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1 

2022 年 7 月 1-15 日          总第 40 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中国 WTO 研究院编译 

 

 

 

 

 

 

 

 

 

 

 

 

 

 

 

 

  

 WTO 成员欢迎 MC12 会议对争端解决的承诺 

6 月 30 日，WTO 举行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会上成员发言欢迎

部长们在 MC12 上作出的决定，并承诺将开展充分讨论，以确保在

2024 年之前建立一个充分运作的争端解决机制。 

 TRIPS 理事会欢迎 MC12 关于 TRIPS 豁免的决定并讨论可

能拓展的方向 

7月 6日，WTO举行 TRIPS理事会会议，会上成员们欢迎 MC12

通过的关于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决定，并开始讨论可能的扩

展，以涵盖新冠肺炎诊断和治疗药物的生产和供应。贸易官员还就

如何促进知识产权许可，使小企业、发明者和其他个体受益交换了

意见。 

 投资便利化谈判代表重申将于 2022 年完成基于文本的谈判 

7 月 8 日，投资便利化（IFD）谈判的参与者举行会议，会上进

行了下半年的规划工作，以实现在 2022 年底前完成基于文本的谈

判的目标。 

 WTO 成员在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上审议的贸易关切创历史

新高 

7 月 7 日至 8 日，WTO 举行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会上讨论了

WTO 成员维持或新提出的 44 项贸易关切，这一数量创历史新高，

其中 3 项为首次提出。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 

 

全球贸易投资形势 

贸易 ........................................................................................................ 4 

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 4 

WTO动态 

WTO 重要会议 ................................................................................... 5 

WTO 成员欢迎 MC12 会议对争端解决的承诺 ............................ 5 

副总干事张向晨访问土库曼斯坦 .................................................. 6 

TRIPS 理事会欢迎 MC12 关于 TRIPS 豁免的决定并讨论可能拓

展的方向 ................................................................................................... 7 

WTO 成员在货物理贸易事会会议上审议的贸易关切创历史新

高 ............................................................................................................... 8 

投资便利化谈判代表重申将于 2022 年完成基于文本的谈判 .... 9 

WTO 秘书处观点 ............................................................................. 10 

总干事伊维拉强调贸易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 10 

副总干事埃拉德强调多边主义及 MC12 成果的重要意义 ........ 11 

副总干事埃拉德敦促成员确保渔业补贴协议生效 .................... 12 

副总干事波冈呼吁统一中小企业去碳化转型标准 .................... 13 

WTO 重要提案与报告 ..................................................................... 14 

澳大利亚关于对进口俄罗斯的产品继续采取贸易限制措施通报

 ................................................................................................................. 14 

加拿大、智利、欧盟、韩国共同提交关于投资便利化谈判特殊

与差别待遇条款案文建议 .................................................................... 15 

WTO 发布第 27 份 G20 贸易监测报告 ....................................... 15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3 

WTO 重要活动预报 ......................................................................... 17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将举行正式会议 .................................. 17 

WTO 将召开总理事会会议 .......................................................... 17 

2022 年全球促贸援助审议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赋权和数字互

联互通 ..................................................................................................... 17 

成员经贸政策动态 

美国动态 ............................................................................................. 18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见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 ................ 18 

美国承诺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 .................................... 18 

美以就启动新的战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签署共同声明 ............ 19 

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领导人举行 I2U2 峰会 ...... 20 

欧洲动态 ............................................................................................. 21 

欧盟委员会免除用于支援乌克兰的救生物品的关税和增值税 21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通向数字十年之路”政策计划达成协

议 ............................................................................................................. 21 

欧盟理事会批准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 ........................................ 22 

俄罗斯政府扩大获准优先通关的进出口食品清单 .................... 22 

俄罗斯参加第 30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 ...... 23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俄印关系热点议题 ........ 23 

日本动态 ............................................................................................. 24 

日本成立 EPA 利用促进委员会 ................................................... 24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与加拿大、泰国部长会谈 ............................ 24 

印度动态 ............................................................................................. 25 

印度和欧盟完成第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 25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4 

印度外贸总局引入纸张进口监控系统 ........................................ 26 

研究报告摘编 

美国研究动态 ..................................................................................... 26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农产品出口补贴的适当性 ................ 26 

兰德公司建议以气候友好方式重建乌克兰基础设施 ................ 27 

美国进步中心呼吁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以促进公平 ............ 28 

欧洲研究动态 ..................................................................................... 29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分析 EMDE 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挑战 ....... 29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呼吁各国政府解决居民生活成本危机 ........ 30 

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分析 G7 提案的潜在问题 ......................... 31 

经合组织评估全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进展与挑战 .................... 32 

国际机构研究动态 ............................................................................. 33 

贸发会议称海洋货物贸易在疫情期间显现出较高韧性 ............ 33 

 

 

 贸易 

贸发会议报告显示 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7 月 7 日，贸发会议发布的《全球贸易最新情况》报告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贸易总额达到创纪录的 7.7 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

增加了约 1 万亿美元；与 2021 年第四季度相比，全球贸易额增长约

2.5 亿美元，增长主要受到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驱动，整体贸易量的增

长幅度并不显著。 

报告显示，2022 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均实现正

增长，货物贸易总额为 6.1 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25%，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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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总额为 1.6 万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22%。从区域来看，2022

年第一季度贸易增长率在全球所有地区都保持强劲，尽管在东亚和太

平洋地区稍有下降。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出口额较去年同期高出约 25%，

发达国家高出约 14%，发展中国家间的货物贸易增长强劲。 

报告预测尽管全球贸易仍保持增长，但 2022 年第二季度的增速

将继续放缓。俄乌冲突对能源和初级商品的国际价格造成了进一步的

上涨压力，从而影响了国际贸易，利率上升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减

少也可能会对贸易量产生负面影响，商品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因素也

将继续使贸易发展变得不确定。报告预计今年影响全球贸易的其他因

素包括全球供应链面临的持续挑战、区域化趋势以及支持向绿色全球

经济过渡的政策等。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trade-hits-record-77-trillion-first-quarter-2022，梁钰

