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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向 WTO 起诉韩国限制进口水产品一审胜诉 

围绕日本政府向世贸组织（WTO）起诉韩国限

制进口本国水产品一事，WTO 日前向两国下达了一

审裁决结果。据相关人员透露，日本胜诉的可能性

很大。最终裁决报告被认为将在 2018 年春季前后

正式公开。因日本发生福岛第 1核电站事故，韩国

2013 年宣布禁止进口福岛县和岩手县等日本东北

及关东地区共 8 个县的水产品。日本政府 2015 年

与韩国进行了磋商，但因没有谈拢之后以限制进口

不合理为由向 WTO 提起诉讼。WTO 于同年 9 月设置

了负责一审的争端解决专家组。但在 WTO 的争端解

决机制中，即使一审败诉，还可以向负责“终审”

的高级委员会上诉。预计至少在 2019 年之前不会

解除限制，前景依然不透明。发生核泄露事故后，

不少国家都限制进口日本食品，诉讼的最终结果可

能还会影响其他国家。（日经中文网/10 月 18 日） 

 

美对涉华光学增白剂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 

2017 年 10 月 13 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USITC）投票对进口自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光

学增白剂作出反倾销日落复审产业损害肯定性终

裁：裁定若取消现行反倾销措施，在合理可预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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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涉案产品的进口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的实质

性损害可能继续或再度发生。根据终裁结果，本案

现行反倾销措施继续有效。在该项裁决中，4 名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委员均投肯定票。涉案产品的美

国协调关税税号为 32042080.00、29336960.50、

29215940.00 和 29215980.90。2012 年 3 月 20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的光学增白剂作出反倾销终裁，裁定中国大陆涉

案企业反倾销税率为 63.98%～109.95%，台湾地区

涉案企业反倾销税率为 6.2%。2012 年 5 月 3 日，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公告，对原产于中国大陆

和台湾地区的光学增白剂作出反倾销产业损害终

裁。2012 年 5 月 10 日，美国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的涉案产品正式征收反倾销税。（中国贸易救济

信息网/10 月 17日） 

 

日本 9 月出口增速放缓 但增长趋势未变 

日本 9 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加 14.1%，低于分

析师预估的增加 14.9%，且不及 8 月所创的近四年

最高增幅 18.1%。经济分析师预期日本出口将开始

加快脚步增长，因年底购物旺季来临前商品需求上

升，且疲弱日圆增加出口竞争力，进而应能支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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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增长。以数量而论，日本 9 月出口较上年同期增

长 4.8%，8 月同比增长 10.4%。日本 9 月对美国出

口较上年同期增加 11.1%，主因半导体制造设备和

药物出口增加。8 月为同比增加 21.8%。日本 9 月

对美国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增长 5.1%，至 6,166

亿日圆(54.6 亿美元)。9 月对中国出口同比增长

29.3%，因电子产品出口增加，8月为增长 25.8%。

日本 9 月进口较上年同期增加 12.0%，路透调查预

估为增加 15.0%。9 月贸易顺差为 6,702 亿日圆，

调查预估中值为顺差 5,598亿日圆。其他近期公布

的数据显示，资本支出回升，消费者支出暂时好转；

这表明在国内外需求支撑下，日本经济增长势头将

继续下去。（路透社/10 月 19 日） 

 

澳大利亚欲取消清洁能源补贴 

继美国特朗普政府宣布终结奥巴马时代的清

洁能源计划后，澳大利亚也步其后尘，打算放弃此

前支持电力升级、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清洁能源目

标。10 月 17 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实施一项新

能源保障计划，鼓励各种形式的电力投资，同时从

2020年开始不再提供可再生能源补贴。政府将接受

国家能源委员会(ESB)提出的关于新国家能源保障



 

4 

 

的建议，在履行国际承诺的同时，提供更价廉可靠

的电力。新的国家能源保障计划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其一是要求澳大利亚的能源零售商每年在提供

可靠而低排放电力的基础上，根据各州需要，提供

一定比例的其他能源，将来自于煤炭、天然气、抽

水蓄能和电池等资源。其二是从 2020 年开始取消

对太阳能和风力发电的补贴，以帮助消费者削减电

力开支。（《第一财经》/10月 18 日） 

  

