在于这场战争可能会引

发全球经济解体并形成独立的集团，各国的经济制裁可能导致主要经

济体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走向“脱钩”。报告强调，当前国际形势更加凸

显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性，保持市场开放对于确保

所有国家获取经济机会至关重要。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08apr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将举行货物贸易委员会和保障措施委员会会议 

4 月 21 日和 22 日，WTO 将举行货物贸易委员会正式会议。4 月

25 日，WTO 将举行保障措施委员会正式会议。 

 

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将举行特别会议和正式会议 

4 月 26 日上午，WTO 将举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特别会议，

当日下午将举行委员会正式会议。 

 

WTO 将举行争端解决机制正式会议和反倾销委员会会议 

4 月 27 日，WTO 将举行争端解决机制正式会议。同日，WTO 将

举行反倾销委员会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委员会正式会议。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08apr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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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动态 

美国商务部扩大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出口限制范围 

4 月 1 日，美国商务部将俄罗斯、白俄罗斯两国 120 家实体列入

制裁名单。8 日，美国总统拜登正式签署了终止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

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以及一项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的法案；9 日，

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发布了一项扩大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出口

限制范围的规则，高度限制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获取美国原产或一些盟

友国家生产的可用于军事和航空航天等领域的两用技术、软件和商品。

美商务部表示，这些限制措施将降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战略部门的军

事能力。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department-

expands-restrictions-exports-russia-and-belarus， 

夏莹玉整理。 

 

美国宣布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加入全球出口管

制联盟 

4 月 8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正式将冰岛、列支敦士登、

挪威和瑞士纳入俄罗斯出口管制联盟。此前，澳大利亚、加拿大、欧

盟的 27 个成员国、日本、韩国、新西兰和英国已加入该联盟。工业

与安全局表示，多边出口管制旨在切断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维持战事所

必需的商品、技术和软件供应，使其无法获得国防、航空和航海领域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department-expands-restrictions-exports-russia-and-belaru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department-expands-restrictions-exports-russia-and-bela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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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关键材料。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announces-

addition-iceland-liechtenstein-norway-and，夏莹玉整理。 

 

美国商会就应对历史性通胀发表声明 

4 月 12 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数据

显示，2022 年 3 月，商品和服务成本较 2 月上涨 1.2%，比去年同期

增长 8.5%，其中能源和食品是价格上涨的最大因素。 

对此，美国商会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政策官 Neil Bradley 发表声明

称，政策制定者应该把重点放在放松监管、降低关税和增加国内能源

生产上，以应对历史性通胀。此外，通货膨胀是供求关系的结果，政

府不应将通货膨胀归咎于企业，把责任转移给企业只会使通货膨胀的

真正原因得不到解决。 

参考资料： 

美国商会网站， 

https://www.uschamber.com/economy/u-s-chamber-urges-focus-on-easing-

regulations-reducing-tariffs-and-increasing-domestic-energy-production-to-combat-

historic-inflation，周睿强整理。 

 

美印商务部长探讨两国商业关系 

4 月 12 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和印度外交部长苏布拉

马尼亚姆·贾桑卡尔会面并就美印商业关系进行讨论。雷蒙多部长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announces-addition-iceland-liechtenstein-norway-and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commerce-announces-addition-iceland-liechtenstein-norway-and
https://www.uschamber.com/economy/u-s-chamber-urges-focus-on-easing-regulations-reducing-tariffs-and-increasing-domestic-energy-production-to-combat-historic-inflation
https://www.uschamber.com/economy/u-s-chamber-urges-focus-on-easing-regulations-reducing-tariffs-and-increasing-domestic-energy-production-to-combat-historic-inflation
https://www.uschamber.com/economy/u-s-chamber-urges-focus-on-easing-regulations-reducing-tariffs-and-increasing-domestic-energy-production-to-combat-historic-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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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美国启动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之际，希望与印度政府继续接

触。此外她分享了美印 CEO 论坛的最新情况，该论坛是美国和印度

深化商业联系、减少贸易壁垒的重要机制。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readout-secretary-

raimondos-meeting-indian-minister-external-affairs-dr，周睿强整理。 

 

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平行动计划》 

4 月 14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平行动计划》，该计划致力于将

公平纳入商务部的工作流程，确保其政策能够惠及更广大的受众。《公

平行动计划》概述了美国商务部弥合数字鸿沟、促进种族平等、进一

步支持服务欠缺的群体、发展少数族裔企业等的计划。商务部副部长

唐·格雷夫斯已宣布将成立多样性、公平性、包容性和无障碍性委员

会(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and Accessibility Council，DEIA) 来支

持该行动计划。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4/us-department-commerce-

releases-equity-action-plan，周睿强整理。 

 

