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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商务谈判联合召集人介绍谈判最新进展 

5 月 19 日，在电子商务透明度讨论会上，谈判参与者听取了小

组在弥合开放互联网接入、电子交易框架和网路安全等领域谈判分

歧方面的最新进展，联合召集方日本的山崎大使介绍了小组在 MC12

及夏休前的工作计划。 

⚫ 渔业补贴谈判主席汇报“谈判周”进展 

5 月 16 日至 20 日，WTO 成员举行密集谈判，旨在在 MC12 前

解决限制有害渔业补贴的全球协议的剩余问题，约 50 个代表团参与

了各项讨论。谈判主席威尔斯大使表示成员们在讨论中采取了积极

的态度，展现了充分的灵活性，为在 MC12 前缩小分歧铺平了道路。 

⚫ 美国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5 月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赴日本东京出席了“印太经济框架

（IPEF）”启动仪式，框架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 13

个国家。美国表示未来将与框架伙伴国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

脱碳、税收和反腐败等问题展开集体讨论。 

⚫ 欧洲议会通过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提案 

5 月 19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关于实施 15%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的提案，并坚持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实施的最后期限，以确保

法律的迅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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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贸易 

受俄乌冲突及新冠疫情影响，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持平 

5 月 23 日，WTO 发布的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受到俄乌冲

突以及中国近期与新冠疫情相关的封锁措施影响，2022 年上半年全

球货物贸易受到抑制。本期晴雨表读数为 99.0，仍略低于基准值 100，

表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缓慢。 

受俄乌冲突影响，最新晴雨表下调了上期的乐观预期，主要原因

在于冲突引发粮食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或将降低实际收入和经济增

长水平，同时中国实施的大规模疫情封锁措施将进一步对贸易和生产

产生影响。本期大多数晴雨表的成分指数接近或高于基线值，只有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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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运输仍低于趋势（95.0）。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wtoi_23may22_e.htm，丁广超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举办第五届“南南对话会” 

5 月 16 日，由“最不发达国家及其加入的中国项目”资助、WTO

秘书处主办的第五届“最不发达国家与发展南南对话会”在瑞士日内

瓦举行。WTO 总干事伊维拉、副总干事张向晨分别在开幕式和闭幕

式致辞。来自 30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大使或代表与 WTO 总理事会主

席及各谈判机构主席和主要发展中成员大使出席会议。与会代表就当

前 WTO 重点谈判、WTO 改革、最不发达国家毕业、联合声明倡议等

议题展开对话。 

总干事伊维拉在会上强调，贸易是解决最不发达国家所面临挑战

的方式之一，需要在 MC12 上为最不发达国家取得切实成果。伊维拉

同时鼓励成员们为 MC12 做好准备，取得有意义的成果，重振 WTO。

李成钢大使在讲话中表示，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规则赤字”或“发展赤

字”，一直是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关注的问题，并表示相信通

过共同努力，WTO 能够通过改革，使其规则更加平衡，履行其在促

进发展方面的责任。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wtoi_23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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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16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服务贸易理事会会议讨论最不发达成员参与服务贸易问题 

5 月 16 日，WTO 举行服务贸易理事会会议，会上成员们讨论了

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关切以及最不发达成员服务豁免的实施情况，还

就促进数字贸易发展的举措进行了交流。 

最不发达成员集团强调，实施服务豁免是 MC12 的优先事项之

一，呼吁各成员继续支持这一议题，以期在 MC12 上就改善豁免的执

行情况达成一致意见。为确保服务豁免能够有效执行，最不发达成员

呼吁服务贸易理事会从以下方面积极采取行动：一是加强对最不发达

成员服务贸易出口数据的监测；二是对享受优惠待遇的最不发达成员

服务供应商和消费者信息进行审查；三是对最不发达成员使用贸易优

惠的最佳做法进行评估。会上部分成员分享了电子商务数字发展战略

和举措的信息，成员们同意继续对电子商务工作方案进行深入讨论。

服务贸易关切方面，成员们就网络安全措施、5G 相关措施和服务本

地化等内容进行了讨论，并表示会继续遵守 WTO 相关规则并积极与

提出贸易关切的成员进行协商讨论。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erv_18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海关估价委员会会议审议成员海关立法通报情况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16may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erv_18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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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7 日，WTO 举行海关估价委员会会议，会上成员们审议了

国家海关立法通报的情况及相关问题，就主席关于会议期间开展经验

交流会的提案进行了讨论，并听取了 WTO 秘书处关于电子议程平台

的介绍。 

海关估价委员会主席 Buddhi Prasad Upadhyaya 向成员们介绍了

当前海关估价立法的通报情况（G/VAL/W/232/Rev.15），自 2021 年 10

月以来，玻利维亚和格鲁吉亚提交了关于海关立法的新通报，此外成

员们还就海关立法的相关问题或答复提交了十余份通报。迄今为止，

已有 111 个成员通报了关于海关估价的国家立法，77 个成员对海关

估价立法问题做出了相关答复。会上成员们还对主席提出的在会议期

间组织一次经验交流会的提案表示了欢迎，以提升透明度并就最佳做

法交流经验。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val_17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举行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第六次联合贸易政策审议 

