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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2018年 7月 5日，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形成了

《企业海外经营合规管理指引》（征求意见稿），以更好服务企业开

展海外经营业务，推动企业持续提升合规管理水平。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
/201807/20180702763000.shtml）

2.2018年 7月 17日，商务部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了 2018年上半年我国

对外投资合作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1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

现投资 571.8亿美元，同比增长 18.7%。对外投资合作保持平稳健康

发展，呈现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稳步推进、对外投资

方式创新显现等特点。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07/2018070
2766855.shtml）

3.2018年 7月 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最终实现企业投

资一般“零审批”；抓紧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废止妨碍市场

公平竞争的规定。

2018年 7月 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围绕补短板增后劲惠民生

推动有效投资的措施；会议认为，要完善外商再投资鼓励政策，加快

已签约外资项目落地；支持民营和外资企业独资或控股投资，促进产

业升级。

（信息索引：
网站-国务院 http://www.gov.cn/premier/2018-07/18/content_5307460.htm
网站-国务院 http://www.gov.cn/xinwen/2018-07/24/content_5308679.htm）

http://www.gov.cn/premier/2018-07/18/content_5307460.htm
http://www.gov.cn/xinwen/2018-07/24/content_53086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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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 7月 23日，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构工作会在京召开。

会议总结交流外商投诉工作经验，对建立健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

工作机制做出部署：高度重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建立健全各地

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利用好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投诉机构联系

机制，做好案件统计工作和信息交流工作。

（信息索引：网站 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
2769528.shtml）

5.2018年 7月 24日，商务部办公厅印发《2018年商务执法工作要点》

和《2018年商务执法领域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方案》的通知。指出商

务执法工作重点：对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未依法履行备案义务等

行为开展监督检查；市场秩序专项整治方面：外商投资领域依据《外

商投资企业设立及变更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修订）》等相关规定，重

点对外商投资企业或其投资者未依法履行备案义务等行为开展监督

检查。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市场秩序司 http://sczxs.mofcom.gov.cn/article/cbw/cl/20
1807/20180702768973.shtml）

6.2018年 7月 28日，《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年版）》正式生效。2017年 6月 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

部发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7年修订）》中的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同时废止。2018版负

面清单呈现出全方位推进开放、大幅精简负面清单、对部分领域开放

作出整体安排、参照国际标准等特点。

（信息索引：网站-发改委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806/t20180628_89
0731.html）

7.2018年 7月 30日，《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
面清单)(2018年版)》正式施行。2018年版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

仍沿用“说明+列表”的模式。在放宽市场准入方面，自由贸易试验

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在油气、文化等重要领域提出了新的举措；在负

面清单口径方面，对标国际规则，主要列示股比要求和高管要求等外

资准入方面的特别管理措施。

http://sczxs.mofcom.gov.cn/article/cbw/cl/201807/20180702768973.shtml
http://sczxs.mofcom.gov.cn/article/cbw/cl/201807/2018070276897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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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发改委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l/201806/t20180628_89
0731.html）

8.2018年 7月 30日，海南国际仲裁院在海口挂牌，将建立以理事会

为核心的法人治理机制，成为继深圳国际仲裁院之后全国第二个实行

该机制的国际仲裁机构，与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的现实需要相匹配。

（信息索引：网站-海南省人民政府 http://www.hainan.gov.cn/hn/yw/ldhd/201807/
t20180730_2712661.html）

9.2018年 7月 30日，国资委印发了《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

究实施办法（试行）》，《办法》对境外经营投资方面的责任追究情

形加以明确规定，对未按规定建立企业境外投资管理相关制度导致境

外投资管控缺失、开展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类的境外投资项目等投资行

为实行责任追究。

（信息索引：网站-国资委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
c9310707/content.html）

10.2018年 7月 30日，商务部发布修订后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

战略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本次修订将从支持跨境换股、放宽

外国战略投资者条件、简化审批等方面深化外商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 http://tfs.mofcom.gov.cn/article/as/201807/20180702771
044.shtml）

http://www.hainan.gov.cn/hn/yw/ldhd/201807/t20180730_2712661.html
http://www.hainan.gov.cn/hn/yw/ldhd/201807/t20180730_2712661.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c9310707/content.html）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n2588320/n2588335/c9310707/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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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 年 6 月 30 日-7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

CEP）第 5 次部长级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与会各方就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投资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发表了《新闻联合声明》。

