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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 举行贸易与环境周活动 

10 月 17 日至 21 日，WTO 举行贸易与环境周活动，活动由

WTO 成员政府、WTO 秘书处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在活动的开

幕高级别活动上，与会者强调在当前背景下，各国政府应加强与利

益相关方间的合作，共同寻求环境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 

⚫ 总干事伊维拉敦促更新 WTO 规则以应对粮食安全挑战 

10 月 24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贸易和农业会议上表示，

在当前全球粮食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WTO 需要更新其农业贸

易规则，呼吁成员采取新方式进行农业谈判，尽快克服阻碍谈判进

展的分歧。 

⚫ 欧盟就 2035 年起禁售燃油车达成协议 

10 月 27 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修订后的乘用车和轻型

商用车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达成了临时协议。根据该协议，到 2030

年，所有新上市的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碳排放水平须比 2021 分别

减少 55％和 50％，到 2035 年须均减至零，这意味着由汽油、柴油

等化石燃料驱动的车型自 2035 年起无法在欧盟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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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TO重要会议 

WTO 举行贸易与环境周活动 

10 月 17 日至 21 日，WTO 举行贸易与环境周活动，活动由 WTO

成员政府、WTO 秘书处和非政府组织联合举办。在活动的开幕高级

别活动上，与会者强调在当前背景下，各国政府与利益相关方间的合

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亟需通过贸易提供环境可持续性的解

决方案。 

WTO 副总干事波冈强调，各国应迅速采取行动，将贸易转变为

可持续的经济活动，并推动 WTO 完全实现其可持续性政策。波冈强

调了 WTO 在可持续性方面做出的诸多努力，包括最近缔结的《渔业

补贴协定》，以及关于贸易和环境可持续性、化石燃料补贴改革和塑

料污染的三项新倡议，并不断加强与民间社会、企业和各种多边环境

协定秘书处的合作等。 

其他多边组织的领导人也进一步强调了在环境退化面前开展合

作的紧迫性，并指出了贸易可以发挥的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

行主任 Sonja Leighton-Kone 认为，只有贸易、金融、发展和环境间具

有更强的一致性，全球经济建设才会凸显更好的韧性。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nvir_17oct22_e.htm，梁钰整理。 

 

WTO 与世界海关组织共同探讨贸易商品归类制度 

10 月 17 日，WTO 与世界海关组织（WCO）举办了一次联合研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nvir_17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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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会，会上就《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HS）的更新问题进行了

讨论。与会者还就协调制度的更新对 WTO 成员和货物贸易关税产生

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与会成员强调，协调制度在促进跨境贸易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目前，有 211 个经济体使用该制度，98%以上的商品贸易是参照该制

度进行分类的，所以对其更改可能会对 WTO 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产生

影响，特别是对其关税承诺的影响，最新一套修正案（HS2022）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修正案对一系列商品进行了重大修改。研讨会主席

指出，随着协调制度的发展，WTO 成员必须纳入各自的国家关税术

语，并更新其减让表。 

本次研讨会共分为四部分。在第一场会议上，世界海关组织关税

和贸易事务副主任盖尔·格罗比概述了《协调制度》的修订程序，特别

是最新的修订程序（HS2022），其中包括确认某些商品贸易价值的变

化，澄清分类问题，反映国际协议中受限制、监控或控制的商品等。

第二场会议由 WTO 成员代表分享各自实施 HS2022 修正案的经验，

并提出了 HS2022 实施面临的主要挑战。在第三场会议上，WTO 秘

书处介绍了市场准入委员会的协调制度转换工作以及协调制度转换

文件编制背后的技术工作。第四场会议上，世界海关组织就下一个协

调制度审查周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本次研讨会加强了 WTO 成

员对协调制度的理解，也有助于成员更加规范地应用修订后的协调制

度。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ark_17oct22_e.htm，梁钰整理。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ark_17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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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举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委员会会议 

10 月 20 日，WTO 举行最不发达国家问题小组委员会会议，会

场成员们讨论了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AfCFTA）在支持最不发达国

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的潜力。委员会还听取了成员和合作组织关于

提升最不发达国家在区域和全球贸易中的活跃度的建议。 

小组委员会主席柯斯蒂大使表示，当前非洲大陆在全球贸易中的

份额仍低于 3%，委员会为讨论非洲贸易问题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努力都对支持最不发达国家进一步融入区域和全

球贸易至关重要。WTO 非洲集团协调人埃赫特·所罗门大使指出，

AfCFTA可以帮助非洲大陆提升附加值，并在使非洲地区经济多元化、

提高收入和就业方面发挥作用。会上来自吉布提、多哥政府部门的代

表介绍了其在参与区域和全球贸易方面的努力，欧盟、美国国际开发

署等组织和机构分别介绍了其在推动非洲贸易发展方面的最新举措。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ldevc_21oct22_e.htm，梁钰整理。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会议强调加强透明度与合作以减少贸易

摩擦 

10 月 21 日，WTO 举行贸易与环境委员会会议，会上成员们强

调了透明度和合作对防止贸易摩擦的重要性，以及利用贸易政策保护

环境的必要性，并进一步讨论了 MC12 之后推进可持续性工作的方

案。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ldevc_21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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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中国、欧盟和印度分别报告了其关键环境政策，并就各自方