整理。 

 

 

 WTO重要会议 

WTO 成员欢迎 MC12 会议对争端解决的承诺 

6 月 30 日，WTO 举行争端解决机构(DSB)会议，会上成员发言

欢迎部长们在 MC12 上作出的决定，并承诺将开展充分讨论，以确保

在 2024 年之前建立一个充分运作的争端解决机制。 

部长们在 MC12 上通过的会议成果文件中提到，“认识到争端解

决机制包括上诉机构相关挑战和关切，认识到解决这些挑战和关切的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trade-hits-record-77-trillion-first-quarter-2022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6 

重要性和紧迫性，并承诺进行讨论，以期在 2024 年之前建立一个全

面、运转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供所有成员使用。” 

墨西哥代表 123 个成员发言，第 55 次介绍了关于启动遴选程序

以填补上诉机构空缺的建议。墨西哥表示，提交该提案的成员数量如

此之多，反映了对上诉机构现状的共同关注，该现状严重影响了 WTO

争端解决体系的整体，损害了成员的最佳利益。 

美国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对 WTO 争端解决方案的担忧仍未得到

解决。因此，美国不支持这项提议。并表示，真正的改革讨论应旨在

确保 WTO 争端解决方案反映成员的真实利益，而不是预先判断改革

后的体系会是什么样子。美国也称准备与成员在这一问题上继续和深

化接触。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30jun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张向晨访问土库曼斯坦 

7 月 4 日至 5 日，WTO 副总干事张向晨对土库曼斯坦进行了正

式访问，访问旨在讨论土库曼斯坦政府对加入 WTO 进程的设想，启

动编写初步文件的工作方案，并参加技术援助圆桌会议等，张向晨强

调了土库曼斯坦加入 WTO 和推动国内经济改革议程的双赢效果。 

张向晨赞扬了土库曼斯坦政府启动加入 WTO 的政治决定，鼓励

其在加入 WTO 进程中利用不同国际组织和双边伙伴的技术援助和能

力建设方案，并鼓励其在谈判中保持韧性和务实性。访问期间，联合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30jun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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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库曼斯坦驻地办事处、亚洲开发银行、土库曼斯坦政府和 WTO

共同启动了《土库曼斯坦外贸制度备忘录编制工作方案》，这份备忘

录是加入过程中帮助成员了解加入国贸易制度和政策的第一份文件。

启动仪式后，张向晨参加了技术援助圆桌会议，来自不同国际组织和

国家的援助机构表示将对土库曼斯坦的经济改革和加入 WTO 进程提

供进一步的援助。 

土库曼斯坦是最后一个启动加入 WTO 谈判的前苏联共和国成员，

于 2020 年 7 月被授予观察员地位。自那时以来，WTO 秘书处与土库

曼斯坦和亚洲开发银行密切合作，制定加入路线图，并开展关于加入

文件的培训活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acc_05jul22_e.htm，胡奋梅整

理。 

 

TRIPS 理事会欢迎 MC12 关于 TRIPS 豁免的决定并讨论可

能拓展的方向 

7 月 6 日，WTO 举行 TRIPS 理事会会议，会上成员们欢迎 MC12

通过的关于新冠疫苗知识产权豁免的决定，并开始讨论可能的扩展，

以涵盖新冠肺炎诊断和治疗药物的生产和供应。贸易官员还就如何促

进知识产权许可，使小企业、发明者和其他个体受益交换了意见。 

在 MC12 上，贸易部长们通过了《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的部长级决定》，该决定赋予成员们更大的空间，可以采取直接行

动，推动新冠疫苗生产多样化，并在未来 5 年内有针对性地放弃专利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acc_05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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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他性影响。其中包含一项承诺，即成员将在决定之日（6 月 17 日）

起不迟于 6 个月内决定是否将其扩大到包括新冠疫情诊断和治疗药

物的生产和供应。 

许多成员对 MC12 的成果表示欢迎，认为这证明了 WTO 成员可

以搁置分歧，共同应对最紧迫的卫生挑战。支持将豁免范围扩大到新

冠疫情诊断和治疗药物的一些发展中成员在会议上分发了一项提案。

这些成员认为，对新冠疫苗的豁免尚不足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全面应对

当前和未来的卫生挑战。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的，公平获得治疗方

法和诊断方法对于帮助发现新病例和新变异至关重要。但也有其他成

员提出，需要更多时间就可能将豁免扩大到治疗和诊断方法进行国内

磋商。一些成员还强调了基于证据的谈判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证据表

明知识产权确实构成获取新冠疫苗的障碍。一些成员还重申，成员在

要求新的灵活性之前，必须充分利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中已有的灵活性(包括强制许可)。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08jul22_e.htm，齐寒整理。 

 

WTO 成员在货物理贸易事会会议上审议的贸易关切创历史

新高 

7 月 7 日至 8 日，WTO 举行货物贸易理事会会议，会上讨论了

WTO 成员维持或新提出的 44 项贸易关切，这一数量创历史新高，其

中 3 项为首次提出。 

全部贸易关切中，涉及数量限制（16 项）、技术性贸易壁垒（13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ip_08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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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以及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8 项）的贸易关切最多，其次是关税、

国内税收、反倾销税、进口许可证要求、国际收支、出口管制、补贴

和通报要求等。这些贸易关切涵盖广泛的行业(例如农业、信息技术、

渔业、林业和食品)，以及特定产品，例如冷气机、苹果、奶酪、化妆

品、能量饮料、速溶咖啡、移动电话、梨、普通复印机、豆类、轮胎

和钢铁。成员们第二次审议了几个经济体为应对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

的冲突而采取的限制性措施，还听取了关于采用环境措施的若干关切

事项。 

会议还就 MC12 成果进行了讨论，理事会主席 Oudot de Dainville

告知成员，MC12 成果中的三项内容可能对货物贸易理事会工作产生

影响，分别为电子商务工作计划、新冠疫情应对以及 WTO 改革，主

席表示将与成员共同讨论如何推进相关工作。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ood_14jul22_e.htm，齐寒整理。 

