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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11 月 30 日，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在伦敦举行，中

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

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该《原

则》在现有责任投资倡议基础上，将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议题纳入

“一带一路”倡议，以提升投资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水平，进而

推动“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	

（信息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18-12/01/content_5345075.htm） 

 

2.当地时间 12 月 1 日，中美两国元首当晚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

行了会晤，双方就经贸问题进行的讨论十分积极，富有建设性，

两国元首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 

（信息索引：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2/02/c_1123795737.htm） 

 

3.12 月 3 日，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

峰介绍了今年 1-11 月我国吸收外资的主要情况，呈现出以下几个

特点：一是实际使用外资基本保持平稳。1-11 月全国新设立外商

投资企业 54703 家，同比增长 77.5%；实际使用外资 7932.7 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 1.3%（折 1212.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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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高技术制造业保持较强增长态势。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

资 78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0.2%。三是中西部地区吸收外

资增长，自贸试验区增长领先全国。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566.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7%，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 544.5 亿元

人民币，同比增长 17.4%。四是主要投资信息索引地增长态势良

好。主要投资信息索引地中，新加坡、韩国、英国、日本、美国、

德国对华投资同比分别增长 7.4%、38.7%、198.9%、20.1%、3.7%

和 30.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

同比增长 14.9%、15.7%和 16.1%。 

（信息索引：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181213.shtml） 

 

4.12 月 5 日，据最高人民法院官网消息，为方便当事人通过最高人

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解决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751 次

会议 2018 年 10 月 29 日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程

序规则（试行）》。 

（信息索引：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官网： 

http://cicc.court.gov.cn/html/1/218/149/192/1122.html） 

 

5.12 月 10 日，为有效利用外资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河南省

人民政府印发《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

知》，通知包括将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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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放宽现代服务业市场准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等措施，

以营造更加公平、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信息索引：新华网： 

http://m.xinhuanet.com/2018-12/14/c_1123852736.htm） 

 

6.12 月 12 日下午，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

长傅自应与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在澳门签署了《CEPA 货物贸

易协议》。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

实施。 

（信息索引：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2/20181202816096.shtml） 

 

7.12 月 13 日，中国信保分别与阿根廷国民银行和外贸投资银行

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两家银行一致同意以签署框架合作协议为基

础，与中国信保密切日常信息沟通，探讨具体合作模式，共同推

动项目落地，支持中国企业对阿开展投资、工程承包和出口贸易

等业务。 

（信息索引：一带一路官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74650.htm） 

 

8.12 月 14 日上午，经国务院批准，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

部长傅自应与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香港签署了《CEPA 货物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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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议》。协议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并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 

（信息索引：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812/20181202816818.shtml） 

 

9.12 月 14 日，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介绍了 2018

年 1-11 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 157

个国家和地区的 5213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

实现投资 1044.8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对外承包工程新

签合同额 1853.1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1380.1 亿美元，与去年同

期基本持平。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44.4 万人，11 月

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101.1 万人，比去年同期增加 3.9 万人。 

（信息索引：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812/20181202816913.shtml） 

 

10.12 月 23日下午，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举行，

外商投资法（草案）第一次提请审议。草案就外商投资的保护和

管理做了明确的制度性安排，包括加强产权保护、强化对涉外商

投资规范性文件制定的约束、促进地方政府守约践诺、完善外商

投资企业投诉维权机制等。 

（信息索引：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66493）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18 年 12 月版）                              国内新闻 

11.12 月 25 日，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

务部发布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 年版）》。这标志我国全

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

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主体包括“禁止准

入类”和“许可准入类”两大类，共 151 个事项、581 条具体管

理措施，与此前的试点版负面清单相比，事项减少了 177 项，具

体管理措施减少了 288 条。 

（信息索引：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71893） 

 

12.12 月 29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人民银行、

国资委、外汇局、全国工商联印发了《企业境外经营合规管理指

引》（以下简称《合规指引》）。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就

《合规指引》出台的背景、主要内容和特点等向记者作出了明确

的说明。 

（信息索引：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771893） 

 

13．12 月 29 日，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了公告 2018 年第 104 号，

具体内容如下：根据《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办法》

和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商务部和海关总署对

《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目录》进行了调整。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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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与此同时商务部、海关总署

2017 年第 93 号公告公布的《两用物项和技术进出口许可证管理

目录》废止。 

（信息索引：商务部官网：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c/201812/20181202821810.shtml） 

 

14.12 月 31 日，外交部条法司研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数据

库”正式上线。外交部条法司将以此为契机，不断提升我国的条

约管理水平，建设符合我大国地位的条约管理机制。 

网址为：http://treaty.mfa.gov.cn 

（信息索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官网：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tyfls_674667/xwlb_674669

/t16258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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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G20 峰会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成功举行。此前，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面临巨大挑