案与 WTO 规则一致性相关的问题进行了答复。中国报告了其实现碳

中和的政策框架，并表示支持 WTO 作为协调贸易政策的主要渠道，

支持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进行合作。欧盟介绍了碳边界调整机制

（CBAM）的最新情况，并提出了遏制森林砍伐的建议等。印度介绍

了其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措施。 

此外，成员们探讨了如何加强委员会的工作，并指出多边贸易体

制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委员会作为就贸易与环境措施问题进行对

话的平台的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nvir_21oct22_e.htm，袁婷婷整

理。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委员会审议成员补贴通报情况 

10 月 25 日，WTO 举行补贴和反补贴措施委员会会议，会上委

员会审议了各国反补贴通报情况。 

委员会主席凯琳·威尔斯大使表示，目前 89 个 WTO 成员未在

2021 年中期的截止日期前提交 2021 年补贴通报，76 个成员仍未提交

2019 年补贴通报，65 个成员仍未提交 2017 年补贴通报。主席强烈敦

促所有 WTO 成员尽快提交其通报，如果在提交通报方面需要帮助，

可寻求 WTO 秘书处的技术援助。 

委员会审议了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等成员 2021 年的补贴

通报情况，审议了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等成员提交的反补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envir_21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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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税行动半年度报告。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英国和美国

再次建议将关于补贴和产能过剩的项目列入议程。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cm_25oct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 与加勒比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 

10 月 25 日，WTO 与加勒比开发银行签署谅解备忘录，以强化

合作并提高 WTO 主要成员从国际贸易中获益的能力。通过谅解备忘

录，两个组织同意就针对加勒比和非加勒比国家的与贸易有关的技术

援助和贸易能力建设开展务实合作。 

总干事伊维拉指出，这份谅解备忘录旨在为加勒比地区国家谋求

切实利益，包括共同努力确保《渔业补贴协定》的实施，在渔业管理

能力建设方面开展合作，以及在性别和贸易方面开展合作等。加勒比

开发银行行长表示，建立和加强两个机构之间的联系将有利于各方取

得进一步成果。 

WTO 和加勒比开发银行同意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包括帮助

WTO 成员实施《渔业补贴协定》、支持贸易统计能力建设以及协助实

施 WTO《贸易便利化协定》等。此外，两个组织还同意在卫生和植

物检疫措施以及贸易技术壁垒等问题上进行合作，并将探讨贸易政策

如何协助应对气候变化和提高妇女参与国际贸易的能力。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scm_25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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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25oct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审议成员就倾销行动提交的通报 

10 月 26 日，WTO 反倾销措施委员会召开会议，审议成员关于

新修订的或以前审议的反倾销法律和法规的最新通报，以及关于反倾

销行动的报告。委员会审议了巴西、加拿大、吉布提和英国提交的新

立法通报，并审议了喀麦隆、印度、欧盟、加纳、利比里亚和圣基茨

和尼维斯的立法通报。 

按照委员会惯例，各代表团对其他成员的年中反倾销措施通报提

出问题，有关通报包括发起调查、实施临时和最终反倾销措施以及审

议现有反倾销措施等。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smes_12oct22_e.htm，袁婷婷整

理。 

 

 WTO秘书处观点 

总干事伊维拉敦促更新 WTO 规则以应对粮食安全挑战 

10 月 24 日，WTO 总干事伊维拉在贸易和农业会议上表示，在

当前全球粮食市场面临挑战的背景下，WTO 需要更新其农业贸易规

则，呼吁成员采取新方式进行农业谈判，尽快克服阻碍谈判进展的分

歧。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igo_25oct22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msmes_12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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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维拉强调，农业贸易对实现从消除饥饿到支持可持续农业等共

同目标非常重要。她指出，过去 25 年里气候变化和人口快速增长加

剧了人们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但与此同时，新的机遇也在不断涌现，

例如粮食和农业的数字化等。 

伊维拉表示，贸易扭曲和保护主义仍是农业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许多地区，研究、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产品的持续投资不足导致农

业生产力低下和停滞不前。在农业贸易谈判中，出于粮食安全目的的

公共库存、市场准入、特别保障机制和提高透明度等问题仍然突出，

WTO 和成员需要尽全力克服谈判壁垒、推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会上农业贸易和粮食安全专家讨论了农业部门面临的各种挑战

和可能的政策应对措施，WTO 成员们就应如何应对农业问题、重振

WTO 农业谈判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agri_24oct22_e.htm，袁婷婷整

理。 

 

副总干事埃拉德呼吁通过多边主义解决全球共同问题 

10 月 27 日，在欧洲之友主办的全球化和战略自治会议上，副总

干事埃拉德与其他高级别发言人一起讨论了 WTO 和多边主义在不断

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作用。 

埃拉德指出，WTO 的初步研究表明，经济脱钩和分裂将使全球

实际 GDP 水平削减约 5%，高昂代价表明各国需要更多的战略多边主

义。她进一步指出，贸易是全球挑战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agri_24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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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多边基础上加以解决，要解决海洋可持续性、气候变化、粮食

不安全和全球流行病等问题，需要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她指出，

WTO 是汇集各利益相关方的论坛，重点聚焦人民福祉和可持续性。 

埃拉德强调，解决全球共同问题需要推进 WTO 改革，MC12 成

果表明，尽管地缘政治分歧不断加深，甚至战争不断加剧，但 WTO

成员能够就全球共同的问题达成协议。埃拉德表示，经济增长是改善

许多人特别是最弱势群体生活的重要手段，但不能因此忽视变革带来

的经济成本。她强调，WTO 是变革的推动者，成员应努力探讨并推

动 WTO 改革，为全球人民福祉和可持续发展寻求道路。 

参考资料： 

WTO 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27oct22_e.htm，袁婷婷整理。 

 