 

投资便利化谈判代表重申将于 2022 年完成基于文本的谈判 

7 月 8 日，投资便利化（IFD）谈判的参与者举行会议，会上进

行了下半年的规划工作，以实现在 2022 年底前完成基于文本的谈判

的目标。 

部分代表团表示完全支持 2021 年 12 月《关于投资便利化的联合

声明》中所述的在今年年底前完成谈判的目标。联合协调人报告了就

“最惠国待遇/不歧视”和作为未来《投资便利化协定》范围和一般原则

部分的投资“授权”的定义进行磋商的情况。协调人还就未来的 IFD 协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good_14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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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在政府采购、补贴和税收措施的适用范围中可能排除的事项与各成

员小组进行了磋商。 

关于最惠国待遇，与会者欢迎四个参与成员提出的联合案文。这

项案文被认为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采用传统最惠国办法的联合案

文是今后就最惠国条款进行讨论的良好基础。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nfac_08jul22_e.htm，齐寒整理。 

 

 WTO秘书处观点 

总干事伊维拉强调贸易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 

7 月 13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题为“相互依存的世界中与贸

易相关的发展：政府和 WTO 的政策影响”的网络研讨会上发表讲话。

伊维拉指出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引发了新的问题，即贸易、供应链和

日益紧密的全球联系是否会增加各国的脆弱性，但 WTO 的分析工作

明确表明，贸易是当前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伊维拉表示，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导致部分人呼吁在敌对

团体间实现经济脱钩，但这种脱钩将付出巨大代价，去全球化将产生

严重的供应脆弱性问题，相反，再全球化进程将通过将国家和社区从

全球经济边缘带入主流，建立更深入、更多样化的国际市场，开辟一

条更具韧性和希望的道路，并减少贫困和分歧。伊维拉指出，由于中

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成本上升，越南、孟加拉国和埃塞俄比亚等地逐

步提升了其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但还需要进一步拓展至非洲、南

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WTO 可以推动这一再全球化进程，贸易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nfac_08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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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化、服务贸易自由化、监管合作和数字贸易的未来规则将有助于

各国降低贸易成本并进入全球价值链。 

研讨会的发言人探讨了各国如何应用贸易解决当前世界面临的

问题和危机，以及 WTO 如何才能更好地支持这些努力。总干事伊维

拉表示，全球供应链在应对疫情方面至关重要，贸易合作对于减轻和

管理当前粮食危机的影响至关重要；此外政府应充分发挥贸易潜力，

推动实现净零排放和提升绿色经济效率。副总干事冈萨雷斯表示，有

效的贸易合作和 WTO 在保持全球经济开放和贸易主导性发展道路方

面具有关键作用，特别是对那些尚未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受益的国家

而言。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13jul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强调多边主义及 MC12 成果的重要意义 

6 月 30 日，WTO 副总干事埃拉德参与了美国大学组织的题为“新

的贸易格局：展望未来”的小组讨论，强调了多边主义和 MC12 成果

的重要性。 

埃拉德强调了多边主义对于应对气候变化、过度捕捞和全球流行

病等公域挑战的重要作用，虽然当前的贸易格局涵盖多边、双边和诸

边协定，但全球 75%以上的贸易受到 WTO 规则管辖，并基于 WTO

最惠国原则进行。埃拉德强调了 WTO 多边方法的优势，它赋予了全

部 164 个成员谈判权和发言权，谈判成果代表了全体成员的共识。埃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evel_13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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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赞扬了成员在 MC12 上取得的多边成果，为新冠疫情、过度捕捞

和粮食安全等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埃拉德同时介绍了渔业补贴协定的重要价值，这是首个以环境可

持续性为核心的 WTO 协定，建立了一个供资机制，以协助发展中成

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履行其透明度和渔业管理方面的义务；协定同时设

置了一个内部议程，要求成员继续开展工作，并制定进一步的规则；

埃拉德同时呼吁成员尽快完成相关程序，使协定正式生效并开始实现

海洋可持续性。 

最后，埃拉德指出，在部长级成果文件中，成员承诺致力于改革

WTO 三项职能——谈判、监督和争端解决，但改革需要成员们共同

擘画前景。她进一步强调了建立一个充分运作的争端解决制度的重要

性，并赞扬了成员们近期通过各种手段解决争端的努力。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8jul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敦促成员确保渔业补贴协议生效 

7 月 7 日，WTO 副总干事埃拉德出席联合国高级别政治论坛并

发表讲话。埃拉德介绍了 WTO 通过缔结新的渔业补贴协定以实现联

合国发展目标 14.6 的行动，并敦促 WTO 成员尽快完成相关程序，使

该协定尽快生效并推动海洋可持续性发展。 

埃拉德高度肯定了渔业补贴协定的意义和价值，协定代表了

WTO 全部 164 个成员的共识，首次禁止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08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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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捞活动进行补贴，也是在全球鱼类种群状况迅速恶化背景下的紧迫

而必要的行动。埃拉德同时强调了协定的几个要点：一是补贴禁令的

范围之广，涵盖了所有野生海洋生物资源的捕捞行为，所涉及的补贴

涵盖海上捕捞作业、渔船以及相关船只经营者等；二是协定对所有

WTO 成员提出了新的、强有力的透明度要求，极大程度上阐明了成

员的补贴行为与鼓励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之间的联系；三是协定设立了

一项帮助发展中国家履行相关义务的基金，这超越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14.6 的任务要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四是协

定包含一个明确的未来议程，成员将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并在

下一次部长级会议前完成第二轮谈判。 

埃拉德表示渔业补贴协定是 WTO 成员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4.6 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不能止步于此，协定需要正式生效才能