5 月 18 日和 20 日，WTO 举行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第六次联合贸

易政策审议。瑞士和列支敦士登政府报告指出，瑞士是世界上最国际

化的经济体之一，其繁荣依赖于有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创新、高附加值

的商品和服务参与国际贸易。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瑞士经济和贸易表

现出相对较强的韧性，主要得益于其多样化的经济结构、高度的国际

开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灵活的劳动力市场、适度的税收负担、健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val_17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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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公共财政、社会伙伴之间良好的合作以及政治稳定。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525_e.htm，胡奋梅整理。 

 

WTO 成员深化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 

5 月 17 日至 18 日，参与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TESSD）

的 WTO 成员就环境商品与服务、与贸易有关的气候措施、循环经济

和补贴四个议题展开了首次深入讨论，并就该四项议题成立非正式工

作组。 

环境商品与服务工作组讨论了成员在目标和部门方面的优先事

项，并就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交流了经验与建议。与贸易有关的气候措

施工作组就成员正在采取的气候政策措施、监管要求、相关目标以及

对贸易的潜在影响进行了讨论。循环经济工作组讨论了成员推进循环

经济目标方面的经验教训以及与贸易和贸易政策相关的机遇和挑战，

并重点讨论了不可再生资源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生态系统

等问题。补贴问题工作组侧重于讨论化石燃料和农业补贴相关的问题，

包括如何确定相关补贴对环境和贸易的影响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essd_18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电子商务谈判联合召集人介绍谈判最新进展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525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essd_18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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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9 日，在电子商务透明度讨论会上，谈判参与者听取了电

子商务谈判的最新情况，并成立了两个新的关于隐私和电信服务的小

组，联合召集方日本的山崎大使介绍了 MC12 及夏休前的工作计划。 

会议主持人报告了小组最近几周为缩小在开放互联网接入、电子

交易框架和网路安全等领域的谈判分歧而开展的工作，山崎大使鼓励

成员在夏休前就上述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成员听取了有关隐私和更新

电讯服务规则的建议，山崎大使宣布成立两个新的隐私和电信小组，

以加深相关问题的讨论。山崎大使同时表示联合召集方正在制定一项

倡议，以支持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参与电子商务谈判，并呼吁

未得到充分支持的提案方积极争取必要的支持或撤回该提案，及时根

据成员的观点及意见进行修改与调整，以促进电子商务谈判达成一致

文本意见。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com_20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渔业补贴谈判主席汇报“谈判周”进展 

5 月 16 日至 20 日，WTO 成员举行密集谈判，旨在于 MC12 前，

解决限制有害渔业补贴的全球协议的剩余问题。5 月 20 日，谈判主

席威尔斯大使向成员们报告了“谈判周”取得的进展。 

威尔斯表示成员们在讨论中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展现了新的灵

活性，为在 MC12 前缩小分歧铺平了道路。谈判周期间，约 50 个代

表团参与了各项讨论，集中商定草案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例如非特定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com_20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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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补贴的处理、与产能过剩和过度捕捞相关的平衡问题、发展中成

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与强迫劳动相关的透明度要求

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ish_20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塑料对话讨论 MC12 计划及部长级声明的推进方案 

5 月 24 日，WTO 举行塑料污染和环境可持续塑料贸易（IDP）

非正式对话会议，与会者讨论了 MC12 的计划以及实施 2021 年 12 月

发布的部长级声明的后续步骤。 

联合协调方中国和厄瓜多尔总结了今年以来的工作内容，表示将

起草实施部长级声明的工作计划，并通过技术讨论确定未来工作的优

先事项，同时呼吁 IDP 参与者借助有力的国际环境打击塑料污染，并

敦促参与方为在 MC12 上提出有意义的成果开展工作，重点关注小组

在通过声明以来六个月内的工作进展。副总干事波冈强调，IDP 需要

与参与解决塑料污染的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并通过数据共享来提

升透明度。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ppesp_24may22_e.htm，齐寒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ish_20may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ppesp_24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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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秘书处观点 

总干事伊维拉呼吁协助非洲小企业获得贸易融资 

5 月 23 日，在由科特迪瓦、WTO 和国际金融公司（IFC）联合举

办的研讨会上，总干事伊维拉强调了当前非洲国家迫切需要贸易融资，

特别是小企业。她表示，此次活动为企业和银行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机

会，旨在帮助小型贸易商降低与贸易相关的交易成本，从而更好地融

入世界贸易。 

伊维拉介绍了科特迪瓦向 WTO 提出的关于改善非洲小企业获得

贸易融资机会的建议，并强调了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严重金融制约，

特别是缺乏贸易融资，而新冠疫情加剧了非洲的贸易融资缺口。伊维

拉指出，贸易融资短缺或融资成本高于世界市场，是非洲国家融入世

界贸易的主要障碍。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fin_23may22_e.htm，齐寒整

理。 

 