 WTO重要提案与报告 

吉布提代表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交关于 MC12 粮食安全部

长宣言工作计划讨论建议的提案 

10 月 26 日，农业委员会散发吉布提代表最不发达国家集团提交

关于 MC12 粮食安全宣言工作计划讨论建议的提案（G/AG/W/225）。

提案指出，工作计划讨论的出发点应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

国家和粮食净进口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中断、创纪录的高昂价格、价格

过度波动和其他紧急情况下确保粮食供应和获取方面的挑战。工作计

划讨论应该着眼于确定相关国家建立长期复原力和应对未来严重危

机的需要，评估多边贸易体制如何更好地帮助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

进口发展中国家应对相关挑战，以及现有规则和条款是否有效回应有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2_e/ddgae_27oct22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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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挑战，下一步如何改进等。 

 

新西兰关于对自俄罗斯进口产品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的通报 

10 月 19 日，世贸组织散发新西兰关于对自俄罗斯进口产品采取

贸易限制措施的通报（WT/L/1152）。通报指出，2022 年 3 月 13 日，

新西兰制裁俄罗斯法案生效。4 月 25 日，新西兰对所有原产于俄罗

斯的商品征收 35%的关税（不包括低于 1000 新西兰元的低价值商品），

该措施将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到期。通报指出，有关临时措施对于谴

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攻击是必要的。俄罗斯在白俄罗斯支持下采

取的行动严重违反了包括《联合国宪章》在内的国际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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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认为，

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包括《关贸总协定》第二十一条，上述措施是合

理的。 

 

 WTO重要活动预告 

WTO 将举行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会议 

11 月 8 日，WTO 将举行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会议，同日，WTO

预算、财务和行政委员会、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也将分别举行

会议。 

 

WTO 将召开多场关于棉花问题的会议 

11 月 9 日至 10 日，WTO 将召开多场关于棉花问题的会议。9 日，

WTO 将举行专题会议讨论棉花相关的贸易发展问题，会议将对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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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委员会及部长级会议的相关文件进行回顾。10 日，WTO 将开启

第 38 轮总干事棉花协商框架机制讨论，重点关注棉花发展援助问题；

同日下午，WTO 将举行圆桌会议，讨论棉花生产中肥料和可行替代

品的市场现状。 

 

WTO 将举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会议 

11月 14日和 15日，WTO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将举行正式会议。 

 

 

 美国动态 

美国为电池产业供资 28 亿美元并发起电池材料倡议 

10 月 19 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美国能源部将根据《两党基础

设施法》，向 12 个州的 20 家电池制造和加工公司的项目资助 28 亿美

元。这些项目将支持生产足够的锂、石墨和镍以供应每年数百万的电

动汽车电池生产。此外，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美国第一个大规模、商

业化的锂电解质盐生产设施、首个商业规模的氧化硅生产设施以及第

一个磷酸铁锂阴极设施的建设。 

拜登总统还宣布了美国电池材料倡议，致力于协调联邦政府与私

营部门、工会、社区组织以及在国外的合作伙伴和盟友们密切合作，

确保用于电力、电气和电动汽车的关键矿物材料的稳定持续供应。 

参考资料： 

美国白宫网站，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10/19/fact-

sheet-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driving-u-s-battery-manufacturing-and-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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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ing-jobs/，周睿强整理。 

 

美国与乌克兰成立联合工作组以支持乌克兰基础设施恢复 

10 月 19 日，美国商务部、交通部和乌克兰基础设施部签署一份

联合声明，旨在成立一个美乌基础设施工作组，以支持乌克兰的战时

需求和冲突后的基础设施重建。美乌基础设施工作组计划在未来几个

月内举行首次工作会议，并将共同努力促进美国私营部门的参与，在

乌克兰重建中发挥创新作用。双方将确定最优实践，创造积极的商业

环境，并重点关注加强善治、透明度和反腐败等内容。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10/us-departments-

transportation-and-commerce-establish-joint-task-force，周睿强整理。 

 

美国与加拿大将开展半导体供应链合作 

10 月 21 日，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加拿大创新、科学和工业部

长弗朗索瓦在华盛顿会晤，就双方在半导体等多领域的合作进行商讨。 

双方重申了在半导体行业加强美加供应链安全的承诺，目前双方

正在关键矿物加工、电池制造和回收方面开展合作，以降低供应链风

险，增强经济安全。当前，美国经济分析局、加拿大统计局和加拿大

全球事务部正在联合开发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供应链联系的数据和分

析工具，帮助识别供应链脆弱性。双方表示将进一步支持更安全、更

有韧性的先进电信网络技术供应链，包括 5G 系统及其他技术，支持

布拉格电信供应商多样性提案。此外，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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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ST）和加拿大标准委员会（SCC）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加

快标准、合格评定和认证方面的合作，建立国际标准合作网络（ISCN），

使两国能够提高对国际标准制定的研判、协同和影响力。 

参考资料： 

美国商务部网站,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2/10/joint-readout-cooperation-

between-us-department-commerce-and-innovation，周睿强整理。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与美国农业部将联合协助季节性农产

品行业 

10 月 23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与美国农业部协同合作，

寻求协助东南地区季节性农产品行业的途径。 

9 月 8 日，佛罗里达州国会议员提交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301 条款请愿书称，墨西哥政府已实施针对佛罗里达州农产品的“出