发挥其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埃拉德敦促所有成员尽快采取行

动，推动协定尽快生效，以拯救海洋和依赖海洋生存的群体。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11jul22_e.htm，齐寒整

理。 

 

副总干事波冈呼吁统一中小企业去碳化转型标准 

7 月 5 日，WTO 副总干事波冈出席 WTO 和国际贸易中心（ITC）

联合组织的“促进全球可持续和包容性贸易”活动并发言，指出全球实

现价值链脱碳和追求更可持续的贸易需要透明和可比较的碳测量和

可追溯性标准与方法，并支持弱势群体防止贸易摩擦和市场碎片化。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11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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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冈指出，WTO 和国际贸易中心在贸易和环境方面的工作不仅

是互补的，对彼此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影响。WTO 的工作位于“上游”，

主要为与规则制定相关的贸易和环境问题提供政策和技术专门知识；

ITC 的工作位于“下游”，主要为全球中小微企业网络提供关键的技术

援助，推动企业向更环保的循环生产和贸易过渡。 

波冈提出，针对如何更好地支持全球脱碳和提升供应链可持续性，

并控制不必要的市场碎片化风险，WTO 和国际贸易中心可以为解决

上述问题提供两个方向。首先，WTO 可以推动制定连贯和相关的国

际标准，包括提高透明度，与标准制定机构、监管机构和利益攸关方

合作，以尽量减少分歧的风险并强化共识和认可；其次，需要防止脆

弱的参与者被排除在贸易和净零价值链之外，为之制定新的可持续贸

易标准；最后，对于即将到来的气候议程，需要相关方通过净零排放

评估工作为联合国气候会议和 G20 提供关键信息。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05jul22_e.htm，胡奋梅整

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澳大利亚关于对进口俄罗斯的产品继续采取贸易限制措施

通报 

7 月 4 日，世贸组织散发澳大利亚提交的关于对进口俄罗斯的产

品继续采取贸易限制措施通报（WT/L/1134）。通报指出，今年 3 月 31

日，澳大利亚宣布取消俄罗斯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对俄罗斯或白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jp_05jul22_e.htm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15 

俄罗斯的产品或制造的货物额外征收 35%的关税。该措施适用于 

2022 年 4 月 25 日后运往澳大利亚的货物，为期 6 个月，截止日期为 

2022 年 10 月 24 日。这项临时措施是对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支持下对

乌克兰进行单方面、非法和不道德侵略的反应，对于保护澳大利亚的 

基本安全利益是必要的。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支持下采取的行动严重违

反了国际法，包括《联合国宪章》。他们侵犯了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

完整，破坏了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澳大利亚致力于维护对国际、

地区和国内稳定与安全至关重要的原则。澳大利亚认为，在俄罗斯入

侵的背景下，上述措施在 WTO 规则下是合理的，特别是符合 GATT

第二十一条。 

 

加拿大、智利、欧盟、韩国共同提交关于投资便利化谈判

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案文建议 

7 月 5 日，世贸组织散发加拿大、智利、欧盟、韩国共同提交的

关 于 投 资 便 利 化 谈 判 特 殊 与 差 别 待 遇 条 款 案 文 建 议

（INF/IFD/RD/104），包括“4.1 条：每一缔约方给予另一[成员][缔约

方]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不得低于在同样情况下给予任何其他

成员的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以便在其境内适用本协定的规定”。

“4.3 条：一方缔结的其他国际协定中的规定本身并不构成第 4.1 段

所述的“待遇”，因此在评估违反本协定的情况时不能加以考虑”。 

 

WTO 发布第 27 份 G20 贸易监测报告 

7 月 7 日，WTO 发布第 27 份关于 G20 贸易措施的贸易监测报

告。报告显示，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加剧了经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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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G20 经济体在使用贸易限制措施方面继续保持克制，并在支持开

放和互利贸易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报告所涉的审查期内（2021年 10月中旬至 2022年 5月中旬），

G20 国家采取的常规进口便利化措施的贸易覆盖率（5815 亿美元）远

远超过进口限制措施的贸易覆盖率（182 亿美元）。在审查期间，G20

经济体共出台了 12 项新冠疫情相关的商品措施，主要是对新冠疫情

早期阶段实施的现行措施的修订或终止；为减轻新冠疫情的社会和经

济影响而采取的相关支持措施的数量显著下降；审查期内，G20 经济

体未出台相关的服务措施，但 2020 年推出的许多措施仍然有效。自

2020 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以来，G20 经济体已实施了 156 项相关的贸

易措施，其中 113 项（72%）具有贸易便利化性质，43 项（28%）可

被视为贸易限制，出口限制占所执行的所有限制性措施的 93%，其中

一半以上在审查期间逐步取消。 

俄乌冲突是审查期间影响贸易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共 5 个 G20 经

济体在审查期间为应对冲突采取了 14 项出口限制措施，包括配额、

临时禁令或限制小麦、谷物、葵花籽、葵花籽油和其他植物油、大豆

产品、糖和面粉等各种农产品出口的技术和管理要求，各种燃料产品

和化肥也受到出口限制；此外，10 个 G20 成员为应对冲突采取了 8

项进口便利化措施，包括减少或取消进口关税和其他关税，以及取消

各种农产品（包括小麦、大米、面粉、食用油、谷物、小麦、食品和

肉类）和燃料产品的进口配额；5 个 G20 经济体暂停了对来自乌克兰

的所有进口商品的关税。 

总干事伊维拉呼吁 G20 国家和 WTO 成员共同努力，向世界证明

国际社会可以共同努力缓和紧张局势，确保经济稳步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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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dev_07jul22_e.htm，梁钰整理。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贸易政策审议机构将举行正式会议 

7 月 20 日和 22 日，WTO 贸易政策审查机构将在摩尔多瓦举行

正式会议。7 月 27 日，WTO 贸易政策审查机构将举行关于贸易监测

的非正式会议，讨论 2021 年 10 月中旬至 2022 年 5 月中旬期间，总

干事关于贸易发展的 TPRB 报告。 

 