总干事伊维拉呼吁全球团结一致应对当前危机 

5 月 22 日至 26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

坛，伊维拉敦促政府和商界领袖通过 WTO 等多边机构聚集在一起，

共同解决全球经济和贸易面临的多重危机。 

伊维拉强调，WTO 可以在帮助应对日益严重的粮食不安全、新

冠疫情、气候变化、供应链中断和渔业资源减少等紧迫问题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全球应该团结一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这些挑战。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fin_23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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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拉指出，在 MC12 上 WTO 成员将协商处理新冠疫情、新冠

疫苗知识产权规则、消除有害渔业补贴协议、启动 WTO 改革讨论进

程等诸多议题。伊维拉表示在多边层面上达成一致是非常困难的，强

调成员们仍需携手前进，支持 WTO 发挥作用。 

伊维拉还强调了应对全球变暖及其影响的紧迫性，呼吁建立一个

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全球碳定价机制，以缓解人们对“绿色保护主

义”的担忧，她表示，WTO 正在与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

合组织等国际机构联合探讨这一倡议。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gno_30may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波冈强调加强公私部门在供应链领域的对话 

5 月 18 日，WTO 副总干事波冈出席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FIATA）总部年会并发表讲话，指出公共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持续对

话对于更好地应对全球供应链挑战至关重要。 

波冈表示，当前全球供应链持续受到贸易摩擦、新冠疫情、俄乌

冲突等多重因素冲击与影响。上述问题导致国际运输价格飙升，并揭

示出全球价值链生产模式的脆弱性，且遭受影响与冲击最大的往往是

远离主要海岸线的贫穷国家或地区，全球各地的中小企业也遭受巨大

挑战。波冈称，从当前的供应链挑战中可以得出三点经验：一是国际

贸易合作是解决当前挑战的重要举措，特别是新冠疫情期间的医疗产

品贸易合作。二是公私部门间的对话是不可或缺的，能够有效促进信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gno_28apr22b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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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共享并有利于解决全球供应链中断问题。三是 WTO 应进一步提高

透明度并提供交流对话平台，通过深化贸易便利化合作解决供应链中

断问题。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23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强调贸易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重要性 

5 月 19 日，WTO 副总干事冈萨雷斯出席由美洲协会和美洲理事

会联合举办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贸易与环境活动并发言，强调了开放

和可预测的贸易对于帮助该地区适应气候变化、获得气候友好型解决

方案和打造绿色供应链的重要作用。 

冈萨雷斯指出贸易便利化对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成员实现

绿色经济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至关重要，贸易官员应认真审视阻碍绿

色技术发展和全球一体化进程的相关问题和壁垒。此外，冈萨雷斯还

呼吁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充分利用 WTO 这一平台，积极参与

WTO 相关论坛讨论，并与合作伙伴加强交流与对话，当前 WTO 正

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领域广泛开展工作，例如促进环境商品和服务贸

易、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贴、支持循环经济和打击塑料污染等。冈萨

雷斯指出贸易官员可以通过减少服务和数字贸易壁垒，与国内利益相

关者和国际合作伙伴合作，帮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绿色企业扎

根并融入可持续供应链。 

参考资料：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23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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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g_20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副总干事波冈表示 WTO 正积极参与维护全球粮食安全 

5 月 24 日，WTO 副总干事波冈在巴黎和平论坛的一次视频会议

上表示，保持贸易开放、监测各国政府的贸易措施和减少市场扭曲是

WTO 及其成员为应对迫在眉睫的全球粮食危机而采取的三条行动路

线。他强调，WTO 正在与其他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密切合作，解决

粮食安全问题，并呼吁 WTO 成员在即将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抓住机

会，对当前形势和未来行动路径作出具体回应。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25may22_e.htm，齐寒整

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环保团体向 WTO 递交寻求渔业补贴全球协议的信函 

5 月 16 日，近 200 个环保组织代表向 WTO 总干事伊维拉提交了

关于寻求渔业补贴全球协议的信函，旨在呼吁世界各国在渔业补贴方

面积极达成一致协议并逐步取消有害的渔业补贴。总干事伊维拉对该

来信表示了欢迎与支持，并表示该呼吁是对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的敦促与鼓励。伊维拉还表示 WTO 成员将于 5 月 16 日至 20 日举

行相关谈判会议，旨在在 MC12 前解决渔业补贴全球协议的遗留问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g_20may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25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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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ish_16may22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 发布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WTO 的机遇与挑战报告 