口针对”计划，请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应对其进行审查。美国贸易

代表办公室回应称，尽管其无法在 45 天的法定期限内得出结论，但

仍将建立一个私营部门行业咨询小组，就提高美国东南部季节性和易

腐农产品生产商的竞争力提出建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业

部将与咨询小组和国会议员合作，制定措施帮助该行业。之后美国贸

易代表办公室将在联邦公报上发布一份正式通知，总结美国贸易代表

办公室对请愿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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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us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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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da-pursue-avenues-assist-seasonal-produce-industry，周睿强整理。 

 

 欧洲动态 

欧盟委员会提议加快提升欧洲关键基础设施韧性 

10 月 18 日，欧盟委员会提议加快提高欧盟关键基础设施的韧性。

提案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0 月 5 日在欧洲议会提出的韧性关

键基础设施五点计划为基础。 

建议书草案旨在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加快在三个优先领域保护关

键基础设施的工作：灾难预防、灾难应对和国际合作。为此，它预计

委员会将发挥更有力的支持和协调作用，以加强对当前威胁的准备和

反应，并加强成员国之间合作。该建议草案旨在加强欧盟民事保护预

警机制和应对关键基础设施中断的能力。欧盟委员会将定期审查现有

应对能力的充分性和准备情况，并将组织欧盟层面的跨部门合作测试。

建议书草案还呼吁加强与主要合作伙伴在关键基础设施韧性方面的

合作。委员会和高级代表将通过欧盟-北约关于韧性的结构性对话加

强与北约的协调，并将设立一个韧性工作组。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238，周睿强整理。 

 

欧盟峰会就能源问题达成一致 

10 月 21 日，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宣布，欧盟峰会已在能源问

题上达成一项协议。欧洲理事会一致认为，鉴于当前欧洲面临的危机，

欧洲必须采取措施减少需求、保证能源供给安全，以此降低整个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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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企业和家庭的能源成本，并维护单一市场的完整性。欧盟各国领

导人同意欧盟委员会此前提出的多项紧急能源措施，包括联合采购天

然气、对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实施限价机制以及协调欧盟成员国能源

供应等。此外，各国领导人还要求制定一个临时框架，对用于发电的

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 

参考资料： 

欧洲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10/21/european-

council-conclusions-on-energy-and-economy-20-october-2022/，周睿强整理。 

 

欧盟理事会通过欧盟海关单一窗口规则 

10 月 24 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欧盟海关单一窗口规则，旨在使

国际贸易更便利，缩短清关时间并降低欺诈风险。规则一经全面实施，

企业将不再需要通过不同的门户网站向多个机构提交文档。单一窗口

将允许海关和其他机构自动核实有关货物是否符合欧盟要求以及是

否已完成必要的手续。预计新规则将促进跨境贸易的畅通，并将有助

于减轻贸易商的行政负担，特别在节省时间和使通关更简单、更自动

化等方面。 

参考资料： 

欧盟理事会网站,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10/24/council-adopted-

eu-single-window-for-customs/，周睿强整理。 

 

欧盟发布针对欧盟竞争政策的 2022 年欧洲晴雨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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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专门针对欧盟竞争政策的 2022

年欧洲晴雨表调查。调查显示，公民和中小企业强烈支持竞争政策及

其执行。 

欧洲晴雨表调查显示，欧洲人支持竞争政策的主要目标，认可竞

争政策对欧洲经济的重要贡献。具体地，他们认为竞争政策具有如下

有点：鼓励创新，支持更优惠的价格和更多的选择，帮助欧盟公司在

全球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参与调查的绝大多数公民和中小企业强烈支

持进一步改善竞争的不同措施。他们认为，竞争在防止市场各部门的

参与者滥用其市场力量和打击卡特尔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大多数受

访者认为竞争政策及其执行是应对未来挑战的关键工具。例如，诸如

《数字市场法》之类的监管可以成为具有系统性问题的市场的解决方

案。大多数公民认为竞争会鼓励经济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在欧

盟单一市场提供更环保的商品和服务。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374，周睿强整

理。 

 

美欧成立降低通胀法案工作组 

10 月 25 日，欧盟委员会内阁首脑塞伯特与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

派尔会晤并宣布启动美欧降低通胀法案(IRA)工作组。该工作组将囊

括美国政府高层，包括白宫、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和美国贸易代

表等。随着工作组工作展开，美国将就欧盟提出的与 IRA 有关的具体

问题通过工作组与欧盟进行高级别接触。双方一致认同，密切协调对



世贸组织工作动态 

20 

于支持大西洋两岸可持续和有弹性的供应链，包括建设清洁能源经济

的重要性。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6402， 周睿

强整理。 

 

欧盟委员会提议加快推出欧元即时支付 

10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出台欧元即时支付立法提案，旨在使所

有在欧盟及欧洲经济区国家拥有银行账户的公民和企业都能使用欧

元即时支付，确保欧元即时支付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安全、可负担、无

障碍使用。 

在 2022 年初，欧盟所有欧元信贷转账中只有 11%是即时转账，

这项提案旨在消除即时支付障碍。该提案对 2012 年的《单一欧元支

付条例（SEPA）》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包括关于欧元即时支付的四项

要求：一是普及欧元即时支付，已经提供欧元信用转账的欧盟支付服

务提供商有义务在规定时间内提供即时支付版本；二是可负担的欧元

即时支付，支付服务提供商有义务确保欧元即时支付的价格不超过传

统的、非即时的欧元信用转账价格；三是提高对即时支付的信任度，

支付服务提供商有义务核实付款人提供的银行账号和受益人姓名是

否相符，以便在付款前提醒付款人可能存在的错误或欺诈；四是消除

在处理即时欧元支付方面的摩擦，同时对受欧盟制裁的人进行有效筛

选，通过相关程序，支付服务提供商将至少每天根据欧盟制裁名单对

其客户进行核查，而不是对所有交易逐一进行筛查。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2_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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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272，周睿强整理。 