WTO 将召开总理事会会议 

7 月 25 日至 26 日，WTO 将召开总理事会会议。 

 

2022 年全球促贸援助审议将重点关注环境、经济赋权和数

字互联互通 

 WTO2022 年全球促贸援助审议将于 7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届

时将在 WTO 总部日内瓦现场或在线举行 50 多场会议。审查将以“增

强互联互通与可持续贸易”为主题，重点审议数字互联互通为发展中

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经济和出口多样化提供的机会，还将探讨

WTO 领导的贸易援助倡议如何协助为妇女等各种经济行为者赋权，

以扩大其经济机会。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trdev_07jul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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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07jul22_e.htm，齐寒整理。 

 

 

 美国动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见加拿大国际贸易部长伍凤仪 

7 月 8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会见了加拿大国际贸易、出口促进、

小企业和经济发展部长伍凤仪。双方签署了一份关于太阳能产品贸易

争端的谅解备忘录，该谅解备忘录将促进北美太阳能供应更大程度的

整合，并重申了两国承诺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强制劳动生产的太阳能

产品。此外，戴琦对加拿大拟议的数字服务税以及加拿大议会可能影

响数字流媒体服务的未决立法表示了担忧。戴琦重申，确保美国软木

木材生产商能够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竞争，是美国的重要优先事项。

双方同意继续合作并保持定期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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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july/readout-

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

promotion，夏莹玉整理。 

 

美国承诺加强与太平洋岛国的伙伴关系 

7 月 12 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线上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

会议并发表讲话，表示将深化美国与太平洋地区伙伴关系，支持“太

平洋地区主义”。哈里斯提到美国将启动与澳日新英等盟友组建的“蓝

色太平洋伙伴”框架。哈里斯同时宣布，美国将在基里巴斯和汤加建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sb_07jul22_e.htm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uly/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promot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uly/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promot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2/july/readout-ambassador-katherine-tais-meeting-canadas-minister-international-trade-export-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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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新的美国大使馆，并重新开放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此外，美国将

为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和海洋恢复提供资金，计划在未来 10 年每年

向国会申请 6000 万美元，总计 6 亿美元的渔业援助。哈里斯还重申

美国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首个《太平洋岛国国家战略》，强调该战略

将被嵌套在美国的“印太战略”之下，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蓝色太

平洋 2050 战略”的目标、重点领域和原则保持一致。 

参考资料： 

白宫官网，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2/fact-

sheet-vice-president-harris-announces-commitments-to-strengthen-u-s-partnership-

with-the-pacific-islands/，夏莹玉整理。 

 

美以就启动新的战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签署共同声明 

7 月 13 日，美国总统拜登和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签署了一份共同

声明。声明表示，为了加强美以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将启动新的战

略性高级别技术对话。此高级别技术对话的目的是建立和加强两国在

关键和新兴领域的技术伙伴关系，以共同应对包括流行病防治、气候

变化、人工智能和技术生态系统等领域的全球挑战。 

参考资料： 

白宫官网，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3/joint-u-s-

israel-statement-on-launching-strategic-high-level-dialogue-on-technology/，夏莹玉

整理。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2/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announces-commitments-to-strengthen-u-s-partnership-with-the-pacific-island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2/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announces-commitments-to-strengthen-u-s-partnership-with-the-pacific-island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2/fact-sheet-vice-president-harris-announces-commitments-to-strengthen-u-s-partnership-with-the-pacific-island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3/joint-u-s-israel-statement-on-launching-strategic-high-level-dialogue-on-technology/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3/joint-u-s-israel-statement-on-launching-strategic-high-level-dialogue-o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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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领导人举行 I2U2 峰会 

7 月 14 日，美国、印度、以色列和阿联酋四国领导人举行 I2U2

第一次领导人会谈，会后四国发布联合声明。声明指出，I2U2 这一独

特的国家集团旨在利用社会活力和企业家精神来应对世界面临的挑

战，特别是关注水资源、能源、交通、空间、卫生和粮食安全方面的

联合投资和新倡议。 

首届 I2U2 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粮食安全危机和清洁能源问题。

I2U2 领导人强调了以下举措：（1）粮食安全：阿联酋将投资 20 亿美

元在印度各地开发粮食园区，这些园区将采用最先进的气候智能技

术，以减少食物浪费和变质，节约淡水并利用可再生能源。印度将为

该项目提供适宜的土地，并邀请美国和以色列私营部门提供专业知识

和有助于项目整体可持续性的创新解决方案。这些投资将有助于最大

限度地提高作物产量，进而解决南亚和中东的粮食安全问题。（2）清

洁能源：I2U2 集团将在印度古吉拉特邦实施一个混合可再生能源项

目，该项目包括 300 MW 的风能和太阳能产能，并辅以电池储能系

统。美国贸易发展署已资助 3.3 亿美元用于该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阿

联酋企业正在探索成为关键知识和投资合作伙伴的机会。该项目有可

能使印度成为可再生能源领域替代供应链的全球枢纽。 

参考资料： 

美国白宫网站,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7/14/joint-

statement-of-the-leaders-of-india-israel-united-arab-emirates-and-the-united-states-

i2u2/，周睿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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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动态 

欧盟委员会免除用于支援乌克兰的救生物品的关税和增值税 

7 月 1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一项决定，允许成员暂时免除从第三

国进口，用于提供给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民众的食品、毯子、帐篷、

发电机和其他救生设备的关税和增值税。欧盟委员会称，受战争影响，

超过 1400 万乌克兰人流离失所，其中 620 余万乌克兰人进入欧盟国

家，这给欧盟成员带来了巨大压力，它们需要向大量逃离战争的乌克

兰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免除救生物品关税和增值税的决定将极大造

福灾民。该措施从 2022 年 2 月 24 日起追溯适用，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4235，周睿强整理。 

 