5 月 24 日，WTO 发布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WTO 的机遇与挑战报

告（WT/ACC/41·WT/COMTD/LDC/29）。报告探讨了加入 WTO 对最

不发达国家的机遇与挑战，并基于 9 个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WTO 的经

验，为最不发达国家加入 WTO 提供了最佳做法建议。报告同时追溯

了 WTO 对最不发达国家加入做法的演变过程，并概述了加入 WTO

的各个步骤。 

报告称，在全球 46 个最不发达国家中，35 个为 WTO 成员，最

不发达国家集团占 WTO 成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在过去 15 年中，有 9

个国家作为最不发达国家加入了 WTO，分别是尼泊尔、柬埔寨、佛

得角、萨摩亚、瓦努阿图、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也门、利比里亚和

阿富汗，另有 8 个国家目前正参与加入进程，分别是不丹、科摩罗、

埃塞俄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和东帝汶。 

该报告在其结论性意见中指出，最不发达国家的加入有助于提升

WTO 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并使 WTO 更接近其既定目标，包括削减

生活费用和提高生活水平、帮助各国发展、给予弱者更强的发言权以

及促进和平与稳定。最后，报告强调，最不发达国家尚未充分享受

WTO 制度的全部好处，因而这些国家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解决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fish_16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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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需要时间，也需要国际社会和国际机构的持续支持，特别是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ldcs_accession_study.pdf，梁钰整理。 

 

WTO 报告显示 2021 年第四季度中间产品出口持续增长 

5 月 25 日，WTO 发布国际贸易统计报告显示，2021 年第四季度

全球中间产品（IG）出口同比增长 21%，延续了全年的上升趋势，增

速低于第三季度的 27%和第二季度的 47%。 

报告显示，金属结构、导体、医疗和制药产品等“其他工业用品”

是中间产品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第四季度同比增长 31%。亚洲和

非洲的工业投入出口同比增长超过 24%，欧洲和北美分别增长 18%

和 14.5%，南美洲和中美洲则下降 12%，主要原因在于巴西对中国的

铁矿石和大豆出口减少。第四季度，中国仍是最大的中间产品出口国，

出口产品价值达 4180 亿美元，最大的中间产品进口国为中国和美国。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tat_25may22_e.htm ，丁广超整理。 

 

巴西关于 MC12 部长级决议的提案 

5 月 25 日，总理事会散发巴西提交的关于 MC12 部长级决议的

提案（JOB/GC/310）。提案指出，目前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每两年召

开一次，而成员应考虑更频繁的部长级接触。部长级会议可以每年举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ldcs_accession_study.pdf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tat_25may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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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次，就世界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交换意见，为正在进行的谈判提

供指导和政治动力。这将有助于重建成员之间的信任，增加在多边层

面合作的意愿，确保世贸组织的有效性和响应能力。因此，建议 MC12

做出决议，规定在 MC12 后，部长级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其下一次会

议将于 2023 年举行。 

 

巴西关于 WTO 疫情应对宣言的提案 

5 月 16 日，总理事会散发巴西关于 WTO 疫情应对宣言的提案

（JOB/GC/307）。提案建议在 WTO 疫情应对宣言中纳入知识产权、

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内容，要求重申 TRIPS 协定第 66.2 条，

发达成员应为企业和相关机构提供激励措施，以促进向最不发达成员

提供技术转让。世贸组织成员应支持向发展中成员转让和传播技术，

以加强公共健康和制药部门的生产、科研与技术能力，促进发展中成

员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 

 

加拿大关于取消疫情相关免税措施的通报 

5 月 24 日，市场准入委员会散发加拿大提交的关于取消疫情相

关免税措施的通报（G/MA/W/178）。此前加拿大先在 G/MA/W/153 号

通报中，通知成员免除对包括个人防护设备 (PPE)在内的特定医疗用

品的进口其他适用关税，以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自 2020 年 5 月

5 日起生效。加拿大通过监测认为，目前包括个人防护装备在内的国

内医疗用品短缺问题已得到解决，因此于 2022 年 4 月 14 日宣布废除

某些商品减免令，相关进口商品关税减免权利已于 2022 年 5 月 7 日

结束。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18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将举行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和农业非正式委员会会议 

6 月 1 日，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将在新西兰举行正式会议。6

月 1 日和 2 日，WTO 农业非正式委员会将举行特别会议。 

 

WTO 将召开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 

6 月 12 日至 15 日，WTO 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十二届部长级

会议。 

 

 

 美国动态 

美国参议院通过 400 亿美元的援乌法案 

5 月 19 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一项 400 亿美元的对乌克兰

第二轮援助法案，这项法案通过后，美国对乌克兰援助总额将达到 540

亿美元，并且其中半数以上都是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已成为

2022 年度接受美国军事援助最多的国家。 

参考资料： 

路透社，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2-05-19/senate-passes-40-billion-

in-aid-to-ukraine-after-week-long-delay，夏莹玉整理。 

 

美国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 

5 月 23 日，美国总统拜登赴日本东京出席了 “印太经济框架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2-05-19/senate-passes-40-billion-in-aid-to-ukraine-after-week-long-delay
https://www.usnews.com/news/politics/articles/2022-05-19/senate-passes-40-billion-in-aid-to-ukraine-after-week-long-de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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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EF）”启动仪式，框架伙伴国包括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澳

大利亚、新西兰、文莱、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和越南。美国表示未来将与框架伙伴国就贸易、供应链、清洁能源、

脱碳和基础设施、税收和反腐败等问题展开集体讨论。 

参考资料： 

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

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夏莹玉整理。 

 

第二届美日印澳领导人线下峰会举行 

5 月 24 日，第二届美日印澳（QUAD）领导人线下峰会在日本东

京举行，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艾博年、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和美国总统拜登参会，领导人们就气候、医疗、新兴