 

欧盟就 2035 年起禁售燃油车达成协议 

10 月 27 日，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就修订后的乘用车和轻型商

用车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达成了临时协议。根据该协议，到 2030 年，

所有新上市的乘用车和轻型商用车碳排放水平须比 2021 分别减少 55％

和 50％，到 2035 年须均减至零，这意味着由汽油、柴油等化石燃料

驱动的车型自 2035 年起无法在欧盟上市。 

参考资料： 

欧洲议会网站,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news/en/press-room/20221024IPR45734/deal-

confirms-zero-emissions-target-for-new-cars-and-vans-in-2035，周睿强整理。 

 

欧盟延长并修订国家援助临时危机框架 

10 月 28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对国家援助临时危机框架的

修正案，使成员国能够继续利用国家援助规则所预见的灵活性，在俄

乌冲突背景下支持本国经济。 

修正案主要内容包括将临时危机框架中规定的所有措施延长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规定的农业、渔业和水产养殖业公司的有限

援助上限提高到 25 万欧元和 30 万欧元，其他行业公司提高到 200 万

欧元，为能源公用事业公司的交易活动提供流动性支持的额外灵活性，

为受能源成本上升影响并受制于保障措施的企业提供更灵活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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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旨在减少电力需求的新措施以及明确资本重组支持措施的评估

标准等。 

参考资料： 

欧盟委员会网站,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6468，周睿强整理。 

 

英国航天局设立 1500 万英镑基金以启动卫星通信革命 

10 月 17 日，英国科学部长努斯拉特·加尼宣布启动一项新的

1500 万英镑的基金，以资助英国企业进行卫星通信技术革命。企业可

以聚焦创建全新的卫星星座、地面系统或向客户提供新服务，并将通

过英国航天局在欧洲航天局(ESA)主导的电信服务高级研究(Artes)项

目获得基金资助。 

根据英国对欧洲航天局投资的影响评估报告显示，每向欧洲航天

局投资 1 英镑，英国经济就能获得 11.80 英镑的总体回报，在科学产

出方面，英国位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英国航天局首席执

行官保罗·贝特表示，该报告展示了英国如何通过参与欧洲航天局的

事务获得英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果，并将继续在实现英国的太空雄心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15-million-investment-in-satellite-

communications-from-uk-space-agency，卢世竹整理。 

 

英国出台新版企业补贴监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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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0 日，英国商务部长迪恩·罗素宣布，新版企业补贴监管

制度将于 2023 年 1 月 4 日生效，这将为企业提供巨大的动力，并进

一步推动政府刺激经济增长的计划。 

新的补贴制度旨在满足当代英国的需求，将英国当局从欧盟官僚

主义的限制和冗长的审批程序中解放出来，确保重要资金及时发放到

企业手中，快速高效地为当地企业提供支持，以确保实现经济增长。 

新规则禁止政府对企业提供无限制的担保，以及在没有可信重组

计划的情况下对陷入困境或破产的企业提供补贴。这不仅有助于政府

推行自由市场经济计划，也将有助于英国履行在 WTO 和自由贸易协

定中涉及补贴监管方面的国际承诺。 

参考资料： 

英国政府官网，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big-boost-for-uk-economy-as-subsidy-control-

system-comes-into-force-from-january，卢世竹整理。 

 

 日本动态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就 WTO

改革等问题进行会谈 

10 月 18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与 WTO 总干事伊维拉

举行会谈。会谈中，双方就促进 WTO 改革以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等问

题交换了意见，双方表示将密切合作，努力为 WTO 第 13 届部长级

会议（MC13）寻求成果。 

西村康稔对今年 6 月举行的 WTO 第 12 届部长级会议（MC12）

就应对新冠疫情和粮食危机等关键问题达成的协定表示欢迎。西村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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稔还表示，日本将借明年 G7 贸易部长会议的契机，就恢复争端解决

机制、电子商务谈判、电子传输临时免征关税以及加强工业补贴纪律

等 WTO 改革问题进行充分讨论。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网，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10/20221018002/20221018002.html，卢世竹整

理。 

 

日本与澳大利亚建立重要矿物伙伴关系 

10 月 22 日，日本经济产业大臣平井与澳大利亚资源部长马德

琳·金签署重要矿物伙伴关系协定。双方表示将促进日本和澳大利亚

之间的合作，建立日澳之间重要矿物供应链以及促进互利投资的框架，

以发展澳大利亚的重要矿物工业，并保障日本所需的矿产资源安全。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网，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10/20221024002/20221024002.html，卢世竹整

理。 

 

日欧举行高层经济对话 

10 月 25 日，日欧高层经济对话以线上形式举行。日本外务大臣

林芳正、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

专员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及欧盟金融服务、金融稳定和资本市场

联盟专员梅里德·麦吉尼斯出席本次会议。 

林芳正表示，日本和欧盟需要进一步深化合作，以解决包括新冠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10/20221018002/202210180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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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和俄乌战争导致的供应链中断和商品价格上涨等重要的国际经