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通向数字十年之路”政策计划达成

协议 

7 月 14 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就 2030 年“通向数字十年之

路”政策计划达成临时协议。该计划旨在通过推动服务于公民和企业

的包容性和可持续的数字政策的实施，增强欧盟的数字领导力。为此，

该计划在数字技能、安全和可持续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数字化转型

和公共服务数字化等领域制定了具体目标，欧盟希望在 2030 年前实

现这些目标。 

临时协议阐明了该计划总体目标的定义，其重点在于加强基本权

利、透明度和安全性，以及提高数字技能。欧盟委员会将与成员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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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数字目标制定欧盟层面的实施路径，成员将起草实现这些目标

的国家轨迹和战略路线图。委员会可根据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 (DESI)

对进展进行监测，并在“数字十年状况”年度报告中予以评估。 

参考资料： 

欧盟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4/policy-program

me-path-to-the-digital-decade-the-council-and-the-european-parliament-reach-a-provi

sional-agreement/，周睿强整理。 

 

欧盟理事会批准克罗地亚加入欧元区 

7 月 12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使克罗地亚能够在 2023 年 1 月 1

日引入欧元的最后三项法律文书，这将使克罗地亚成为欧元区的第 20

个成员。欧元和克罗地亚库纳之间的汇率被设定为 1 欧元兑 7.53450

库纳。 

参考资料： 

欧盟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7/12/croatia-set-to-

join-the-euro-area-on-1-january-2023-council-adopts-final-required-legal-acts/，周睿

强整理。 

 

俄罗斯政府扩大获准优先通关的进出口食品清单 

6 月 30 日，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签署第 1154 号决

议，扩大了获准优先通关的进出口食品清单。此次增加的产品种类

主要包括蜂产品（蜂王浆、蜂巢等）、生姜、科学研究和药品生产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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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核酸以及食品安全检测试剂等。 

2019 年，俄罗斯政府首次批准具有通关优先权的食品清单，并

持续补充更新，目前该清单包括肉类、乳制品、水产品、水果、蔬

菜和蜂蜜等。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867/，卢世竹整理。 

 

俄罗斯参加第 30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 

6 月 30 日，俄罗斯副总理亚历山大·诺瓦克作为联合主席主持了

第 30 届欧佩克和非欧佩克产油国部长级会议。主要石油生产国在会

议上审议了对 2022 年 8 月石油市场形势发展的预测报告和恢复石油

产量承诺的履行情况。24 个产油国一致决定继续执行先前通过的协

议，即在 8 月份增产 64.8 万桶/日。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5877/，卢世竹整理。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讨论俄印关系热点议题 

7 月 1 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通话，双方详细讨论

了俄印关系的热点议题，强调要在经济领域进一步发展互利关系。双

方对包括农产品进出口在内的双边贸易量显著增加表示了满意，并表

示将全面加强俄印特惠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还就全球粮食市场现状深

入交换意见。普京表示，对俄制裁导致全球粮食市场形势愈发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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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能源市场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俄罗斯将一直是印度的粮食、化

肥和能源的可靠生产方和供应方。双方同意继续保持个人联络以及其

他层面的互动。 

参考资料： 

克里姆林宫官网， 

http://en.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68801，卢世竹整理。 

 

 日本动态 

日本成立 EPA 利用促进委员会 

7 月 6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正式成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

利用促进委员会。目前日本与 50 个国家有 20 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

效。随着RCEP协定于今年 1月生效，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利用EPA。

该委员会由 10 个行业的行业协会、企业和提供相关服务的私营企业、

学者和政府相关机构组成，旨在探讨如何促进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更

多企业利用 EPA 获得经济机会。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7/20220705004/20220705004.html，刘芷君整

理。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与加拿大、泰国部长会谈 

7 月 7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与加拿大创新、科学和

工业部长弗朗索瓦-菲利普·尚帕涅举行了会谈。由于乌克兰局势的变

化和全球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增加，双方明确，日本和加拿大政府将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7/20220705004/2022070500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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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在数字、汽车和技术合作等领域的合作。此外，双方就加强日加

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7 月 15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萩生田光一与泰国高等教育、科

学、研究和创新部长阿内举行了会谈。会谈中，双方就深化日泰经济

关系交换了意见，包括促进泰国技术学院与日本企业的合作，以及根

据《亚洲未来投资倡议》制定双边合作倡议等。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7/20220707001/20220707001.html，刘芷君整

理。 

 

 印度动态 

印度和欧盟完成第一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7 月 1 日，印度和欧盟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的第一轮谈判。本轮

谈判共举行了 52 次技术会议，涵盖自由贸易区的 18 个政策领域，以

及 7 次关于投资保护和地理信息系统的会议。目前，欧盟是印度仅次

于美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印度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与欧盟的

自由贸易协定将有助于印度进一步促进其商品和服务出口的扩大化

和多样化。双方的目标是在公平和互惠原则的基础上，使贸易谈判具

有广泛、平衡和全面的基础。第二轮谈判定于 2022 年 9 月在布鲁塞

尔举行。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38839，卢世竹整理。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07/20220707001/20220707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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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外贸总局引入纸张进口监控系统 

7 月 12 日，印度外贸总局（DGFT）宣布引入纸张进口监控系统

（PIMS），将主要纸制品的进口政策从“自由”修改为“根据 PIMS

强制注册的自由”。印度外贸总局将从 2022 年 7 月 15 日起提供在线

注册设施，监控系统将于 2022 年 10 月 1 日生效。 

该系统适用于印度国内地区进口的涵盖 201 个关税细目的各种

纸产品，如新闻纸、手工纸、铜版纸、无涂层纸、石版纸和胶印纸、

纸巾、卫生纸、纸箱、标签等，货币用纸、银行债券和支票用纸、安

全印刷纸等无需强制注册。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 

https://www.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40976，卢世竹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农产品出口补贴的适当性 