 欧洲动态 

俄罗斯参加第 27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 

3 月 31 日，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作为联合主席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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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 27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主要石油生产国在

视频会议上审议了石油生产国自愿承诺的履行情况和对 2022 年石油

市场形势发展的预测报告。 

为了保持市场的平衡，OPEC+国家决定将石油产量增加 43.2 万

桶/日。据估计，到 2022 年 5 月，石油产量将达到 150 万桶/日。根

据 OPEC+的数据，截至 2022 年 2 月，OPEC+协议的整体执行率达

到 132%。代表们指出，石油市场的需求正在持续复苏，2022 年第

二季度的总需求可能超过 1 亿桶/日的水平。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008/，卢世竹整理。 

 

俄罗斯总理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线上会议 

4 月 5 日，俄罗斯副总理阿列克谢·奥维尔丘克（Alexey Overchuk）

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线上会议。 

会议审议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共同关切的问题，特别关注了有

助于改善成员国经济稳定性的优先工作领域、海关和关税政策以及运

输问题等。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一是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前暂时取

消统一关税税率，以提高经济可持续性、满足成员国内市场商品需求，；

二是在 2023 年 2 月 1 日前，在国家层面对轮式车辆提出要求，包括

取消对此类产品的一些强制性要求等，以确保在某些部件无法进口

（或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稳定轮式车辆生产；三是对货物的非优

惠原产地规则进行全面修改，包括确定使用原产地证书副本（电子形

式或纸质）替换原件的可能性，还包括简化证书要求和其他技术性改

https://www.nzte.govt.nz/blog/agreement-in-principle-reached-for-nz-uk-free-trade-agreement，卢世竹整理。
https://www.nzte.govt.nz/blog/agreement-in-principle-reached-for-nz-uk-free-trade-agreement，卢世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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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会议批准了俄罗斯方面的建议，即简化作为外国投资商出资标的

物引进的资本货物以及飞机维修或保养所需的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和

设备的关税优惠的适用程序。拟议的修正案缩短了货物在俄罗斯境内

作为外国货物的停留时间和关税义务的终止时间，进而缩短了海关管

制的期限，减少了外贸参与者的行政负担。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055/，卢世竹整理。 

 

英国称将加强与挪威等国的能源合作 

4 月 4 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安出席挪威航运会议并发表

讲话。屈维里安称英国和挪威存在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尤其在应对俄

乌问题方面，英国、挪威、美国和欧盟等盟国共同对俄罗斯实施了一

揽子经济制裁，包括资产冻结、旅行禁令等。此外，屈维里安表示应

降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程度。未来英国将加强与挪威等可靠

能源合作伙伴合作，满足各国能源需求，保护供应链，并稳定全球市

场。同时，英国也将加深与挪威等合作伙伴的合作，利用国家间的贸

易和投资关系发展绿色经济，彻底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international-trade-secretarys-speech-at-

nor-shipping-conference，刘芷君整理。 

 

https://www.nzte.govt.nz/blog/agreement-in-principle-reached-for-nz-uk-free-trade-agreement，卢世竹整理。
https://www.nzte.govt.nz/blog/agreement-in-principle-reached-for-nz-uk-free-trade-agreement，卢世竹整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international-trade-secretarys-speech-at-nor-shipping-conference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international-trade-secretarys-speech-at-nor-shipping-conference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2 

 亚洲动态 

印度与澳大利亚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4 月 2 日，印度与澳大利亚两国贸易部长以视频会议形式签署了

一项临时自由贸易协定。根据该协议，澳大利亚将为印度 6000 多个

行业部门提供免税准入，包括纺织品、皮革、家具、珠宝等，涵盖 96.4%

的印对澳出口商品。另一方面，印度将为澳大利亚 85%以上的出口商

品提供零关税准入，包括煤炭、羊肉、羊毛、液化天然气等。协议可

能在四个月内实施，将为完整的印澳自贸协定奠定基础。 

参考资料： 

印度时报,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india-australia-ink-trade-

pact-thousands-of-indian-goods-to-get-duty-free-access/articleshow/90615312.cms，

周睿强整理。 

 

日美举行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部长级会议 

4 月 8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与美国商务部举行商业和工业伙伴关

系部长级线上会议，会议讨论了半导体、出口管制、数字经济与贸易

和投资问题，并确认了两国在各自专题上的合作进展。会议还就日美

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合作进展进行了深入讨论。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4/20220408007/20220408007.html，刘芷君整

理。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4/20220408007/202204080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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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呼吁恢复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4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呼吁恢复具有约束力的