战的背景下，特别是在以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一系列国际合作机

制、英国“脱欧”，全球贸易摩擦增多、现有世界经济秩序和国

际关系准则正面临巨大挑战的特殊历史时刻，国际社会对 G20 布

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对新一轮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治理的前景

充满期待，同时也对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的对话与合作翘首以

待。 

（信息索引：至诚财经： 

http://www.zhicheng.com/n/20181203/233637.html） 

 

2.12 月 4日，埃及央行宣布取消“外国投资资金汇出保障机制”，

允许外国投资者在支付 1%的入场费后在埃进行投资，投资收益可

按照埃及规定汇率换汇汇出。埃及央行表示，取消外国投资资金

汇出保障机制是向国际投资者发出强烈信号，埃及市场有足够的

现金流应对外汇市场波动，保持外汇储备处在合理水平，以吸引

外国投资者。 

（信息索引：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7413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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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月 7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批准了“受项目影

响人员机制政策”（ Policy on the Project-affected People’s 

Mechanism，PPM）。该项政策将与 PPM 指南（PPM Directive ）

和 PPM 程序规则（PPM Rules of Procedure）在 2019 年 3 月 31

日一起生效。在 PPM 机制下，当人们认为他们已经或可能会因银

行未能实施其环境和社会政策而受到不利影响时，可以提交相关

意见书。 

（信息索引：亚投行官网 ：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8/20181221_002.html） 

 

4.12 月 17 日，世贸组织在瑞士日内瓦开始对美国进行第 14 次贸

易政策审议。这是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首次接受世贸组织审

议。 

（信息索引：商务微新闻： 

http://sa.sogou.com/sgsearch/sgs_tc_news.php?req=TS-

16KS44dDHhjwBVzDjY4iGY0FdSWrpFqRA2J75EptHmc5eAwLmXzQREnWB_fu

s&user_type=1） 

 

5.12 月 17 日，据多家外媒报道，在酝酿一年有余后，默克尔政

府将在近日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通过《对外贸易和支付法案》的修

改草案，其中将把目前非欧盟类企业并购德国企业的审查红线从

25%股权大幅降低至 10%，审查的范围为涉及安全领域的企业。值

得指出的是，这样的审查门槛比此前德国经济与能源部部长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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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尔(Peter Altmaier)提出的 15%还要低，目前默克尔政府在针对

非欧盟类企业进行外资审查的态度也不言自明。 

（信息索引：第一财经网： 

https://mp.weixin.qq.com/s/loyIN-t3GX3g_hllhEzg3w） 

 

6.12 月 18 日，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

发行了 1620 万美元担保，用于支付 Siecam 集团下帕莎公司在埃

及设立的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的投资。这些担保覆盖了长达 15 年

之久且达 90%的投资，以抵御转让限制、征用、战争和内乱的风

险。 

（信息索引：MIGA 官网： 

https://www.miga.org/press-release/miga-backs-glass-tableware-manufacturing-egypt ） 

 

7.12 月 19 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理事会已批准六个国

家的会员申请，使 AIIB 的核准成员总数达到 93 个。新批准的成员包

括阿尔及利亚，加纳，利比亚，摩洛哥，塞尔维亚和多哥。 

（信息索引：亚投行官网 ：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8/20181219_001.html） 

 

8.12 月 19 日，埃塞俄比亚的在线投资指南（iGuide）在联合国非

洲经济委员会总部的亚的斯亚贝巴发布。iGuide 为投资者提供他

们在该国投资所需的一切个方面的信息和指南。它还强调了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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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的改革领域，并帮助政府了解投资者的需求，旨在促进

外国直接投资。 

附下载网址： 

（https://www.theiguides.org/public-docs/guides/ethiopia） 

（信息索引：UNCTAD 官网 

https://unctad.org/en/pages/newsdetails.aspx?OriginalVersionID=1967&Sitemap_x00

20_Taxonomy=UNCTAD%20Home;#1609;#Investment%20Guides;#6;#Investment

%20and%20Enterprise） 

 

9.12 月 20 日，联合国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授予亚投行（AIIB）

永久观察员地位。在通过该决议后，亚投行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

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这两个以发展为重点的联合国主要机构

的审议工作。 

（信息索引：亚投行官网：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8/20181221_001.html） 

 

10．越南和澳大利亚批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

其中 2018 年 10 月 31 日，澳大利亚成为第 6 个批准《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也被称为 TPP-11）。2018 年 11 月 15

日,越南成为第 7 个批准 CPTPP 的国家。批准该协定的国家还有

加拿大、日本、墨西哥、新西兰和新加坡，该协定将于 2018 年 12

月 30 日(澳大利亚批准后 60 天) 生效。文莱、智利、马来西亚和

秘鲁等签署国尚未批准 CPTPP。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18 年 12 月版）                              国际新闻 

（信息索引：临时仲裁 ADA： 

https://mp.weixin.qq.com/s/ymgrfTcy2M1_TSIEOG-f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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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