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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成员对特朗普“买美国货”政策表达关切 

包括加拿大、日本、以色列等美国传统盟友在

内，世界贸易组织（WTO）10 个成员 10 月 18 日就

特朗普政府“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政策表达关

切，敦促美方继续尊重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

议》。特朗普 2017 年４月签署“买美国货、雇美

国人”行政令，要求联邦各部门、机构在政府采购

中尽可能选择国产货，还要求重新评估给予贸易伙

伴的豁免或例外，评估美国在世贸组织《政府采购

协议》和其他贸易协定中的参与情况。美国等 46

个国家加入了《政府采购协议》，其中大多数是欧

盟成员国。这是世贸组织成员自愿签署的互助性诸

边协议，旨在通过消除针对外国货物、服务和供应

商的歧视，增加透明度，把国际竞争引入传统上属

于国内公共财政管理的政府采购领域，实现国际贸

易更大程度的自由化和世界贸易的扩大。（新华社

/10 月 20日） 

 

美国对中印聚四氟乙烯树脂发起反倾销调查 

美国商务部 10月 19 日宣布，对从中国和印度

进口的聚四氟乙烯树脂发起反倾销调查，同时对从

印度进口的此类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美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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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声明说，发起上述调查是回应美国科慕化学公

司的申诉。该公司指控从中国和印度进口的上述产

品在美国市场的倾销幅度分别为 23．4%－408．9%

和 15．8%－128．1%，同时指控印度相关生产商和

出口商接受了不公平的政府补贴。美国商务部数据

显示，2016 年美国从中国和印度进口这类产品的金

额分别约为 2460万美元和 1430万美元。美国商务

部表示，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10 月 19 日，美国商

务部已发起 73 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同比增长

52%。这表明特朗普政府明显加大了贸易救济调查

力度。（中国证券网/10 月 17 日） 

 

惠而浦建议对 LG 和三星洗衣机征收进口关税  

惠而浦和 GE APPliances 日前要求美国国际贸

易委员会（ITC）建议对大型家用洗衣机征收 50%

的进口关税，以确保竞争对手 LG 和三星电子坚持

实施将洗衣机生产转移至美国的计划。在“全球保

障措施”相关贸易诉讼的听证会上，上述美国生产

商的律师指控韩国企业屡次将生产转移以规避之

前的反倾销税。该诉讼案可能导致美国总统特朗普

实施严格的进口限制措施。ITC 在 10 月 5 日一致认

定，进口自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的大型家用洗衣机

激增，损害了美国生产商的利益。ITC将在 12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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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向特朗普提出救济措施建议，预计特朗普将于

2018 年初给出最终建议。惠而浦和 2016 年被中国

海尔集团（600690.SS）收购的 GE Appliances 还

寻求对关键零部件实施进口配额制，以阻止三星和

LG 在美国仅设立“组装”业务，简单地将大部分来

自进口的部件组装为整机。（凤凰国际/10 月 20

日） 

 

日产将暂停本土针对国内市场的汽车生产 

日产汽车日前表示，日产针对本土市场的国内

汽车生产至少要暂停两周，以解决最终质检程序的

不当做法。质检环节违规已导致该公司召回大量汽

车。该事件让日产品牌在国内受损，再加上神户制

钢数据造假丑闻，引发了对日本制造商合规和质量

管控问题的质疑。日产 8 月在日本生产约 79,300

辆乘用车和商用汽车。其中约 27,600 辆面向国内

市场，占其全球产量的 6%左右。日产承认不具备资

格的技术人员对国内市场上的汽车进行最终检验，

因为部分检验步骤一直转由其他检测线进行，违反

了相关规定。（路透社/10 月 20日） 

 

安踏体育完成收购著名童装品牌 KingK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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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用品商--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10

月 20 日称，已完成收购著名童装品牌小笑牛

（KingKow）业务之 100%权益，包括有关商标，因

预计可受惠于中国的二孩政策。KingKow 为一个于

1998年成立的中高端著名童装品牌，专门设计和销

售 0 至 14 岁婴儿和男女童装和配饰，于 2017 年 9

月底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共有 81 家门

店。（路透社/10 月 20 日） 

 

中资支持的创业公司 SF Motors 收购 InEVit  

中国小康股份旗下的美国加州电动汽车部门

SF Motors Inc10月 19 日宣布，以 3,300 万美元收

购前特斯拉高管 Martin Eberhard 掌管的电动汽车

暨电池技术公司 InEVit Inc。InEVit 将成为 SF 

Motors 的全资子公司。后者是众多在中国和美国由

中方出资支持的电动汽车创业公司之一。InEVit

将继续作为一家独立的科技公司运作，向全球汽车

生产商提供电动汽车及电池专门技术的使用许可。

SF Motors 近期在美国硅谷建立了一个美国研发中

心，在密西根州安娜堡设置一个研发分支机构；公

司并在德国、日本和中国都设有分支机构。（路透

社/10月 20日） 



 

5 

 

 

