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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 年 11 月 2 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中央

企业合规管理指引（试行）》并印发各中央企业，旨在推动中央企业

全面加强合规管理，尤其是海外投资方面，加快提升依法合规经营管

理水平，着力打造法治央企，保障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信息索引：网站-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c9804413/content.html） 

 

2. 2018 年 11 月 5 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习近

平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共建创

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 宣布中国扩大开放新举措，同时宣布增设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

点注册制，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ciie18/） 

3. 2018 年 11 月 5 日，为更好的促进航运事业和经济贸易发展，推进

“一带一路”和“交通强国”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交通运输部公

布由其组织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订征求意见稿）》

及其说明，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dangqianzhengji/201811/t20181105_3109902.ht

ml） 

4. 2018 年 11 月 9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

会，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唐文弘在会上表示，2019 年 3 月底前完成《外

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的修

订工作，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除了鼓励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还

将积极承接外资产业转移，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合作，发展

外向型产业集群，鼓励边境城市的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8zccfh/40/index.htm） 

http://www.sasac.gov.cn/n2588035/c9804413/content.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zt_ciie18/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dangqianzhengji/201811/t20181105_3109902.html
http://www.mot.gov.cn/yijianzhengji/dangqianzhengji/201811/t20181105_3109902.html
http://www.gov.cn/xinwen/2018zccfh/40/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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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8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在新加坡签署《自由

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双方在自由贸易协定中首次纳入“一带一路”

合作。在投资领域，双方同意给予对方投资者高水平的投资保护，相

互给予准入后阶段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纳入了全面的投资者与东

道国间争端解决机制。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1/20181102805543.shtml） 

 

6. 2018 年 11 月 12 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布援外综合性部门规

章《对外援助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该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我们对外援助工作进一步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

http://www.chinalaw.gov.cn/art/2018/11/12/art_33_209566.html） 

 

7. 2018年 11月 15日，商务部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指出：今年 1—10

月，我国实际使用外资保持稳定增长；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49545 家，同比增长 89.3%；实际使用外资 7011.6 亿元，同比增长

3.3%。10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3623家，同比增长 37.6%；

实际使用外资 644.6 亿元，同比增长 7.2%。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811/20181102807185.shtml） 

 

 

8. 2018 年 11 月 15 日，中国和东盟在新加坡通过《中国－东盟战略

伙伴关系 2030 年愿景》，决定构建以政治安全、经贸、人文交流三

大支柱为主线，多领域合作为支撑的合作新框架，打造更加紧密的命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1/20181102805543.shtml
http://www.chinalaw.gov.cn/art/2018/11/12/art_33_209566.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h/diaocd/201811/2018110280718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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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共同体。《愿景》的达成，使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盟就中长期关系

发展作出远景规划的对话伙伴国。 

（信息索引：网站-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18-11/15/c_1123718487.htm） 

 

 

9. 2018 年 11 月 17 日，商务部部长钟山与秘鲁外贸旅游部部长瓦伦

西亚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启动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

中秘自贸协定于 2009 年 4 月签署，自 2010 年 3 月起生效，实施情况

总体良好，有效地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目前，秘鲁已成

为中国在拉美地区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二大投资对象国，中国位居秘

鲁贸易伙伴排名首位，也是其主要投资来源国。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1/20181102807552.shtml） 

 

10.  2018 年 11 月 23 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推出 53 条措施支持自贸区改革创新，

涉及营造优良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

体经济等方面。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7799/39323/zy39327/Document/1642060/

1642060.htm） 

 

 

 

11.  2018 年 11 月 24 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5 届全球年会发

布《走向共同发展的新型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发表五周年

调查报告》等相关重要报告，呈现“一带一路”和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和

经验。 

http://www.xinhuanet.com/silkroad/2018-11/15/c_1123718487.htm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1/20181102807552.shtml
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7799/39323/zy39327/Document/1642060/1642060.htm
http://www.scio.gov.cn/32344/32345/37799/39323/zy39327/Document/1642060/164206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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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国际金融论坛 http://www.ifforum.org/cn/） 