争端解决机制，并就机制恢复提出了若干建议。 

文章指出，得益于争端解决机制所提供的确定性贸易环境，全球

商业在过去几十年间得以蓬勃发展。然而，美国在过去十多年对争端

解决机制多有诟病并多次阻挠上诉机构成员任命，其根本原因在于，

美国认为上诉机构使得 WTO的贸易救济条款变得毫无意义，并使 WTO

协定的保障条款无法使用。就全球竞争而言，上诉机构对美国最严重

的损害在于限制了美国有效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 

文章对当前针对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进行了梳理，指出无论

选择何种途径重建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重点在于必须明确解

决具体的争端案件优先于澄清 WTO 义务的原则，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一是构建更为完善的 WTO 司法体系，具体包括延长上诉机构成员任

期、建立上诉机构成员候选池、上诉机构成员在 WTO 全职任职等事项。

二是重组上诉机构，恢复两阶段争端解决机制，同时重新审视 WTO 的

体制框架，对其进行整体性的深远变革。三是考虑专家组最终裁决的

单阶段争端解决机制，同时任命法律顾问机构以监督专家组的运作，

避免裁决缺乏统一性的问题。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reader/publications/report/wto-2025-restoring-binding-dispute-

settlement，郭惠惠整理。 

https://www.piie.com/reader/publications/report/wto-2025-restoring-binding-dispute-settlement
https://www.piie.com/reader/publications/report/wto-2025-restoring-binding-dispute-sett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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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进步中心建议解决低收入群体的粮食安全问题 

4 月，美国进步中心发布报告，分析美国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粮食

安全问题，并建议国会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报告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国内的粮食不安全率一直居高不下，

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失业率上升、工作时间缩短、学校和儿童保育设

施关闭等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联邦政府实施的各项计划虽

使最为紧急的粮食安全情况有所缓解，但随着一些计划逐渐到期，以

及持续存在的食品价格飞涨现象，使得美国低收入群体的粮食获取和

负担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报告认为，食品价格的高涨或许会随时间推移有所缓解，但新冠

疫情期间提供的缓冲计划到期却会对美国数百万家庭的粮食安全产

生负面影响。报告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一方面，把握《儿童营养法》

和《农业法案》重新授权的机会，使得营养补充援助计划（SNAP）等

各项旨在改善美国粮食安全的计划与时俱进，真正反映当下的经济现

实与新出现的危机。另一方面，政策制定者应支持几项关键性法案的

通过，以加强 SNAP 所涉及的粮食安全管理。同时，各州和地方政府

应积极考虑创新战略，加强本地社区的粮食安全，从短期应对措施过

渡到长期解决方案。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ighting-hunger-how-congress-should-

combat-food-insecurity-among-low-income-americans/，郭惠惠整理。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ighting-hunger-how-congress-should-combat-food-insecurity-among-low-income-americans/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ighting-hunger-how-congress-should-combat-food-insecurity-among-low-income-americ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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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 CPTPP 同主要贸易协定的差异 

4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梳理了 CPTPP的关键承诺，

将 CPTPP同其他贸易协定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该协定可能存在的问

题。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由《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PP）的主要成员组成，CPTPP 保留了 TPP的大部分条

款，削弱或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建立了可实施的贸易规则。

目前，CPTPP 对八个成员有效。美国政府目前表示无意加入 CPTPP，

但已充分认识到该地区的经济战略意义，并计划寻求建立印太经济框

架（IPEF）。 

报告对 CPTPP 中的货物关税、电子商务/数字贸易、环境、政府

采购、知识产权等关键条款进行详细梳理，并将 CPTPP与 IPEF、美墨

加协定（USMC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分别进行了

比较：IPEF 方面，美国寻求的目标有别于 CPTPP 和以往的自由贸易

协定，主要表现在政府并不寻求涵盖市场准入问题等；CPTPP 与 USMCA

有许多共同点，但在承诺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也存在关键性区别；RCEP

同 CPTPP 一样降低了贸易壁垒并设定了贸易规则，但承诺的深度较

浅，且忽略了劳工、环境和国有企业等 CPTPP所涵盖的问题。 

报告指出，国会将综合考虑关键的监督和立法问题，包括参与不

同的区域贸易协定（CPTPP、IPEF、RCEP）的成本与收益；寻求其他途

径的可能性；若美国考虑加入，CPTPP可能的修改范围等。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078，郭惠惠整理。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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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研究动态 

经合组织强调全球供应链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重要作用 

4 月，经合组织发布报告，分析新冠疫情期间疫苗、口罩和检测

试剂相关生产和贸易情况，并强调了全球贸易在抗击新冠疫情中的重

要作用。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期间，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在疫苗、口罩

