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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8 月 12 日，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下一步由美国

总统拜登签署后将正式生效。该法案涉及气候变化、医保、税改

等多项内容，旨在对抗美国当前的通胀问题。 

⚫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强调保护钢铁行业工人权益 

8 月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 2022 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

会制宪会议上表示，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执行美墨贸易协定、

与欧洲谈判钢铁贸易规则，都是为了促进贸易公平及保护美国本

土工人权益。 

⚫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关于能源安全的联合声明 

8 月 3 日，七国集团外长及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关于能源安全

的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七国集团将密切协调，采取行动减轻供应

中断对各国经济和公民的影响。 

⚫ 经合组织评估俄乌冲突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8 月，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俄乌冲突对农产品市场造

成的影响。报告认为俄乌冲突造成的谷物出口减少直接推高了国

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引发了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提出农产

品政策重点应致力于恢复乌克兰的物流体系和农产品出口，建议

各国对粮食和能源国际贸易持开放态度，避免加剧粮食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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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重要会议 

WTO 积极筹备第十六届贸易和公共卫生研讨会 

8 月 3 日，WTO 发布第十六届贸易和公共卫生研讨会参会申请

通知。该研讨会由 WTO、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WIPO）联合举办，将于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在日内瓦举行。

该研讨会将主要讨论公共卫生、贸易和知识产权和新冠疫情相关措施

问题。参会申请截止日期为 9 月 30 日。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heal_03aug22_e.htm，胡奋梅整

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heal_03aug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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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秘书处观点 

总干事伊维拉对爱尔兰的捐赠行为表示赞扬 

8 月 11 日，爱尔兰向 WTO 捐赠 40 万欧元（约 39.5 万瑞士法郎）

用于帮助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升贸易知识，以期在全球贸易

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中 20 万欧元将用于标准与贸易发展基金（STDF）

以支持和资助发展中成员的相关项目，其余 20 万欧元将用于法国和

爱尔兰的实习项目（FIMIP），帮助驻日内瓦的小型代表团开展与 WTO

相关的工作。 

总干事伊维拉赞扬了爱尔兰的捐赠行为，表示爱尔兰的慷慨捐赠

将协助支持多边贸易谈判，为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提供充分参

与贸易体系的必要工具。 

爱尔兰大使 Michael Gaffey 表示，爱尔兰的最新捐款彰显了其一

直致力于提高发展中国家贸易能力、促进它们参与贸易谈判的愿景。

过去 20年间，爱尔兰总计向WTO各信托基金捐赠了近 1400万欧元。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2_e/pr908_e.htm，袁婷婷整理。 

 

 WTO重要提案 

加拿大关于 WTO 疫情应对：出口限制与禁止的提案 

8 月 1 日，市场准入委员会散发加拿大提交的《世贸组织疫情应

对：出口限制与禁止》的提案（G/MA/W/179）。提案指出，多边贸易

体制为商品和服务的提供提供了稳定、可预测的环境，支持了经济增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22_e/pr908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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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和减贫。然而，在全球危机背景下，不加约束地诉诸出口限制可能

会破坏其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为危机应对造成负面影响。提案就

GATT 关于出口限制与禁令的第十一条进行了解读，汇总梳理了疫情

以来成员采取的出口限制措施与声明。提案欢迎市场准入委员会正在

进行的讨论，希继续分享关于制定出口限制措施的经验，并就相关措

施效力进行审查。 

 

 WTO重要活动预报 

WTO 将举行争端解决机制会议 

8 月 29 日，WTO 将举行争端解决机制会议。 

 

 

 美国动态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强调保护钢铁行业工人权益 

8 月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琦在 2022 年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制

宪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执行美墨贸易协

定、与欧洲谈判钢铁贸易规则，都是为了促进贸易公平及保护美国本

土工人权利。戴琦指出，新冠疫情暴露了美国在供应链方面的严重缺

陷，特别是美国对某些地区基本材料的依赖。过去一年，美欧解决了

长期以来关于波音和空客补贴的纠纷并达成协议，为美国工人创造了

公平的竞争环境。下一步，USTR 将努力与盟友合作解决在钢铁和铝

方面的问题，进一步证明美国可与其他国家合作，保护钢铁工业和就

业的未来，奖励公平贸易，促进清洁制造。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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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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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marks/2022/august/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2022-united-steelworkers-

constitutional-convention，夏莹玉整理。 

 