2018年 7月 27日，RCEP 第 23轮谈判在泰国曼谷举行；会议完成

了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政府采购章节，在技术法规与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等章节的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各方将于 8月 30-31日在新加

坡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

（信息索引：网站
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2761219.shtml
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2770572.shtml）

2.2018年 7月 2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委）

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了北美仲裁中心揭牌仪式，宣告贸仲委北美仲裁

中心正式成立。贸仲委北美仲裁中心将成为北美地区仲裁法律界人士

了解中国仲裁的窗口，也将成为中外仲裁法律界广泛交往、共促国际

仲裁发展的全新平台。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http://cn.cietac.org/index.php?
m=Article&a=show&id=15467）

3.2018年 7月 4日，印度德里高等法院承认与执行中国国际经济贸易

仲裁委员会（CIETAC）仲裁裁决。本案是 2018年以来，CIETAC
仲裁裁决第三次在外国获得承认与执行。

（信息索引：网站-印度德里高等法院 http://lobis.nic.in/ddir/dhc/NAC/judgement/0
5-07-2018/NAC04072018EX278201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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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 7月 5日，乌克兰“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促进中心在乌首都

基辅乌克兰工商会大楼内正式揭牌；该中心旨在为乌企业家开拓中国

及“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市场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为开展跨国合

作牵线搭桥。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18-
07/06/content_5303936.htm）

5.2018年 7月 7日，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16+1）领导人会晤在

保加利亚举行，并发布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索非亚纲要》；在

金融领域，纲要提出的成果主要包括投融资、金融机构网络化布局、

金融监管、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2018年 7月 16日，李克强总理出席并主持了第 20次中欧领导人

会晤，中欧双方交换了投资协定的清单出价，这标志着中欧投资协定

（BIT）谈判进入新阶段；双方共同发表《第二十次中国欧盟领导人

会晤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正在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

（信息索引：
网站-中国证券网 http://news.cnstock.com/news,bwkx-201807-4245143.htm
网站-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zhuanti/lkq2018zoldrhw/index.htm）

6. 2018年 7月 13日，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已经与中兴公司签署协议，

取消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中心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禁令将

在中兴向美国支付 4亿保证金之后解除。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
8/07/commerce-department-lifts-ban-after-zte-deposits-final-tranche-14）

7.2018年 7月 13日，世贸组织第七次对华贸易政策审议（TPR）结

束了对中国贸易政策和宏观经济环境的审查讨论，涉及产能过剩、国

家产业战略和知识产权措施和执法等诸多方面；成员们对中国的“一

带一路”倡议、自主降税和大幅放宽金融等领域的外资准入的举措、

鼓励民营经济发展和简化外商投资管理等各项改革以及中国对多边

贸易体制的贡献表示赞赏。

（信息索引：网站-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475_e.htm）

http://www.gov.cn/zhuanti/lkq2018zoldrhw/index.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pr_e/tp475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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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8年 7月 16日，中国在世贸组织就美国 301调查项下对我国 2000
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建议措施追加起诉。

2018年 7月 18日，美国针对我国政府对美钢铝 232措施的应对措

施诉诸世贸争端解决机制。指称中国政府针对美钢铝 232措施实施的

应对措施不符合世贸组织的有关规则。

（信息索引：网站-WTO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
aspx?Query=(@Symbol=%20wt/ds542/*)&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
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
网站-WTO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aspx?Query=
(@Symbol=%20wt/ds543/*)&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
&languageUIChanged=true#）

9.2018年 7月 17日，欧盟-日本峰会在日本东京举行，双方签署了两

项重要的协定。《欧盟-日本自由贸易协定》将取消欧盟企业向日本

出口 99%的关税，这表明欧盟和日本联手反对保护主义；《欧盟-日
本战略伙伴关系协定》将进一步加强双方在安全保护、能源、气候和

移民等方面的合作。

（信息索引：网站-European Commission http://www.consilium.europa.eu/en/meeti
ngs/international-summit/2018/07/17/japan/）

10.2018年 7月 19日，世界银行宣布，将封杀两家中国国有大型建筑

公司，原因是这两家公司为尽早取得工程款在中国某能源项目进展上

作假。封杀意味着上述公司今后将没有资格参与世界银行集团融资项

目。

（信息索引：网站-世界银行 http://web.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main?theSit
ePK=84266&contentMDK=64069844&menuPK=116730&pagePK=64148989&piP
K=64148984）