技术、地区问题和伙伴关系等领域进行了交流讨论。 

在和平与稳定问题上，四方重申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

的共同承诺，以及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与和平解决争端原则的重要性。

领导人们就印太地区的事态发展和乌克兰冲突交换了意见，并重申打

击恐怖主义的愿景。在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健康安全问题上，四国承

诺将继续在疫苗生产、疫苗接种和社会经济振兴等问题上密切合作，

并通过在基因组监测和临床试验方面的合作加强全球卫生治理。在气

候问题上，四国宣布启动四方气候变化适应和缓解方案（Q-CHAMP），

以加强在绿色航运、清洁能源以及气候和抗灾基础设施方面的努力。

在关键与新兴技术问题上，四国聚焦 5G 技术、半导体、生物技术和

量子技术，强调要加强在国际标准问题上的合作，确保印太地区的技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5/23/statement-on-indo-pacific-economic-framework-for-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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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展以四国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指导。 

会议还达成了以下共识：一是加强各自地球观测卫星数据的开放

和共享，以帮助跟踪气候事件、防灾和可持续利用海洋资源；二是宣

布建立印度-太平洋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四方伙伴关系（HADR），

以帮助各国加强应对 HADR 事件和打击非法捕鱼的能力；三是重申

坚定不移地支持东盟的团结和中心地位，并期待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27884，卢世竹整理。 

 

美国就加拿大乳制品关税配额政策发起第二次争端磋商 

5 月 25 日，拜登政府第二次要求根据美墨加协定（USMCA）成

立争端解决小组，以解决与加拿大在其乳制品进口配额方面的贸易争

端。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表示，美国认为加拿大的乳制品关税配额新政

策与在 USMCA 中承诺的市场准入不一致，阻碍了符合条件的美国生

产者、出口商等进入加拿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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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may/what-

they-are-saying-united-states-initiates-second-usmca-dispute-canadian-dairy-tariff-

rate-quota，夏莹玉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委员会发布 REPowerEU 能源计划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y/what-they-are-saying-united-states-initiates-second-usmca-dispute-canadian-dairy-tariff-rate-quot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y/what-they-are-saying-united-states-initiates-second-usmca-dispute-canadian-dairy-tariff-rate-quota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may/what-they-are-saying-united-states-initiates-second-usmca-dispute-canadian-dairy-tariff-rate-qu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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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 REPowerEU 计划以应对俄乌冲突带

来的能源问题以及当前全球能源市场混乱局面。欧盟委员会指出，改

造欧洲能源系统有双重紧迫性，一方面，欧盟应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

料的依赖；另一方面，欧盟需应对化石燃料引发的气候危机。

REPowerEU 计划将通过节约能源、实现能源供应多样化以及加速可

再生能源的推广来实现上述目标。 

欧盟委员会指出节能是解决当前能源危机最迅速最经济的方法，

欧盟将采取措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其次，欧盟将与国际伙伴合作，

使能源供应多样化，委员会正考虑建立一个“联合采购机制”，代表参

与国进行谈判和签订天然气采购合同。此外，欧盟决心加速可再生能

源的推广，将 2030 年可再生能源的目标比例从 40%提高到 45%，具

体举措包括实施太阳能战略，到 2025 年将太阳能光伏发电量翻一番，

到 2030 年实现 600GW 的太阳能光伏并网目标等。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3131，周睿强整理。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单一窗口达成协议 

5 月 19 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单一窗口达成了一项临时

协议，其目的是使国际贸易更便利，缩短清关时间并降低欺诈风险。

协议一旦完全实施，企业将不再需要通过不同的门户网站向多个机构

提交文件。单一窗口环境将使海关或其他部门能够自动核实货物是否

符合欧盟要求，以及是否已完成必要手续，将有助于减轻贸易商的行

政负担，并极大促进跨境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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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欧盟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5/19/customs-

provisional-agreement-reached-on-eu-single-window-which-will-make-customs-

clearance-easier-and-faster/，周睿强整理。 

 

欧洲议会通过实施全球最低企业税率的提案 

5 月 19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了关于实施 15%全球最低企业税

率的提案，并坚持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实施的最后期限，以确保

法律的迅速适用。 

欧洲议会议员对欧盟委员会的提案进行了部分修改，提出了一项

审查条款，规定修订年收入门槛，超过该门槛，跨国公司则须根据最

低税率缴税。此外议员们还希望评估立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同时

寻求减少委员会提出的某些豁免，并通过引入一项包含打击避税计划

的具体条款来限制规则被滥用的可能性。 

参考资料： 

欧洲议会网站,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0517IPR29938/global-

minimum-corporate-tax-rate-meps-push-for-quick-adoption，周睿强整理。 

 

欧盟取消乌克兰出口关税 

5 月 24 日，欧盟理事会决定对乌克兰产品实行临时贸易自由化，

取消未来一年内所有乌克兰对欧盟出口商品的关税。此举旨在大力支

持乌克兰经济。此外，欧盟特别暂停与乌克兰达成的深度和全面自由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3 