和检测试剂三类重要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2021年

上半年，全球新冠疫苗贸易量比 2020 年全年提高 26%，国际贸易和

全球供应链有效缓解了缺乏疫苗生产能力国家的困境，使新冠疫苗的

生产和持续获取成为可能。疫情初期，全球主要经济体对口罩的需求

激增，彼时的口罩需求主要依靠从中国进口。随着国际贸易的开展和

全球供应链恢复正常运转，口罩进口来源迅速多样化，全球供应链减

轻了口罩的暂时供应限制。检测试剂方面，全球供应链既缓解了临时

供应限制，也持续提高了病毒检测所需基本产品的可获得性。 

报告总结了全球供应链在提高各国抗疫能力中发挥的作用：一是

使得缺乏生产能力的国家能够顺利获得相应的基本产品；二是缓解了

各国由新冠疫情导致的暂时性供应短缺；三是提高了关键原料的全球

产量。报告总结称，事实证明，全球供应链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兼具灵

活性和弹性。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官网，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global-supply-chains-at-work-

07647bc5/，郭惠惠整理。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global-supply-chains-at-work-07647bc5/
https://www.oecd.org/coronavirus/policy-responses/global-supply-chains-at-work-07647bc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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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风险与机遇 

4 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发布报告，探讨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机

遇和风险，并提出了环境和数字化关系中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 

报告指出，数字化给环境带来的风险和机遇并存。自 2021 年举

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后，从新冠疫情中实现绿色复苏

已成为大众共识。新冠疫情之下，人们普遍使用视频、在线会议、在

线游戏等，导致全球互联网流量在 2020 年飞涨 40%，带来的设备升

级、能源消耗、资源开采以及 ICT电子垃圾等所产生的碳足迹，也愈

发引起环境问题观察者的关注。但除了风险之外，数字技术也提供了

相当的机会，可以阻止人类加速盲目扩张，解决紧迫的全球气温上升

问题，并促进环境数据的稳步增长和民主化。 

针对全球数字化转型相关的环境机遇和风险，报告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通过数字技术对环境数据进行统一管理和报告，建立完善的环境

数据库，进而完善相应的追踪和问责制度，促使个人、企业和政府采

取纠正措施以响应联合国的气候号召。二是实现食品和水系统的数字

化转型。鉴于食品和水系统的异质性和在不同地区的传统文化意义，

在其数字化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具体的应用情景，同时鼓励政府投

入资源提高地方社区收集和利用数据的能力。三是利用数字技术提高

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循环性。通过数字化实现材料、零件、生产设备等

的回收和再利用全程可追溯，建立 ICT供应链的问责制以及相应的国

际标准。 

报告指出，在数字化和环境关系中，必须充分调动历史上曾对环

境造成严重污染的发达国家资源，以支持碳足迹较少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鼓励更多的公私合作为环境和数字化提供必须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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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4/two-worlds-apart-harmonizing-digitalization-

and-environment，郭惠惠整理。 

 

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呼吁关注新冠疫情下青年劳动力的

就业情况 

4 月，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发表文章，呼吁加强对新冠疫情中

青年劳动力的关注，协助青年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并获得高质量工

作。 

文章指出，在新冠疫情的诸多影响中，很少有人认为青年劳动力

是受疫情影响的主要风险群体，但在此次经济衰退中，年轻人的教育

和就业前景、生理和心理健康以及其社会资本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且此影响可能持续数十年之久。尽管欧盟的青年劳动力整体就业数据

已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但疫情导致的通货通胀以及边境和俄乌冲突

引起的经济社会影响，预计将对欧洲的劳动力市场产生不利影响，因

而欧洲青年的就业问题仍值得关注。 

文章认为，欧盟及其成员国应首先采取措施提供相应教育，使年

轻人尽早得到指导和支持，以获取进入劳动力市场所需的基本技能，

帮助青年劳动力在市场中得到高质量工作。此外，应保障青年团体和

组织充分参与到相关培训计划的制定中，确保培训计划的内容能真正

解决青年劳动力的问题。最后，鉴于新冠疫情进一步加深了劳动力市

场的不平等，应充分考虑青年劳动力面临的就业障碍的多样性。 

参考资料：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4/two-worlds-apart-harmonizing-digitalization-and-environment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2/04/two-worlds-apart-harmonizing-digitalization-and-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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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和社会委员会， 

https://www.eesc.europa.eu/en/news-media/news/targeted-measures-should-help-

young-people-get-and-keep-quality-jobs，郭惠惠整理。 

  

 

https://www.eesc.europa.eu/en/news-media/news/targeted-measures-should-help-young-people-get-and-keep-quality-jobs
https://www.eesc.europa.eu/en/news-media/news/targeted-measures-should-help-young-people-get-and-keep-quality-jo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