美澳商务部探讨印太经济框架的优先事项 

8 月 10 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与澳大利亚贸易和旅游部

长唐·法雷尔举行了首次面对面会议，讨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

共同优先事项：一是旨在加强关键矿物供应链弹性的“美国—澳大利

亚战略商业对话”的成果和下一步措施；二是促进可持续投资；三是

就非市场政策展开深入讨论。此外双方还表示，美澳将共同努力促进

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投资。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8/readout-secretary-

raimondos-meeting-australian-minister-trade-and，夏莹玉整理。 

 

美国国会通过《通胀削减法案》 

8 月 12 日，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通胀削减法案》，此前该法案

已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下一步由美国总统拜登签署后将正式生效。该

法案涉及气候变化、医保、税改等多项内容，旨在对抗美国当前的通

胀问题。 

《通胀削减法案》预计将通过对年收入 10 亿美元以上企业设定

最低税率、处方药价改革、强化国税局税收执法以及引入股票回购税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august/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2022-united-steelworkers-constitutional-convent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august/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2022-united-steelworkers-constitutional-convention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speeches-and-remarks/2022/august/remarks-ambassador-katherine-tai-2022-united-steelworkers-constitutional-convention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8/readout-secretary-raimondos-meeting-australian-minister-trade-and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08/readout-secretary-raimondos-meeting-australian-minister-trade-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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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创造 7390 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法案同时将增加政府支出约

4300 亿美元，其中，创纪录的 3690 亿美元用于应对气候变化，640

亿美元用于降低处方药的价格。预计法案将降低约 3000 亿美元的联

邦赤字。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表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将通过推动开发

尖端清洁能源技术、降低医疗保健保费和能源成本，降低通货膨胀，

为美国人提供财政救济。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网站,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7th-congress/house-bill/5376，周睿强整理。 

 

美国对 EDA 工具等实行出口管制 

8 月 12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一项临时最终规定，对设计全栅场

效应晶体管（GAAFET）结构集成电路所必须的 ECAD 软件、金刚石

和氧化镓（Ga2O3）为代表的超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燃气涡轮发动机

使用的压力增益燃烧（PGC）等四项技术实施新的出口管制。禁令生

效日期为 2022 年 8 月 15 日。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网站, 

https://www.bis.doc.gov/index.php/documents/about-bis/newsroom/press-

releases/3116-2022-08-12-bis-press-release-wa-2021-1758-technologies-controls-

rule/file，周睿强整理。 

 

七国集团外长发表关于能源安全的联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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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3 日，七国集团外长以及欧盟高级代表发表关于能源安全的

联合声明。声明指出，七国集团将密切协调，采取行动减轻供应中断

对各国经济和公民的影响。此外，七国集团正探索更多限制俄罗斯从

冲突中获益的措施，包括考虑全面禁止所有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运输俄

罗斯海运原油和石油产品的服务，除非以不高于与国际伙伴商定的价

格购买。七国集团还将减少对俄罗斯民用核产品的依赖。 

参考资料： 

美国国务院网站, 

https://www.state.gov/g7-foreign-ministers-statement-on-energy-security/，周睿强

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正式生效 

8 月 11 日，欧盟对俄罗斯煤炭禁运正式生效。今年 4 月，欧盟决

定对俄罗斯实施煤炭禁运，并给予成员 120 天过渡期。欧盟委员会发

言人表示，8 月 10 日，俄罗斯煤炭禁运过渡期结束，不会有进一步的

豁免，该禁令将对俄罗斯造成沉重打击，因为欧盟是其最大的煤炭贸

易伙伴，禁令可使俄罗斯每年损失约 80 亿欧元（83 亿美元）的收入。

欧盟自身约 45%的煤炭进口依赖俄罗斯，其中德国、波兰和荷兰是最

大的买家，煤炭禁运可能导致用煤成本上涨、抬高本地区电价。 

参考资料： 

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markets/commodities/eu-ban-russian-coal-imports-kick-

thursday-2022-08-10/，周睿强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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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扩大黑色金属废料和废品的出口配额 