11.2018年 7月 20日，美国国会公布了《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评估

现代化法案》的最终版本，该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的现代化进程并加大其管辖力度，加大对外国投资的

审查力度，加强美国出口管制系统，以阻止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的中国

及其他外国投资交易。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aspx?Query=(@Symbol=%20wt/ds543/*)&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aspx?Query=(@Symbol=%20wt/ds543/*)&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6.aspx?Query=(@Symbol=%20wt/ds543/*)&Language=ENGLISH&Context=FomerScriptedSearch&languageUIChanged=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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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 26 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个与中国有关的法案，

“Miscellaneous Tariff Bill”(“综合关税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

给美国依靠进口的企业减免关税，从而降低美国企业生产成本，这些

产品有不少来自中国，比如烤面包机、电熨斗等家用产品。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国会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
ill/5841?q=%7B%22search%22%3A%5B%22FIRRMA%22%5D%7D&r=1
网站-美国国会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4318?q=%
7B%22search%22%3A%5B%22H.R.4318%22%5D%7D&r=1）

12.2018年 7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阿联酋期间，签署《关于

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年 7月 23日，中国商务部部长

钟山与卢旺达贸工部长樊尚·蒙耶夏卡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和卢旺达共和国贸工部关于电子商务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信息索引：
网站-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2768293.shtml
网站-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07/20180702768882.shtm
l）

13.2018年 7月 25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开

启欧美贸易伙伴关系新阶段——“亲密友好阶段”，双方同意共同努

力实现零关税、零贸易壁垒和零补贴，并将展开进一步协商，推动双

方共同发展。

（信息索引：网站-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news/ne
w-phase-our-transatlantic-partnership-2018-jul-26_en）

14.2018年 7月 26日，全球最大的手机芯片制造商高通表示，北京时

间上午 11点 59分，收购协议正式到期，由于未能获得中国监管机构

的批准，高通将放弃对恩智浦半导体(NXP)价值 440亿美元收购竞价。

（信息索引：网站-高通官网 https://www.qualcomm.com/news/releases/2018/07/26
/qualcomm-announces-termination-nxp-acquisition-and-board-authorization-30）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841?q=%7B%22search%22%3A%5B%22FIRRMA%22%5D%7D&r=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5841?q=%7B%22search%22%3A%5B%22FIRRMA%22%5D%7D&r=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4318?q=%7B%22search%22%3A%5B%22H.R.4318%22%5D%7D&r=1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5th-congress/house-bill/4318?q=%7B%22search%22%3A%5B%22H.R.4318%22%5D%7D&r=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news/new-phase-our-transatlantic-partnership-2018-jul-26_e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news/new-phase-our-transatlantic-partnership-2018-jul-26_en）
https://www.qualcomm.com/news/releases/2018/07/26/qualcomm-announces-termination-nxp-acquisition-and-board-authorization-30
https://www.qualcomm.com/news/releases/2018/07/26/qualcomm-announces-termination-nxp-acquisition-and-board-authorization-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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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钟俐、朱贺明

15.2018年 7月 26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发布《中国经济 2018
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继续表现强劲，在在去产能、

环境污染治理、开放进程等数个关键性领域的改革取得重要进展，并

指出 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预计为 6.6%。

（信息索引：网站-IMF http://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8/07/25/na072618-
chinas-economic-outlook-in-six-charts）

16.2018年 7月 27日，墨西哥正式将其批准《解决国家与其他国家国

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ICSID公约)的文书交与世界银行。墨西哥成

为自该公约 1966年生效以来批准该公约的第 154个国家。

（信息索引：网站-ICSID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News.aspx?CID=28
5）

17.2018年 7月 27日，根据联邦政府的授权，德国政府首次用新的贸

易法规“战略安全”，否决中国烟台台海集团对德国莱菲尔德公司的

收购，授权其国有银行（KfW）收购本国电网运营商“50赫兹”20%
的股份，从根本上阻止了中国国家电网收购该公司股份的努力。

（信息索引：网站-德国联邦经济部 https://www.bmwi.de/Redaktion/EN/Pressemitt
eilungen/2018/20180727-kfw-acquires-temporary-stake-in-german-tso-50hertz-on-be
half-of-the-federation.html）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将于每月 1 日即时发

布，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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