香港国际建投收购新加坡轨道基建工程公司 

10 月 18 日，香港国际建投宣布，分別以 1.01

亿港元及 1.65 亿港元，向 Best Feast 及欧睿收

购新加坡盛世企业已发行股本共约 27.97%，总代价

2.67 亿港元，将发行代价股份支付。该公司将向

Best Feast 及欧睿按每股 4.08 港元，分别发行

2487.11 万股及 4054.71 万股代价股份，总共占扩

大后的股本约 1.89%。盛世企业为新加坡上市公司，

主要从事轨道及基建工程、采购及建造业务。香港

国际建投表示，收购事项将有助该公司利用“一带

一路”建设带来的行业发展机遇。盛世企业的轨道

及基建工程、采购及建造业务与公司的业务相互补

充，並能产生潜在的协同效应，对公司的未来发展

有积极意义。（晨哨网/10 月 19日） 

 

热点透析 

特朗普投给全球贸易的毒药 

多少片毒药才能杀死一份贸易协议？对唐纳德•特朗普

而言，3片就够了。墨西哥和加拿大都在拼命保护《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NAFTA)。但他们对特朗普所提要求的容忍度正在

消耗殆尽。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这项有史以来最糟糕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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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议”似乎只是时间问题。随着特朗普任期继续，退出世

贸组织(WTO)的诱惑将越来越大。那些认为特朗普已经放弃了

他撕碎全球贸易体系誓言的人，肯定没有关注事态进展。 

记者们曾经开玩笑称《物有所值的加拿大贸易倡议》是

他们曾经见过的最无趣的标题。特朗普让它变得有趣起来。

一年前，很难想象加拿大和墨西哥会联合起来对付美国。特

朗普驱使这两个国家走到了一起。一片毒药是特朗普要求《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定期（每五年）废止”，这就好像是为

婚姻契约加上一个循环出现的失效日期。离婚变成不可避免

的结局。 

另一片毒药是要求所有在北美制造的汽车有一半免税部

件从美国采购。这将摧毁汽车制造商已经建立的地区供应链。

第三片毒药是废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议解决机制—

—该机制保护了投资者免受任意毁约行为影响。特朗普凭借

拒绝履行合约建立起自己的商业王朝。他不会现在收手。 

这些手段与特朗普为自己打造的交易大师人设截然相

反。根据那套人设，特朗普一开始会提出过分的要求，迫使

交易对手提高出价。最终达成的交易会比他一开始就采取务

实策略得到的结果要好得多。不过，当特朗普拒绝降低他蛮

横的初始要求时，对方便会怀疑他压根不想做成买卖。这的

确是他在几乎所有谈判中采取的做法。特朗普的《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照这个架势注定失败。从伊朗核协议、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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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马医改(Obamacare)的命运以及“梦想者”移民政策，特朗

普都让其他人当替罪羊。“我不会责怪我自己。”特朗普本

周就奥巴马医改表示。责任由美国国会山(Capitol Hill)、

美国国务院、墨西哥政府或加拿大政府来负——哪一个随便

你挑。 

责任也会被甩给中国。2017 年当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海湖庄园(Mar-a-Lago)举行“破冰式”会面时，全

球主义者集体松了口气。习近平将解决朝鲜问题，作为交换，

特朗普将放弃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巨额关税并给中国贴上汇

率操纵国标签的威胁。这是特朗普的看法。中国的看法截然

相反。像大多数观察人士一样，他们认为是特朗普醒悟了过

来。除特朗普外，没有人认为中国会因为特朗普在竞选时曾

说过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狂言而冒让朝鲜政权垮台的风险。即

使中国有办法除掉金正恩，它为什么想要这样做呢？ 

眼下，特朗普的错误理解过时得可怕。在未来 18个月内，

金正恩的核打击范围将把洛杉矶囊括在内。习近平不会让朝

鲜核计划停止前进。不过特朗普明确表示他会让中国承担责

任。这一时间点恰逢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民调显示中期选

举的结果可能是共和党遭遇一次惨败。特朗普在左右两侧都

面临压力：左有计划在竞选中拿贸易说事的民主党，右有要

求他兑现诺言、阻止外国人坑害美国的基础选民。情况也没

有按照计划的那样发展。9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上升至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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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单月最高水平。 

可供特朗普使用的一个工具是次级制裁——惩罚与平壤

方面做生意的中国国有银行和企业。这将触发美中贸易战。

另一个工具是对中国钢铁和工业品征收反倾销关税。第三个

工具将更有价值：对中国窃取知识产权的行为采取行动。无

论美国启用哪种工具，中国都会向 WTO 提起上诉。在大多数

情况下，中国很可能会赢。这是特朗普无法忍受的。非民选

产生的法官阻止他的政治议程是一回事，如果是外国法官阻

止他就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了。特朗普唯一能够接受的争

端解决机制就是永远让美国赢的机制。 

贸易谈判和破产程序是天平的两极。前者需要有舍有得，

常常失败。后者需要威吓咆哮，但必然会解决。特朗普是否

明白个中差别，不得而知。本周加拿大指责特朗普在《北美

自由贸易协定》中抱着“赢家通吃的心态”。可能的结果是

“每个人都是输家”。（英国《金融时报》/10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