 

 

 

12.  11 月 28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

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细则共作出 18 条修改。从修改内容看，主要是对外资银行业务进一

步规范，其中包括银保监会对直接监管的外资银行承担监管主体责任、

外国银行分行完成清算后，应当在提取合格资产 5 日前向所在地银保

监会派出机构报告等要求。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Index.html） 

 

 

http://www.ifforum.org/cn/
http://www.cbrc.gov.cn/chinese/ne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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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 2018 年 10 月 31 日，澳大利亚成为第 6 个批准新版 TPP 的国家，

这项由 11 个国家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已经跨过了生效门槛，《跨太

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于 12 月 30 日生效。 

（信息索引：网站-FT 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030?full=y&archive） 

 

 

 

2. 2018 年 10 月 31 日，美国纽约南区地区法院以吉尔吉斯斯坦拒不

执行土耳其公司 SistemMuhendislikInsaatSanayiVeTicaret, A.S 案财

产查明命令及阻碍财产查明程序为由，对吉尔吉斯斯坦作出每天

5000 美元处罚，直到履行裁决或法院命令为止。 

（信息索引：网站-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 SOUTHERN 

DISTRICT OF NEW YORKhttp://www.nysd.uscourts.gov/） 

 

 

 

3. 2018 年 11 月 1 日，据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报道，菲总统府

发布第 11 版的外国投资负面清单（FINL）。FINL 每两年审查一次，

列出外国投资者有限参与的行业。第 10 版 FINL 还是 2015 年在阿基

诺政府期间发布。 

（信息索引：网站-INQUIRER.NET 

https://www.inquirer.net/?utm_expid=.XqNwTug2W6nwDVUSgFJXed.1） 

 

 

4. 2018 年 11 月 2 日，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第三工作组发布《投资

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改革必要性：仲裁员和决策者--指定机制及其相关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0030?full=y&archive
https://www.inquirer.net/?utm_expid=.XqNwTug2W6nwDVUSgFJXe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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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报告。对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中对仲裁员和决策者进行改

革意愿的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供了一些协助工作组审议 ISDS 中的

某些关切事项以及改革可取性的信息。 

（信息索引：网站-UNCITRAL 

https://uncitral.un.org/en/working_groups/3/investor-state） 

 

 

 

5. 2018 年 11 月 12 日，新加坡正式宣布核准《“一带一路”融资指

导原则》。该原则是 2017 年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

间的一项重要成果，由包括中国在内的 27 国财政部门共同核准，旨

在深化“一带一路”融资合作，推动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

可控的多元化融资体系。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1587.htm） 

 

 

6. 2018 年 11 月 20 日，欧州议会谈判代表就对外国直接投资设立筛

选框架草案达成一致，以确保安全和公共秩序。据此将建立一个透明

的、可预测的，非歧视性的机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筛选机制，以

确保外国资本不会对关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或敏感信息访问造成威

胁。 

（信息索引：网站-European Parliament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https://uncitral.un.org/en/working_groups/3/investor-state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roll/71587.htm
http://www.europarl.europa.eu/portal/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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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 年 11 月 22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对华技

术转让、知识产权及创新政策措施 301 调查报告更新版。 

（信息索引：网站-USTR https://ustr.gov/） 

 

 

8. 2018 年 11 月 25 日，欧盟举行特别峰会，27 个成员国就英国“脱

欧”协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并最终通过该协议，但该协议还将面临

英国议会和欧盟 27 国议会投票表决。 

（信息索引：网站-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8/1126/c1002-30421328.html） 

 

 

9. 2018 年 11 月 28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 10 月贸

易逆差 772 亿美元，继续走高，创下新的历史记录。从美国总统特朗

普当选至 2018 年 10 月，美国单月的商品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扩大了

近 140 亿美元。 

（信息索引：网站-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ttps://www.commerc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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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