7 月 31 日，俄罗斯总理米哈伊尔·米舒斯京签署俄罗斯政府第

1358 号决议，扩大向除欧亚经济联盟（EAEU）以外国家出口黑色金

属废料和废品的关税配额，有效期至 2022 年底。 

根据新决议，黑色金属废料和废品的出口配额扩大至 135 万吨，

配额内出口关税税率为 5%，关税不低于每吨 100 欧元，超配额出口

关税不低于每吨 290 欧元，关税税率保持在 5%。 

2021 年，由于国际市场上黑色和有色金属价格上涨，俄罗斯政府

对这些产品征收临时出口关税，以调整原材料价格，减轻外部因素对

国内市场的影响，从而确保国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http://government.ru/news/46144/，卢世竹整理。 

 

 印度动态 

印度和英国结束第五轮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7 月 29 日，印度和英国结束了第五轮英印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在本轮谈判中，双方的技术专家在涉及 15 个政策领域的 85 场单独会

议上对条约案文草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双方将继续加紧努力，争取

在 2022 年 10 月底之前完成关于全面平衡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大部分

谈判。  

参考资料： 

印度政府官网，https://pib.gov.in/PressReleasePage.aspx?PRID=1850835，卢

世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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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研究动态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利率上升的经济金融影响 

8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探讨美国利率上升的内在

原因，并对其经济和政策影响做出分析。 

报告指出，自 2022 年年初以来，美国利率大幅上升，短期银行

同业拆借利率目标已从 3 月份的 0%-0.25%提高到 2022 年 7 月的

2.25%-2.5%，长期利率上涨幅度也超过全球利率平均上涨幅度。报告

认为，三大宏观趋势共同造成了美国国内利率水平高企：一是美联储

采取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提高利率同时减少了对国债和贷款抵押支持

债券的持有量；二是疫情后的经济复苏增加了家庭和企业的信贷需求；

三是美国国内的通货膨胀进一步推高了利率水平。 

报告认为利率上升将对美国经济金融造成如下影响：经济方面，

高利率水平将为国内资本投资、耐用品消费和住宅投资等利率敏感型

行为带来负面影响，但也将吸引更多国外投资。金融方面，较高的利

率水平造成了金融市场的萧条与震荡，并可能进一步波及到房地产市

场。财政方面，利率上升将导致政府债务所需支付利息增加，增加政

府未来的财政赤字，进一步削减政府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979 ，郭惠惠整理。 

 

美国进步中心提出解决学生债务危机的配套政策建议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IN/IN1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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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美国进步中心发布报告，对美国政府取消学生债务后可能

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多年来，美国大学教育成本快速上升，国家对高等教

育的投资也同时减少，共同导致了通常所说的“学生债务危机”。据

联邦学生援助办公室统计，已有超 4 千万借款人欠下逾 1.6 万亿的未

偿联邦学生贷款。许多公众呼吁拜登政府取消部分或全部学生债务，

这一点或许并不难做到，但报告认为，更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是，取消

学生贷款债务后，如何防止学生债台高筑的现象再次出现，以及如何

有效处理可能留下的学生债务。 

报告指出，一方面，若没有进一步干预而仅仅取消现有的学生债

务，学生很可能再次贷款并积累债务，政府也将面临另一轮全面债务

取消的压力。为此，取消学生债务的同时，必须扩大联邦财政对高等

教育援助的力度，抑制高等教育的成本上涨速度，同时加强对高校教

育的质量要求。另一方面，除取消现有学生债务外，还应同时对学生

贷款利率、联邦学生贷款系统、还款制度等进行配套改革。 

参考资料： 

美国进步中心，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fter-president-biden-cancels-student-debt/ ，