贸易协定（DCFTA）第四章下的所有关税、对原产于乌克兰进口产品

征收的反倾销税以及对乌克兰产品的进口保障措施。 

此前，欧盟委员会于 4 月 27 日提交了关于乌克兰临时贸易自由

化的提案，5 月 19 日欧洲议会投票表决通过该提案。欧盟理事会通

过后，将在欧盟官方公报上公布，公布后的次日，该条例将正式生效。 

参考资料： 

欧盟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5/24/ukraine-council-

adopts-temporary-trade-liberalisation-with-ukraine/，周睿强整理。 

 

英国与墨西哥正式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5月 20日，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安与墨西哥贸易部长 Tatiana 

Clouthier 正式启动英国-墨西哥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发表联合声明。

该协议将促进英墨两国间的数字和跨境贸易，并解决贸易、性别平等

和创新等问题。英墨双方均表示将共同致力于深化两国间的贸易和投

资关系，推动两国贸易向更加繁荣的方向发展。两国预期将于今年七

月在墨西哥举行第一轮正式谈判，在秋季举行第二轮谈判，并在两年

内完成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the-launch-of-the-

negotiations-for-a-free-trade-agreement-between-the-uk-and-mexico，刘芷君整

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the-launch-of-the-negotiations-for-a-free-trade-agreement-between-the-uk-and-mexico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joint-statement-on-the-launch-of-the-negotiations-for-a-free-trade-agreement-between-the-uk-and-mexico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4 

英国与美国印第安纳州签署了首份州级贸易和经济发展谅

解备忘录 

5 月 27 日，英国与美国印第安纳州签署了首份州级贸易和经济

发展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有助于消除双方的贸易和投资壁垒，

为英国和印第安纳州企业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投资机会，并加强双

方在清洁技术方面的合作，以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首份州级贸易

和经济发展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是英国与美国贸易的里程碑，体现了

英国政府的“州级战略”。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first-us-state-level-agreement-with-

indiana，刘芷君整理。 

 

俄罗斯政府宣布对铅进行出口管制 

5 月 14 日，俄罗斯政府宣布，自 5 月 15 日起，对原铅、废铅和

铅废料进行出口管制，管制有效期至 2022 年 11 月 15 日（含当日）。

铅是生产蓄电池的必需品，在汽车制造行业得到广泛应用，该决议旨

在防止俄罗斯市场因外部施加的限制而出现铅短缺情况。铅生产商和

废铅加工商须持有工业和贸易部颁发的一次性使用许可证，方可进行

出口。合法的市场参与者将不需要额外的批准和授权即可获得工业和

贸易部颁发的一次性出口许可证。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408/，卢世竹整理。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first-us-state-level-agreement-with-indiana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signs-first-us-state-level-agreement-with-indi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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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副总理奥维尔丘克出席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会议 

5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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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同关切的问题，特别关注海关和关税管制、工业合作发展、运输基础

设施和药品共同市场等领域。 

理事会成员批准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设立一个优先和高技术

产业合作与进口替代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建立新的生产链，

在包括航空工业在内的高科技行业实施项目合作，以实现工业领域新

的一体化。会议在药品方面通过如下决议：一是在监管药品共同市场

的权限范围内，对医药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要求进行修订，以消除成员

监管机构在药品检验方面的差异；二是审议通过了新版《药品检测规

范》，根据药品种类优化要求，采用积极安全的监测方法，并为不安

全药品贴上特殊警告标签，以减少药品检测系统重复冗余的工作。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457/，卢世竹整理。 

 

 印度动态 

印度调整部分大宗商品税收结构 

5 月 21 日，印度财政部宣布，将对关键大宗商品的税收结构进

行一系列调整，以使消费者免受高通胀背景下价格上涨的影响。 

财政部宣布将每升汽油的消费税下调 8 卢比(0.1028 美元)，每升

柴油的消费税下调 6 卢比。印度财政部长表示，由于税收减少，此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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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给政府年收入带来约 1 万亿卢比的损失。此外，无烟煤、炼焦煤、

喷吹煤的进口税率均被下调至 0。 

参考资料：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world/india/indian-government-trims-tax-fuel-fight-

inflation-2022-05-21/，周睿强整理。 

 

印度发布糖出口限制令 

5 月 24 日，印度外贸总局发布公告，为确保国内供应和稳定价

格，将自 6 月 1 日起限制糖（原糖、精制糖和白糖）出口，持续时间

为五个月。公告指出，相关出口商必须获得印度消费者事务、食品和

公共分配部的许可方可从事糖类出口贸易。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糖生

产国,也是仅次于巴西的第二大出口国。这是本月以来印度第二次出

台主要食品出口限制措施，印度 13 日曾对小麦出口发布临时禁令。 

参考资料： 

印度外贸总局网站, https://www.dgft.gov.in/CP/，周睿强整理。 

 