7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对美国 2018 年农业法案

进行详细分析，对法案所涉补贴的适当性予以评价，并提出国会关切

的农业补贴相关议题。 

报告指出，由于美国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速远超国内农产品需求

增速，美国农民和农业导向的企业均严重依赖于农产品出口市场以维

持价格和收入，农产品出口对美国经济意义重大。1989 年至 2021 年

的 30 多年间，美国食品和农产品贸易虽多数处于顺差状态，但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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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差额在近年却逐年下降，在此情形下，部分生产集团寻求加强出口

促进和新市场开拓，部分美国政府官员和行业代表也表示会对阻碍美

国农产品出口的贸易伙伴的相关政策予以回应，2018 年农业法案也

应运而生。 

报告分析了 2018 农业法案的主要内容——出口市场拓展计划和

出口信用担保计划。出口市场拓展方面，2018 农业法案将美国农业部

现有的四个出口促进计划合并在一个农业贸易促进计划框架下，并新

增一支优先贸易基金，预计到 2023 财年每年给予农业出口资助 2.55

亿美元。出口信用担保方面，2018 农业法案计划在 2023 财年之前每

年重新授权 10 亿美元，用于向新兴市场出口提供直接信贷或出口信

贷担保。 

报告指出，联邦政府给予农业出口市场的支持引发了相关质疑，

质疑点在于政府支持私营部门出口促进的适当性，以及这些计划的有

效性和影响。国会方面将重点考虑的问题包括：对农业贸易相关计划

的重新授权，贸易政策审议，仍在实施或计划实施的报复性关税的影

响，以及美国在 WTO 中的相关承诺和义务问题等。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55，郭惠惠整理。 

 

兰德公司建议以气候友好方式重建乌克兰基础设施 

7 月，兰德公司发表评论文章，对乌克兰在俄乌冲突中遭到破坏

的基础设施价值进行估算，并建议乌克兰以气候友好方式重建本国受

损基础设施。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F/IF1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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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称，截至 5 月下旬，受俄乌冲突破坏的乌克兰基础设施估值

已逾千亿美元，破坏范围涉及居民住宅、道路、能源基础设施等，且

破坏范围很可能继续扩大，乌克兰或面临昂贵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重建

任务。 

文章认为，重建的挑战中或许蕴藏着历史性的机遇——乌克兰可

以气候友好的方式重建本国基础设施，减少碳足迹的同时又能一定程

度上抵御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通常来说，传统基础设施向清洁、高

效的基础设施过渡的过程会造成高昂成本，这其中既包括拟淘汰资产

的处理成本，又包括新建基础设施的成本。例如，美国淘汰一个传统

燃煤电厂的成本约为 4 千万美元，乌克兰燃煤电厂平均规模更大，淘

汰成本也相应更为高昂。因此，尽管冲突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从基础

设施的绿色转型升级角度看，部分受损基础设施也间接降低了乌克兰

基础设施未来升级改造的成本，有利于乌克兰尽早实现其气候目标。 

参考资料： 

兰德公司， 

https://www.rand.org/blog/2022/07/rebuilding-ukraine-for-a-changing-climate.html ，

郭惠惠整理。 

 

美国进步中心呼吁提高联邦最低工资标准以促进公平 

7 月，美国进步中心发布文章，对美国低收入群体的人员特征进

行分析，并呼吁联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文章指出，联邦上次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距今已 13 年，期间联邦

最低工资标准保持在 7.5 美元/小时的水平，经通货膨胀调整后，联邦

最低工资标准实际下滑约 26%。基于美国劳工局的数据，文章对 2021

https://www.rand.org/blog/2022/07/rebuilding-ukraine-for-a-changing-climat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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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入等于和低于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人员特征进行了梳理，梳理结

果显示，低收入群体中大多数为女性，且以黑人和拉丁裔女性为主；

残疾工人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水平，且在联邦层面属合法现象。此外，

由于奴隶制、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深植于美国历史，各州在实施联邦

最低工资标准方面存在差异性，而各州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市

场的种族和性别不平等。 

文章认为，为建立公平协调的经济环境，需要在联邦与美国各州

层面进行相应政策改革，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切实保障低收入工

人的法定权利，以减少贫困现象，建立更为公平安全的经济环境。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its-long-past-time-to-increase-the-federal-

minimum-wage/ ，郭惠惠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分析 EMDE 国家面临的债务危机挑战 

7 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文章，对当前的全球经济形势

进行分析，并讨论部分经济体再次面临债务危机挑战的可能性。 

文章指出，近十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全球通胀水平

居高不下，2022-2023 年的全球通胀水平预期再次上调，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却继续下调。高通胀和经济增长疲软的现状，引发了关于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EMDE）再次发生债务危机的担忧。文章认为，

如今的通货膨胀同 20 世纪 80 年代的通货膨胀极为相似，随着全球经

济增长放缓、货币财政政策收紧、大宗商品价格趋平，全球通胀水平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its-long-past-time-to-increase-the-federal-minimum-wage/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its-long-past-time-to-increase-the-federal-minimum-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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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今年达到峰值，虽 2023 年年中通胀水平有望回落，但人们的通

胀预期仍将保持高位，进而加剧通货膨胀。为使通胀恢复至预期水平，

政策利率需大幅上调，但与此同时将可能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的不利局

面，并引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 

文章认为，本轮全球通胀将使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面临极大

的金融风险，这一情况对经常账户赤字巨大且严重依赖外国资本的经

济体更为严峻。为顺利应对本次全球紧缩，相关经济体和国家应提前

做出政策准备，避免再次陷入债务危机。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voxeu.org/article/stagflation-debt-crises，郭惠惠整理。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呼吁各国政府解决居民生活成本危机 