郭惠惠整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强调关键矿物供应链的重要性 

8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对全球关键矿物和稀土

元素（REEs）的供应链情况进行分析，肯定了掌握关键矿物供应链的

重要性，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fter-president-biden-cancels-student-de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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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随着全球各国加快由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过渡，清洁

能源生产极为依赖的关键矿物（钴、铜、锂、镍）和稀土元素也逐渐

引起人们的关注，俄乌冲突引起的能源价格上涨、生产和交付延迟，

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供应链脆弱性加剧了此类关注。文章指出，由于关

键矿物和稀土元素供应链上的参与企业并不一定注册成立于采矿活

动的发生国，因此对公司直接所有权的分析并不能准确揭示关键矿物

和稀土元素的真实控制方。文章基于控制源指数 SOC（sources of 

control）分析了钴、铜、锂、镍等关键矿物和稀土元素的供应链情况，

认为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程度远超设想。 

文章基于分析结果提出了政策建议：一是提高关键矿物和稀土元

素控制情况的透明度，以更有效地应对地缘政治引起的相关风险；二

是加强对关键矿物和稀土元素的回收利用，尽量减少对国外供应的依

赖；三是各国应尽量避免使用贸易保护政策；四是鼓励相关技术研发

活动，加快技术迭代升级。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green-energy-depends-critical-

minerals-who-controls-supply-chains ，郭惠惠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分析英国税收调整动向 

8 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文章，对英国财政收入来源及比例

进行分析，指出英国收入不平等的现状，并对其未来税制改革方向进

行分析。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green-energy-depends-critical-minerals-who-controls-supply-chains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green-energy-depends-critical-minerals-who-controls-supply-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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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收入不平等问题始终是民众关注的重点，富人的收入

来源和税款缴纳是收入不平等及相应政策方案的争论重点。研究表明，

同上世纪 90 年代相比，各英语国家流向富人阶层的收入份额均有所

提升，进一步加剧了收入不平等问题所受的关注。 

文章对英国的财政收入来源进行了分析，指出横向水平上，商业

和资本收入虽相比于工资收入享受优惠税收政策，但纵向来看，收入

较高的群体平均而言承担了更高的税率水平。文章认为，为进一步缩

小收入差距，英国政策制定者可通过提高商业和资本收入的税率来增

加财政收入并进行二次分配，但若考虑到富人阶层为避税而采取的收

入转移等应对措施，除税率调整外，还应进行包括税基改革在内的更

为广泛的税收制度设计改革，以从高收入阶层征收更多税收收入，解

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voxeu.org/article/top-income-inequality-and-tax-policy ，郭惠惠整理。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呼吁加大对碳减排技术的投资 

8 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文章，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经济增长

边界的关系进行分析，肯定了碳减排对全球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意

义，并呼吁增加相关投资，加快碳减排技术研发。 

文章指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形势日益严峻，人们早已意识到碳

减排的重要意义：为避免人为气候变化的极端结果，全球温室气体净

排放量必须降至零。随着认识的深入，人们正在达成的新共识是，过

去预计的减排速度太慢，难以实现零净排放的目标，必须加快对温室

https://voxeu.org/article/top-income-inequality-and-tax-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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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体的封存回收。文章指出，二氧化碳减排属于公共产品，私人部门

参与缺乏相关激励，相应的减排成本需由政府承担，短期来看，资本

和劳动力等资源将不可避免地从其他生产部门转移至碳减排用途，从

而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但长期来看，若碳减排进展低于临界阈值，

经济增长的边界将出现，长期经济增长面临环境瓶颈制约；若通过提

高碳减排效率克服环境限制，经济增长的性质、结构将不受影响和制

约。因此，为实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制定的气候目标，必须

投入资源对减排技术的进步予以投资，减排技术进步对长期物质生产

的可持续增长具有决定性意义。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economic-growth-and-co2-abatement ，郭惠惠整理。 

 