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  

5 月 24 日，印度总理莫迪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谈，

双方就加强各领域的双边关系以及区域和全球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

的意见交流，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双边安全和防务合作。 

双方强调了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重要性，并鼓励两国私营部门在开

发下一代通信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促进人员交流。岸

田文雄指出，人员交流应成为双边关系的支柱。莫迪提出了进一步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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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旅行限制的建议，以便利携带新冠疫苗接种证书的印度游客免检疫

进入日本。双方就最近的全球和区域事态发展交换了意见，重申致力

于建立一个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承诺。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 

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28000，卢世竹整理。 

 

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5 月 24 日，印度总理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双边会谈， 双方

对日前签署的印美投资激励协议(IIA)表示欢迎，该协议使美国发展金

融公司能够继续在印度的医疗保健、可再生能源、中小企业和基础设

施等领域提供投资支持。 

双方发起了一项印美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以促进成果

导向的合作。该倡议由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和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共同领导，将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5G/6G、生物技术、空间

和半导体等领域加强两国政府、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联系。 

双方还就南亚和印太地区等共同关心的区域问题交换了意见，重

申对自由、开放和包容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双方均表示防务和安

全合作是印美双边议程的重要支柱，并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

为继续深化两国在卫生部门的合作，双方将长期的疫苗行动计划

（VAP）延长至 2027 年，以继续进行联合生物医学研究，开发疫苗

和相关技术。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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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27885，卢世竹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建议加强 WTO 秘书处的作用 

5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报告，将 WTO 秘书处与其他

国际组织进行了横向对比，对 WTO 秘书处过往活动进行了总结，呼

吁加强 WTO 秘书处的作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报告将 WTO 分别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的

组织架构、机构职能等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 WTO 的两个主要功能

——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无法得到良好发挥，部分原因在于 WTO 缺

乏强有力的执行机构。根据《马拉喀什协定》，WTO 总干事的权力和

职责由部长级会议确定，但并没有具体规定，“成员驱动”的制度设计

有形或无形地阻碍着总干事和秘书处发挥作用。 

报告指出，WTO 秘书处的作用虽相当受限，但仍对 WTO 的正

常运作做出了极大贡献：首先，秘书处每年定期编制的《世界贸易报

告》阐明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也构成贸易政策审议的基础；其次，秘

书处还积极发布世界贸易晴雨表及 WTO 各业务委员会要求的其他报

告；在新冠疫情期间，秘书处主动发布的大量报告为各成员制定政策

提供了极为有用的信息。 

报告认为可从以下方面加强 WTO 秘书处的作用：一是必须确保

总干事的领导角色，确保总干事可对秘书处的职能负责，并在实践中

加强秘书处原有的作用；二是避免“成员驱动”的制度被滥用，进一步

给予秘书处适当的运作空间；三是重新分配 WTO 预算资金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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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改变成员因害怕分歧而不愿行使表决权的现状。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to-2025-constructing-executive-

branch，郭惠惠整理。 

 

美国进步中心分析加强公共卫生系统投资的社会收益 

5 月，美国进步中心发表文章，对美国增加持续性公共卫生投资

的社会收益和必要性进行分析，并就建立更为完善的公共卫生体系提

出相应建议。 

文章指出，美国公共卫生系统致力于疾病预防与促进健康，在近

几个世纪中，广泛的公共卫生干预使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大大延长。然

而，美国公共卫生系统长期面临着投资不足的问题，削弱了该系统应

对新卫生威胁及在威胁消退后维持公共卫生的能力，近十年中，埃博

拉病毒、寨卡病毒和新冠疫情的传播与预防更凸显了这一不足。文章

指出，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不仅有利于降低死亡率，而且有利于节约

长期公共卫生资金支出，并通过医疗人力队伍多样化间接促进社会正

义和公平。 

文章认为，鉴于公共卫生威胁（气候变化、传染病、生物恐怖主

义等）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都日益加剧，美国应当采取有力的应对

措施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其中应当优先考虑的是增加对公共卫生系统

的稳定、持续性投资，并以综合性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提升计划替代

以往孤立的资金支持计划。此外，通过升级公共卫生事件防范应急能

力、推进公共卫生数据系统现代化、建立多元化专业化的公共卫生队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to-2025-constructing-executive-branch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to-2025-constructing-executive-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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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加强公众对公共卫生的理解和重视程度等，也将有助于公共卫生

系统的加强与升级。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act-sheet-how-investing-in-public-health-

will-strengthen-americas-health/ ，郭惠惠整理。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美国的产业政策及国际贸易形势 

5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分析了美国国内的产业政

策及其经后果，并提出国会方面的展望和关注重点。 

报告指出，国会始终关注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适当干预，新

冠疫情揭示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加大了国会对政府干预的关注程

度，同时反映了人们对美国政府合理应对其他国家产业政策的担忧。

报告指出，美国最近的立法活动侧重于加强政府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当前经济学家关于产业政策的利弊大致有两种观点：大多数经济学家