济问题，加深双方在经济安全问题上的理解和互信。西村康稔表示，

日本和欧盟必须共同努力，对抗经济霸权，从地缘政治角度促进经济

安全，并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双方就确保能源、食品和其他资源稳定供应的重要性发表了看法。

双方一致认为，日本和欧盟作为拥有共同基本价值观并在促进自由贸

易方面进行深度合作的战略伙伴，在国际秩序面临巨大挑战的同时，

应该在国际社会中领导建立自由和公平的经济秩序。双方还就日本-

欧盟经济政策合作、可持续金融、合作解决公平竞争和经济安全问题，

以及全球贸易挑战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参考资料： 

日本外务省官网， 

https://www.mofa.go.jp/press/release/press1e_000338.html，卢世竹整理。 

 

日本与新加坡开展能源转型合作 

10 月 26 日，日本经济产业省与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签署关于促

进液化天然气合作和能源转型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旨在促进

双方在液化天然气行业和能源转型方面的合作，包括在危机时期的联

合投资与合作，并将各自掌握的知识与上游投资及稳定的氢气和氨供

应联系起来。展望未来，双方表示将进一步促进合作，并采取一切可

能的措施确保液化天然气的稳定供应。 

参考资料： 

日本经济产业省官网，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2/10/20221026007/20221026007.html，卢世竹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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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俄罗斯动态 

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召开 

10 月 17 日，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会会议在线上举行，俄罗斯副

总理阿列克谢·奥维尔丘克出席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共审议了 26 个

问题，旨在进一步制定欧亚经济联盟的法律框架，改善机构的工作和

促进经济可持续性发展。 

会议主要包括以下议程：一是批准确定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工业

合作项目资金来源和机制的方法；二是讨论关于拟订《消除对妇女一

切形式歧视公约》的国际条约草案的进展情况；三是讨论《建立欧亚

经济联盟天然气共同市场国际条约》草案和《建立石油和石油产品共

同市场条约》草案的起草情况；四是讨论消除联盟内部市场壁垒，以

及筹备欧亚经济联盟货物电子商务管理统一分析系统；五是决定延长

部分进口货物零关税和关税优惠的有效期；六是修改对委员会候选人

的资格要求，以改进欧亚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七是调整某些农产品和

工业产品（糖、废纸、废金属和废金属）的供需平衡，通过编制联合

资产负债表确保联盟内部货物一定数量的供应和消费，并通过采取外

部联合措施，消除欧亚经济联盟货物短缺的风险。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6806/，卢世竹整理。 

 

俄罗斯政府举行外国投资监督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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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俄罗斯政府外国投资监督委员会举行定期会议，会

议就批准俄罗斯战略企业新交易的可能性进行讨论，目前申请主要来

自采矿、运输、港口货物转运和商业捕鱼等重要行业。 

俄罗斯政府总理米舒斯京表示，尽管受到外部制裁，俄罗斯企业

仍然对有意愿进行诚信和建设性合作的外国投资者感兴趣。俄罗斯政府

对此始终持开放态度，准备支持私营企业创业计划，并为已适应新环境

的俄罗斯和外国企业创造一个舒适的商业环境。米舒斯京还表示，俄罗

斯拥有明确的商业规则以及世界上最可靠的能源系统之一，这为俄罗斯

的工业和其他关键部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尤其是在全球能

源危机的情况下。 

参考资料： 

俄罗斯政府官网， 

http://government.ru/news/46903/，卢世竹整理。 

 

 

 

 美国研究动态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分析美欧数据隐私框架 

10 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发布报告，对美欧数据隐私框架的背

景和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其未来发展予以展望。 

报告指出，2018 年欧盟颁布了《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

对其 1995 年出台的数据保护指引进行更新。根据 GDPR 第 45 条，

商业实体可以将欧盟个人数据传输到欧盟委员会确认的对个人数据

“充分保护”的欧盟外国家。美国试图通过与欧盟协调制定数据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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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以满足 GDPR 第 45 条的标准。2020 年之前，欧盟-美国间的

数据传输依靠“隐私护盾”进行，此后该机制被欧盟法院宣告无效。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内，美国与欧盟就数据传输一直在进行谈判，并

在 2022 年 3 月达成了欧美数据隐私框架，代替此前的“隐私护盾”

为欧美间数据传输提供支持。 

报告指出，欧美数据隐私框架和推动框架落地实施是促进跨大西

洋数据流动的关键部分，使得美国公司在遵守欧盟数据保护法的同时，

仍受美国外国情报监管法的约束。报告指出框架在落地实施时可能在

以下方面存在问题：一方面是鉴于数据流动在美欧经贸关系中的重要

性，国会可能谨慎考虑是否授权美国参与该框架；另一方面，欧盟法

院可能对美国数据的监控存在较大担忧。 

参考资料：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LSB/LSB10846 ，郭惠惠整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发达经济体失业率高企的原因 

10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对过去二十多年发达经

济体就业水平低于理论水平的原因予以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 

报告指出，在新冠疫情爆发前的 25 年时间里，多数发达经济体

的通货膨胀率居于低位，且相当稳定。这一现象看似是令人满意的成

就，但事实上，这些经济体的失业率却远高于保持低通胀所需的水平。

报告指出，若不进行相应的政策调整，在新冠疫情导致的通胀飙升结

束后，世界可能回归长期高企的失业率水平。 

报告指出导致发达经济体出现持续高水平失业现象的因素如下：

https://crsreports.congress.gov/product/pdf/LSB/LSB1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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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各发达经济体的政策目标持续转向超低