 国际组织研究动态 

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敦促关注欠发达经济体的能源危机 

8 月 3 日，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GCRG）

发布《俄乌冲突的全球性影响——能源危机》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飙

升的能源价格正在加剧数亿人的生活成本危机。 

报告称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成本危机导致部分国家在获取可负担

能源和可持续发展方面遭受严重打击，普通家庭的平均实际收入损失

了约 1.5 个百分点。而损失幅度在 1.5 个百分点以上的 15 个经济体

均为发展中或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亚美尼亚的普通家庭实际收入

较去年下降 7.7 个百分点，降幅最高；紧随其后的是中亚地区的格鲁

吉亚，下滑幅度为 5.53 个百分点。不断上涨的能源成本可能会使许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economic-growth-and-co2-ab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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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发展中和欠发达经济体失去能源市场。报告同时警示称，严峻的能

源危机可能引发潜在的“能源争夺战”，只有支付最高价格的国家才

能获得能源，进一步挤压欠发达经济体的财政和能源空间。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建议各国政府多管齐下，通过组合政策支持

最弱势群体，以避免能源贫困程度恶化或完全丧失获得能源的机会：

在能源安全领域，加大对太阳能、风能、氢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投资；

制定能源市场需求管理措施，推行能源需求管理试点以应对冬季的到

来；推进能源转型，摆脱能源短缺。在金融领域，建议推行公共资助

的现金转移和退税政策，以保护各地的弱势社区。同时，国际金融机

制需要得到充分的资金支持并迅速运作；多边开发银行必须实现资本

化，并增加各国的融资机会，包括采用更灵活更优惠的贷款利率、扩

大借款限额和启用所有危机贷款工具等。在粮食供应领域，急需稳定

市场价格；恢复乌克兰和俄罗斯地区的粮食生产和对外出口；监督粮

食、能源囤积和市场上的投机行为；避免不必要的贸易限制等。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energy-crisis-un-global-crisis-response-group-urges-support-

most-vulnerable-and-transition，梁钰整理。 

 

世界经济论坛建议降低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壁垒 

8 月 3 日，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了全球中小企业在

开展国际贸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建议通过简化手续和信息公开等

方式降低国际贸易壁垒，增强中小企业韧性。 

报告称，中小企业是全球大多数经济体的支柱，推动了经济增长

https://unctad.org/news/energy-crisis-un-global-crisis-response-group-urges-support-most-vulnerable-and-transition
https://unctad.org/news/energy-crisis-un-global-crisis-response-group-urges-support-most-vulnerable-and-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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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在新冠疫情期间，中小企业创建在线业务、

寻求新市场，在动荡的商业环境中加速向在线销售转变。但伴随着市

场越发数字化，中小企业的全面复苏和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跨境

扩张的能力。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20 年 2 月到 2021 年 4 月，32 个国家

70%到 80%的中小企业损失了高达 50%的收入。但由于中小企业的韧性

和创新性，部分中小企业成功渡过了难关，当前亟需提升和扩大其参

与国际贸易的能力。在国际贸易参与情况方面，当前欧盟只有不到一

半的在线企业（仅占欧盟中小企业的 8%）向其他欧盟国家销售产品，

其中只有 4%企业在欧盟以外地区开展销售活动。中小企业的国际贸

易参与程度低是世界经济的一个机遇，也是全球繁荣的一大威胁。 

针对上述问题，报告指出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获取数字基础设施、

数字培训、数字法规学习和数字化流程方案。许多中小企业在开展国

际贸易时，经常会遇到海关文件和流程方面的问题，效率低下的手动

操作流程和文件拷贝方式已经不适用于数字化企业。同时许多国家在

国际贸易流程方面也存在着数字化程度低等问题。根据全球快递协会

的海关能力数据库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 139 个国家中，仍有 46%

的国家不接受以电子方式处理货物贸易相关数据，尽管这已成为高效

安全的海关处理的全球基准。 

报告称，上述障碍严重影响着各种规模的企业，但中小企业承担

着不成比例的负担，特别是在非数字海关程序造成的延误和额外成本

方面。WTO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正在开展简化跨境贸易谈判的探索性工

作，旨在通过建立对数字贸易的信任和提供更好的进入外国市场的机

会，为电子商务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报告针对简化海关程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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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商务流程提出了若干建议，包括以电子方式提交海关文件、简化