认为旨在影响产出和贸易水平与结构的产业政策会造成市场扭曲，给

经济带来远超政策收益的额外成本，若产业政策未经过精心设计，这

一情形将更为严重；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市场在调配资源的过程中可

能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来纠正失灵并

提供适当支持，国家与经济安全因素也需要产业政策适当发挥作用。 

报告指出，虽然政府对经济的政策干预未必能带来长期净收益，

但鉴于贸易伙伴采取的各种产业政策，需要美国采取产业政策来创造

公平的竞争环境和保障国家安全。同时，考虑到产业政策增加可能带

来保护主义加剧，破坏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因此国会将加强与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act-sheet-how-investing-in-public-health-will-strengthen-americas-health/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fact-sheet-how-investing-in-public-health-will-strengthen-americas-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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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正式接触，以符合全球经济复杂性和现实性的方式更新产业政

策与贸易规则，保护美国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同时避免代价高昂的贸易

战和补贴战。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19 ，郭惠惠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布鲁盖尔研究所分析欧盟消除化石燃料依赖的关键做法 

5 月，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文章，对欧盟委员会近期公布的

REPowerEU 能源议案进行了分析，并为确保议案的成功实施提出建

议。 

文章指出，欧盟委员会此前已针对逐步消除俄罗斯煤炭和石油依

赖公布了相关议案，近期公布的 REPowerEU 议案旨在逐步消除对俄

罗斯天然气的依赖。若获批准，预计该计划每年将使欧洲减少约 1000

亿欧元的化石燃料进口，并使欧洲到 2027 年结束对俄罗斯化石能源

的依赖。 

REPowerEU 议案有三个关键领域：一是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源使

用效率，如引入监管措施加强建筑和运输等领域的能源利用效率等，

同时能源补贴更加侧重贫困家庭和中小企业；二是增加欧盟能源供应

的多样性，通过汇集欧盟国家的能源需求，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获得

可靠的全球能源供应；三是加快部署可再生能源，提升行政效率，尽

量缩短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许可证审批时间，加速太阳能光伏、风能、

热泵、氢能等绿色技术迭代升级。文章认为，为达到 REPowerEU 计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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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的预期效果，欧盟国家必须各自做出适当让步，为实现欧洲能源独

立的目标共同行动，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2022/05/repowereu-will-eu-countries-really-make-it-work/ ，

郭惠惠整理。 

 

经合组织倡议进一步提高债务透明度 

5 月，经合组织发布报告，分析了符合 IMF 扶贫发展信托基金

（PRGT）条件的国家在公共市场的借贷情况，回顾了国际论坛为提

高债务透明度进行的活动，并提出相应建议。 

报告指出，债务交易不透明问题使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无法准

确评估债务风险并做出合理行动，而新冠疫情使债务透明度问题得到

更多关注。虽然 G20 集团的《暂停债务偿还倡议》等债务处理共同框

架方案使各国不同程度受益，但各种因素仍影响着各国有效管理债务

问题的可持续性。通过分析符合 PRGT 条件的国家在金融市场的公共

借贷情况，报告指出，由于各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所需资金不断增加，

导致短期借款急剧增加，与此同时，各国融资成本普遍居高不下，可

能导致再融资风险。当前国际社会已认识到提高债务透明度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倡议，如经合组织官方出口信贷的可持续贷款原

则、G20 可持续融资业务准则、G20 暂停债务偿还倡议等。报告针对

提高债务透明度进一步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坚定维持债务透明度咨询

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二是寻求符合 PRGT 条件国家的公共部门支持；

三是进一步扩大债务数据库数据规模；四是出具年度报告并加强与

https://www.bruegel.org/2022/05/repowereu-will-eu-countries-really-make-i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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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和 APEC 的接触；五是积极吸纳可持续金融、环境、社会和公司

治理（ESG）等相关资本。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oecd-debt-transparency-

initiative_66b1469d-en ，郭惠惠整理。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评估欧盟最新数字政策 

5 月，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发表文章，分析了欧盟最新数据法

案的主要条款，并评估法案可能对企业产生的影响。 

文章指出，欧盟委员会 2022 年 2 月提出的《数据法案》旨在为

非个人数据的使用提供公平的访问和共享框架，推动数据市场更为开

放，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价值。智库和研究机构已对《数据法案》的可

能影响做出了各种评估，但以往评估都淡化了数据所有权、商业秘密

保护与合同自由的重要性，未能充分考虑《数据法案》可能对成员国

造成的不利经济影响。 

文章深入分析了《数据法案》的若干条款，认为这些条款可能给

企业带来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是适用共享义务的数据类型和范围问题；

二是共享数据的补偿问题。由于《数据法案》的诸多条款对企业的商

业秘密和知识产权保护一定程度造成了影响，数据独有性与数据交易

价值的法律不确定性大大降低了投资的可预测性，因此企业可能以更

为审慎的态度对待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欧盟的新技术和数据

驱动型创新投资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 

参考资料：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oecd-debt-transparency-initiative_66b1469d-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finance-and-investment/oecd-debt-transparency-initiative_66b1469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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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https://ecipe.org/blog/data-act-proposal-assessing-eu-digital-policy/ ，郭惠惠整理。 

 

 

https://ecipe.org/blog/data-act-proposal-assessing-eu-digital-polic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