通胀；第二，人口和其他因素共同导致理想利率水平和理想就业率水

平的变化，但中央银行并未实时追踪到这一变化；第三，负利率水平

的存在；第四，工资和价格刚性下降。 

报告认为，发达经济体央行僵硬地使用标准宏观经济模型——线

性菲利普斯曲线——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在实践中被证实存在偏误。

若各国央行适当调高通胀水平目标，发达经济体的超额失业现象不会

如此严重。因此，报告建议发达经济体央行适度调高通胀管理目标，

同时采取更为广泛的经济模型对经济实行干预，并注意利用经济实际

运行情况对政策效果予以及时检验。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5-years-excess-unemployment-

advanced-economies-lessons-monetary-policy ，郭惠惠整理。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美国进口价格通胀原因 

10 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文章，对美国进口部门的通货

膨胀水平进行梳理回顾，并就其原因进行分析。 

文章指出，美国物价持续飙升已是老生常谈，而从结构分析来看，

美国进口部门的通货膨胀幅度最大。2022 年上半年，美国进口价格通

胀高达两位数，远高于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和居民个人消费支出通胀

水平。 

文章认为，美国进口部门的通胀水平飞涨是部分进口商品的需求

增加、国外生产的临时停止及疫情导致的运输延误共同交织造成的结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5-years-excess-unemployment-advanced-economies-lessons-monetary-policy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25-years-excess-unemployment-advanced-economies-lessons-monetary-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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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采取正确的政策措施对通胀予以干预，首先应正确识别造成进

口通胀飙升的主要原因。文章通过对特定商品的价格和数量分析，认

为 2022 年上半年，美国的进口价格通胀主要由需求端引起，与商品

的海外供应临时限制关联不大。因此，相关政策措施也应考虑从需求

端入手予以调节。 

参考资料：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soaring-demand-driving-double-

digit-import-price-inflation-united-states ，郭惠惠整理。 

 

 欧洲研究动态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分析国际投资协定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10 月，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发表文章，以日本企业为例，分析国际

投资协定的签署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文章指出，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数

量上不断增加，这同其他国家国际投资协定的签署趋势形成鲜明对比。

国际投资协定的签署数量从 2010 年开始大幅下降且始终维持低位水

平，一个原因是此前签署的国际投资协定导致新协定签署的增长空间

不大，另一个原因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东道国政府正逐步缩小国际投

资协定签署可能带来的政策空间，同时有关其经济后果的研究结果好

坏参半也影响了政府决策。然而，日本近几十年的国际投资协定签署

数量以高增速持续增加。文章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日本企业更倾向于

选择同日本签订了国际投资协定的国家作为投资目的地，且相对偏好

监管水平较高的东道国进行国外直接投资。此外，即使在监管质量相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soaring-demand-driving-double-digit-import-price-inflation-united-states
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policy-briefs/soaring-demand-driving-double-digit-import-price-inflation-united-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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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较低的国家，国际投资协定的签订也有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基于以上分析，文章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建议各国政府尽

力签订国际投资协定，为母国企业提供有利商业环境，并提高东道国

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二，在进行国际投资协定谈判时，应注意尽力避

免日后可能出现的争端；第三，东道国政府应提高本国外资监管水平

和质量，增加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 

参考资料： 

经济政策研究中心，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role-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attracting-

japanese-foreign-direct ，郭惠惠整理。 

 

布鲁盖尔研究所建议提高《欧洲芯片法案》的针对性 

10 月，布鲁盖尔研究所发表文章，对欧洲在芯片市场中的地位和

欧盟拟议的《芯片法案》相关补贴政策进行分析，并呼吁提高芯片补

贴的针对性。 

文章指出，芯片对大多数行业来讲都必不可少，新冠疫情爆发后，

远程工作的广泛兴起导致各行各业对芯片的需求激增，引起全球芯片

短缺。因此，建立具备韧性的芯片供应链至关重要。基于此，欧盟委

员会于 2022 年 2 月提出《欧洲芯片法案》对芯片生产进行补贴。文

章指出，欧盟在全球芯片市场中的地位并不突出，其芯片产量仅为全

球总产量的 10%，且主要用于工业和汽车领域，在尖端芯片生产方面

所占的市场份额更微不足道。拟议的《欧盟芯片法案》将补贴重点集

中在吸引芯片制造商进入欧洲，提高欧洲本土的产能。文章认为，欧

盟在芯片生产的上游环节更具备优势，且研究能力突出，因此，补贴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role-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attracting-japanese-foreign-direct
https://cepr.org/voxeu/columns/role-international-investment-agreements-attracting-japanese-foreign-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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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应聚焦芯片价值链的最高端，集中对芯片研发和芯片制造装备研

发进行补贴，以提高欧盟在芯片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和影响力，最大

限度发挥补贴资金的效用。 

参考资料： 

布鲁盖尔研究所，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europes-promised-semiconductor-subsidies-need-

be-better-targeted ，郭惠惠整理。 

 