低价值货物的海关流程和数字化相关税收、简化跨境退货的海关程序，

以及在线公布海关程序和费率信息等，以提升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

的机会和效率。 

报告总结称，数字贸易在提高中小企业韧性、解决海关管理瓶颈

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疫情复苏期间，创造一个包容、繁荣和可

持续的经济，首先需要确保中小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参与全球市

场所带来的机遇和利益。 

参考资料： 

世界经济论坛官网，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8/smes-small-medium-business-cross-

border-enterprise/，梁钰整理。 

 

经合组织评估数据的商业价值和经济影响 

8 月，经合组织发布工作文件，对当代数据和数据投资进行系统

衡量与分析，并评估了数据资本的潜在经济价值。 

文件指出，当今社会已是数字时代，其中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即为

数据及其商业化运用。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最新预测表明，商业企业

产生的数据量年增速达到了 40%以上。虽然企业对数据进行重点投入

已是普遍现象，但数据使用及相关投入并未计入宏观经济统计的范围，

也未成为提供给客户的商品或服务合同的一部分。文件基于自身提出

的数据衡量和相关政策分析框架，将数据概念化为一种可存储、非竞

争性的无形资产，以最大限度地衡量经济活动中所使用的数据。文件

通过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 6 个主要欧洲国家的实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8/smes-small-medium-business-cross-border-enterprise/
https://www.weforum.org/agenda/2022/08/smes-small-medium-business-cross-border-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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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分析，发现 2010-2018 年，数据及相关投资平均占市场部门生产总

增加值的 5%-6.5%。此外，文件通过模拟测试了数据资本的潜在经济

增长贡献能力，认为即使数据资本不能得到完全扩散与运用，每年也

将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约 0.5%，数据对经济慢增长时代具有重大意义。 

文件指出，上述发现尽管令人欣慰，但结果易受政策环境影响。

为使政策达到理想平衡状态，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利用文中框架，对

数据资本渗透率、数据资本共享和数据资本对行业产出增长的贡献进

行及时监测和评估。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the-value-of-data-in-digital-based-business-

models-measurement-and-economic-policy-implications_d960a10c-en ，郭惠惠整

理。 

 

经合组织评估俄乌冲突对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8 月，经合组织发布研究报告，分析俄乌冲突对农产品市场造成

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乌克兰和俄罗斯均为世界上重要的耕作作物生产国和

出口国，在过去五年中，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小麦生产量平均分别占全

球产量的 10%和 3%，小麦出口量分别占全球出口量的 20%和 10%。

俄乌两国的农产品生产和出口对全球粮食安全和格局起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鉴于两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的重要地位，俄乌冲突对全球

粮食供需两端均可能产生深远影响。首先，受冲突影响，乌克兰谷物

和油籽供应出口减少，直接推高了国际粮食和饲料价格。其次，冲突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the-value-of-data-in-digital-based-business-models-measurement-and-economic-policy-implications_d960a10c-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economics/the-value-of-data-in-digital-based-business-models-measurement-and-economic-policy-implications_d960a10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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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局势不稳定使全球能源和化肥价格一路高涨。此外，由于农业

部门高度依赖能源与化肥，能源和化肥价格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粮食

生产成本和粮食价格。 

报告认为，农产品政策重点应致力于恢复乌克兰的物流体系以恢

复农产品出口。此外，各国仍应对粮食和能源的国家贸易持开放态度，

避免加剧冲突引发的粮食危机。中长期来看，更为有效的政策考虑是

增加农产品供给或减少需求。 

参考资料： 

经合组织， 

https://www.oecd-ilibrary.org/docserver/0030a4cd-

en.pdf?expires=1659854655&id=id&accname=guest&checksum=8CF42E17AABDF

D2787FD1A6AF4838DFF ，郭惠惠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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