7 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文章，分析各国实际 GDP 与实际

可支配居民收入的增长现状，并呼吁各国政府进行结构性改革解决居

民生活成本危机。 

文章指出，经合组织最新预测显示 2022 年各国 GDP 均有望实现

正增长，但实际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各国居民

不同程度地面临生活成本上升的危机。各国政府为应对居民生活成本

上升的挑战，及时向本国弱势家庭提供了临时针对性财政支持，以期

短期内帮助居民度过生活成本危机。相较之下，结构性改革虽能产生

更为深远的影响，但通常因耗时过长而难解燃眉之急。 

文章认为，一些结构性改革政策有利于各国在短期内应对生活成

本危机，家庭实物福利、家庭现金福利、家庭所得税减免等结构性改

https://voxeu.org/article/stagflation-debt-c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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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政策，有利于促进就业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从而一定程度

上抵消生活成本上升的不利影响。文章进一步指出，由于儿童保育支

出占经合组织国家家庭实物福利支出的 70%以上，因此以上研究结果

也为增加儿童保育支出提供了有力证据。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voxeu.org/article/structural-reforms-help-address-cost-living-crisis，郭惠惠

整理。 

 

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分析 G7 提案的潜在问题 

7 月，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对西方的石油禁运制度及

近期提出的石油价格上限制度（G7 提案）进行分析，并评估了提案

落地实施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文章指出，俄乌冲突之后，西方部分国家陆续针对俄罗斯石油实

施了禁运措施，欧盟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较为严重，却也在 5 月底同

意了对俄罗斯石油的进口禁令，同时通过禁止为俄罗斯石油运载船只

提供保险，试图阻止俄罗斯石油向第三国的出口。文章认为，欧盟的

上述行动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方面是欧盟的禁运措施并未影响俄罗

斯的化石燃料收入，反而由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相关收入得以

增加；另一方面，保险禁令将推高全球油价，给全球经济带来高昂代

价。 

文章指出，七国集团在 6 月底提出的 G7 提案旨在解决保险禁令

的不利影响。G7 提案的核心思想是，利用西方国家在航运尤其是海

上保险方面的主导地位，拒绝向在阈值价格以上进行交易的俄罗斯石

https://voxeu.org/article/structural-reforms-help-address-cost-living-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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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进口国提供海上保险服务，以达到降低俄罗斯石油出口利润的目的，

同时尽可能减少对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 

文章指出 G7 提案可能面临四个主要问题：一是保险制裁恐难以

实施，第三方石油进口国可寻求其他航运保险服务以保证石油进口；

二是价格上限难以执行，进口国可通过其他产品进口的附带支付规避

石油价格上限；三是 OPEC 国家可能通过减少出口抵制价格上限的实

施；四是俄罗斯也可通过减少本国石油出口抵制价格上限。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经济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possible-g7-price-cap-russian-oil-issues-stake ，郭

惠惠整理。 

 

经合组织评估全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进展与挑战 

7 月，经合组织发布报告，对全球贸易便利化改革的现状进行分

析，梳理了全球贸易便利化的相关进展及挑战。 

报告指出，新冠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一度中断，国际物流压力

和全球贸易成本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各国边境采取的贸易便利化

措施极大地保证了全球供应链的正常运转。疫情伊始至 2020 年 5 月

初，各国实施的与新冠疫情相关的贸易便利化措施的数量已超过了新

增的相关贸易壁垒政策。 

报告基于经合组织贸易便利化指标（TFI）对近年来各国和各区

域在贸易便利化政策方面取得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并指出需进一步改

革之处。报告认为，所有地区的多数贸易便利化进展都集中于信息可

获得性、文档协调简化与自动化和流程精简等方面。新冠疫情进一步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possible-g7-price-cap-russian-oil-issues-s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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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了数字工具的实施，借助数字工具，贸易商可以更为方便快捷地

了解监管要求和贸易对手方的边境清关程序。报告指出，贸易便利化

措施的进一步推进对全球经济复苏至关重要，但建立贸易便利化措施

的管理框架与政策的具体落地实施存在巨大差距，且存在明显的地区

异质性。为推动贸易便利化措施的升级和落地实施，各国应进行充分

的政策协调。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rade/trade-facilitation-reforms-worldwide_ce7af2ce-

en ，郭惠惠整理。 

 

 国际机构研究动态 

贸发会议称海洋货物贸易在疫情期间显现出较高韧性 

6 月 28 日，贸发会议发布研究报告，揭示了新冠疫情期间海洋

贸易呈现出的显著韧性，2020 年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海洋

相关货物贸易下降了 3.2%，表现优于全球货物贸易（下降 5.3%）和

海洋相关服务贸易（下降 74%）。 

报告数据来自今年 4 月贸发会议发布的海洋贸易数据库，该数据

库汇总了联合国所有成员的官方统计数据，为协助发展中国家从新冠

疫情中复苏提供相关建议。 

贸发会议负责海洋经济问题的法律官员 David Vivas 称，在新冠

疫情造成的经济衰退中，海洋货物贸易的韧性维持了数百万人的生计，

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1.5 亿个直接就业岗位依赖于海洋商品、服务的

健全管理和可持续生产、出口、进口和消费，这些工作涉及渔业、水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rade/trade-facilitation-reforms-worldwide_ce7af2ce-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rade/trade-facilitation-reforms-worldwide_ce7af2c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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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养殖、航运、沿海旅游、海上风能和海洋生物技术等。 

贸发会议的数据库显示，大多数海洋渔业的出口仍然局限于少数

发达国家和拥有大型捕鱼船队的发展中国家。最近通过的 WTO 渔业补

贴协议及其内置议程可能有助于解决其中一些失衡问题，但是，发展

中国家亟需国际层面的支持，以执行和遵守该协定促进发展的义务。

为了满足这一需要，贸发会议将继续支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小岛屿

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从海洋部门的出口机会中受益。此外，

贸发会议还将继续扩大和更新数据库，提供关于海洋服务的数据，如

旅游、运输、港口服务、沿海和海洋环境服务、研究与开发等，为发

展中国家的海洋经济部门、主要参与者和出口商提供建议、创造机会。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trade-ocean-goods-shows-resilience-unctad-data-reveals，梁

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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