 国际组织研究动态 

贸发会议强调黑海谷物倡议的重要作用 

10 月 20日，贸发会议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称，2022年 7月签署

的黑海谷物倡议在俄乌冲突期间为乌克兰粮食出口的恢复贡献了重

要力量，充分彰显了危机期间贸易的重要作用。 

报告提出倡议从三个方面推动了全球粮食贸易，分别是增加港口

活动、重新开放粮食口岸和抑制食品价格等。受俄乌冲突影响，乌克

兰粮食运输渠道关闭，自乌克兰港口出发的船只数量急剧下降，在倡

议签署后，船舶离港量逐渐上升，奥德萨、乔诺莫尔斯克和皮夫登尼

三个海港已重新开放，运输量大幅增加。根据该协议，玉米和小麦占

乌克兰出口的近 800 万吨粮食的 70%以上，其中近 20%的小麦出口流

向最不发达国家。此外，该倡议有助于增加粮食供应，缓解粮食价格

压力。 

报告指出，得益于该协议，乌克兰的港口活动正在增加，大量粮

食运往世界市场。截至 10 月 19 日，通过该倡议出口的粮食和其他食

品总量已接近 800万吨。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公布的食品价格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europes-promised-semiconductor-subsidies-need-be-better-targeted
https://www.bruegel.org/blog-post/europes-promised-semiconductor-subsidies-need-be-better-targ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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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显示，近几个月全球主要食品价格有所下降，7 月份下降 8.6%，

8 月份下降 1.9%，9 月份下降 1.1%。报告认为，该协议将于 11 月结

束且是否存续尚不确定，或将导致小麦和玉米等一些大宗商品的价格

再次上涨，甚至再次引发全球粮食安全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和

最不发达国家而言。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black-sea-grain-initiative-offers-hope-shows-power-trade，梁

钰整理。 

  

贸发会议与东盟联合发布《2022 年东盟投资报告》 

10 月，贸发会议与东盟联合发布《2022 年东盟投资报告》，报告

指出 2021 年流向东盟成员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增长 42%，已恢

复至历史新高，显示出东盟强劲的投资韧性，投资复苏强劲主要得益

于该地区高活力的创业生态系统。 

报告显示，2015 年至 2021 年间，东盟国家筹资超过 100万美元

的初创企业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 1920家，比欧洲同期高出 85%，

比美国高出 65%。该地区的独角兽企业也不断涌现，从 2014 年的 2家

增长到 2021年的 46 家，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印度。初创企业和独角

兽企业的崛起使得该地区全球和区域私募股权及风险投资基金快速

增长。 

为促进投资，东盟的许多头部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正在拓展关

键新兴产业相关的业务，已成为区域内投资电子商务和金融科技等领

域的重要推动力。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姆斯表示，大多数初

https://unctad.org/news/black-sea-grain-initiative-offers-hope-shows-power-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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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都在努力将其活动扩展到国界之外，凸显了东盟创业生态系统

的活力和区域一体化优势。 

报告强调，市场因素是推动东盟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进行区域

投资的主要原因。在 100 家资金最雄厚的初创企业中，绝大多数（96

家）企业为寻求市场而拓展至其他东盟成员国。此外，技术开发、海

外伙伴、战略资产等因素也成为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 

报告最后阐述了投资便利化措施的作用并评估了 2021 年签署的

《东盟投资便利化框架》（AIFF）中投资便利化措施的进展情况。报

告发现，所有成员国都已实施了 80%的措施，但仍有部分国家需要进

一步采取行动。此外，报告建议东盟成员国重点关注可能对投资产生

关键性影响的系列措施，包括完善投资者可获得的信息，使投资规则、

法规和流程更加透明，以及简化行政程序等。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news/how-start-ups-are-boosting-investment-south-east-asia，梁钰

整理。 

 

贸发会议称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投资正在下降 

10 月 27日，贸发会议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在全球投资持续低

迷的背景下，2022年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跨境投资将下降。联合国

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发布的报告也曾指出，2022 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前景黯淡，大多数行业的新投资项目数量在下降，尤其是应对气候变

化的行业。据统计，2022 年 1 月至 9 月，投资于气候缓解和适应的

新项目分别减少 7%和 12%，与前一年的强劲增长形成鲜明对比。 

https://unctad.org/news/how-start-ups-are-boosting-investment-south-east-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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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认为，受到可再生能源动力不足以及高油价、天然气价格的

影响，从化石燃料转向绿色能源的投资可能会受挫。目前，投资下降

趋势影响了采矿业和化石燃料行业，2022 年前三季度，这些行业的项

目数量下降了约 16%。该报告同时警告称，跨国公司在上述领域的高

利润，加上当前的能源危机，可能会重新加大对化石燃料能源的投资，

而化石燃料的生产又会进一步加剧气候变化。 

根据贸发会议 10 月 20 日发布的另一份报告，2022 年第二季度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 3570 亿美元，比前三个月下降了 31%，比 2021

的季度平均水平低 7%。这一负面趋势反映了投资者情绪的转变，原因

包括世界各地的粮食、燃料和金融危机、俄乌冲突、通货膨胀和利率

上升等。 

此外，报告还指出与 2021 年的平均水平相比，第二季度流向发

达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减少了 22%，约为 1370 亿美元。在欧洲，流

向欧盟国家的资金增长了 7%，而流向欧盟以外国家的资金下降了 80%

以上。北美的资金流入减少了 22%。与此相反的是，流向发展中经济

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了 6%，达到 2200 亿美元。但这种增长主要是

由几个大型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增长拉动的，拉丁美洲和亚洲保持了对

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势头，而鲜有资金流向非洲。 

报告指出，2022 年前三季度，新的投资项目公告有所减弱，表明

了全球金融状况持续收紧，投资者的不确定性增加。其中绿地项目的

公告数量（主要是在制造业）下降了 10%，而国际项目融资交易的数

量（主要在基础设施领域）则停滞在 2021 年的水平。 

参考资料， 

UNCTAD 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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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unctad.org/news/investment-tackle-climate-change-falls-amid-global-crises ，

梁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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