法雷奥获准收购汽车传动技术企业德国 FTE  

近日，法国法雷奥集团获得欧盟委员会的批准，

将于 2017年 10月底之前完成对汽车传动技术企业

德国 FTE 集团（福缔）的收购。该收购还需获得土

耳其反垄断机构的批准。德国 FTE 集团总部位于德

国，是全球领先的汽车离合器与齿轮传动装置制造

商， 在产品组合与客户布局方面与法雷奥高度互

补。随着双离合器产品和混合动力系统市场需求的

高速增长，收购德国 FTE 将为法雷奥在主动液压控

制系统提供广阔的前景。此外，德国 FTE 的加入还

将加强法雷奥在汽车后市场的业务。（路透社/10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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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盖尔道集团计划出售钢筋生产设备  

巴西钢铁生产商盖尔道集团（Gerdau SA）2017

年很可能在美国销售大量钢筋生产设备，相关交易

收入将约为 20亿雷亚尔(约合 6.3048 亿美元)。盖

尔道集团预计将于 2017 年年底把其位于美国的兰

丘库卡蒙加市、塞尔维尔和诺克斯维尔工厂出售给

美国钢铁和金属制品制造商 Commercial Metals 

Company。盖尔道集团位于美国杰克逊维尔和博蒙

特的工厂也待价而沽，公开出售。这笔潜在交易将

有助于这家南北美洲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削减债务。

（路透社/10月 17 日） 

 

三季度中企收并购占亚洲六成  

彭博的数据显示，2017 年前三季度，中国企业

（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企业）或资产参与的收购

兼并活动共计 4809 宗，金额达到 5271亿美元，占

整个亚太区交易总额的 60%。中国大陆企业参与的

收并购活动有 4032 宗，交易金额为 4668亿美元，

宗数较同期大幅攀升 42%的同时，交易金额下滑 5%。

中国境内企业收购兼并无论是数量还是金额在亚

洲均占主导地位。受政策引导，中企对外收并购活

动正趋于理性，三季度的交易数量与金额占全部收

购兼并活动的 36%和 41%，较 2016 年同期的 48%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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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有所下降。2017 年前三季度，中企涉及的前十

大交易总金额达到 1097 亿美元。其中，国有企业

混改、“一带一路”倡议、行业内资源整合等概念

表现抢眼。（《国际商报》/10月 17 日） 

 

山东淄博蓝帆集团 19 亿跨国收购柏盛国际  

作为蓝帆集团子公司的蓝帆投资，将斥资 2.9

亿美元（约合 19 亿元）收购中信集团旗下资产，

实现对新加坡上市公司柏盛国际的控股。据山东省

发改委公告，淄博蓝帆投资有限公司（简称蓝帆投

资）并购百慕大柏盛国际集团（简称柏盛国际）股

权项目已获得批准，批复时间是 9 月 21 日。上述

投资后蓝帆投资将持有柏盛国际 30.16%的权益，成

为柏盛国际集团的控股股东。公开信息显示，柏盛

国际成立于 1990 年，主要从事介入心脏病学及深

切护理医疗设备的开发、制造及推广应用，产品覆

盖荷兰、瑞士、巴西、中国、印度及新加坡等市场，

2005 年于新加坡交易所上市。（晨哨网/10 月 18

日） 

 

中国华信拿下俄油供油协议 

中国华信能源有限公司日前以 91 亿美元入股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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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国家石油公司(俄油)后，也将能够取得高达 26

万桶/日的俄罗斯石油，中国华信由此获得的市场

影响力，将足以挑战维多等欧美大型石油贸易商。

中国是全球最大原油进口国，对中国而言，能够取

得俄罗斯石油，将是朝着创建一套全球整合性石油

供应链目标前进一大步。根据协议，俄油同意自

2018 年起一年向中国华信出售 1,100-1,300 万吨

俄罗斯原油。这相当于 22-26 万桶/日，大约为俄

油产量的 5%，相当于中国每月向俄罗斯进口石油的

四分之一。采购协议规模最终将扩大至 4,200万吨

(84 万桶/日)，中国华信将通过股权投资获得。除

了扩大俄罗斯作为中国最大石油供应国、领先于沙

特的优势之外，该协议也让中国华信从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能源交易商，跻身全球十大石油交易商的行

列。过去一年，中国华信已在乍得和阿布扎比投资

石油开采权。中国华信与俄油的结盟也被视为符合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战略性交易。（路透社/10

月 1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