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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 7 月 31 日，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伊万·杜

克·马克斯的共同见证下，宋曙光董事长代表中国信保分别与哥伦比

亚贸易投资旅游局主席弗拉维亚·桑托罗和哥伦比亚外贸银行董事长

哈维尔·迪亚斯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哥伦

比亚贸易投资旅游局合作谅解备忘录》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

哥伦比亚外贸银行框架合作协议》。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99118.htm） 

 

 

 

2. 8 月 2 日至 3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部长

级会议在京举行。与会各方表示，要保持积极谈判势头，实现年内结

束谈判的目标。此次会议是在 RCEP 谈判关键阶段举办的一次重要

部长级会议，也是首次在华举办的 RCEP 部长级会议。中国与东盟十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 16 个国家的贸易部长

和东盟秘书长共同出席会议。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99003.htm） 

 
 
 
3. 8 月 6 日新华社报道，日前国务院印发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支持新片区以投资自由、贸易自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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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点，推进投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实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放宽注册资本、投资方式等限制，允许境外知名仲裁机构经登记备案

后，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 

（信息索引：网站-上海市人民政府

http://www.shanghai.gov.cn/nw2/nw2314/nw2315/nw18454/u21aw1396

964.html） 

 
 
 

4. 据法制网8月6日报道，我国于7月19日向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提交

了中国关于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建议文件，其中包括

建立常设上诉机制，保留当事方指定仲裁员的权利，对仲裁员的资质

利益冲突、遴选和回避程序进行完善，探索替代性争端解决措施，纳

入仲裁前磋商程序，对第三方资助规定透明度纪律等方面。 

（信息索引：网站-法制网

http://www.legaldaily.com.cn/Arbitration/content/2019-
08/06/content_7956656.htm  
建议文件可参见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官网： 

https://uncitral.un.org/sites/uncitral.un.org/files/wp117c.pdf） 

 
 
 
5. 8 月 7 日，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在新加坡出

席《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签署仪式，并代表

中国签署公约。包括中国、美国、韩国、印度、新加坡、哈萨克斯坦、

伊朗、马来西亚、以色列等在内的 46 个国家签署了公约。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1908
/2019080288843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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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8 月 8 日，北海仲裁委员会在新加坡设立的北海亚洲国际仲裁

中心（the Beihai Asia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er, BAIAC）

正式揭牌，标志着北海仲裁委员会首个海外中心成立。BAIAC 瞄

准“一带一路”倡议具体实施中的纠纷，以及中国当事人与东盟当

事人之间的纠纷，为“一带一路”参与国当事人提供以国际商事仲

裁为主，国际投资仲裁、商事调解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多元化纠

纷解决服务。 

（信息索引：网站-北海仲裁委员会 http://www.beihaiac.com/web/show/782） 

 

 

 

7. 8 月 13 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组织召开新闻通气会，介绍上海

近期发布的《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的若干意见》30 条政策

措施。上述措施进一步优化了总部认定标准，更加符合跨国公司

发展的实际，并从投资便利度、资金使用自由度和便利度等方面，

进一步促进地区总部发挥功能，并加大总部功能配套保障力度。

该文件将从 9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22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的 190 余家企业，与 8 个西部省份的 440 余家企业共签约 87 个

投资项目，达成 272 个合作意向。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官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3/content_542098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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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据商务部 8 月 15 日消息，2019 年 1-7 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

对全球 153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88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

接投资，累计实现投资 4329.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3%；7 月

当月对外直接投资 680.6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5.5%。2019 年

1-7 月，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5491.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新签合同额 8201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1.9%；对外劳务合

作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26.5 万人，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7 月末在

外各类劳务人员 97.2 万人。 

（信息索引：网站-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
1908/20190802890962.shtml） 

9. 8 月 13 日据一带一路官网消息，2019 年 1-7 月，全国新设立外

商投资企业 24050 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5331.4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7.3%。主要投资来源地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际投入

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5%（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德国、韩国、

日本、荷兰对华投资分别增长 72.4%、69.7%、12.6%和 14.3%；

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 18.3%。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
/999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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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8 月 15 日，美国政府宣布，对自华进口的约 3000 亿美元商品

加征 10%关税，分两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12 月 15 日起实施。

针对美方上述措施，中方被迫采取反制措施。8 月 23 日，国务院

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 5078 个税目、约 750 亿美元

商品，加征 10%、5%不等关税，分两批自 2019 年 9 月 1 日 12 时 01

分、12 月 15 日 12 时 01 分起实施。8 月 24 日，美方宣布将提高对约

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中美贸易战进一步升级。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一案。 

（信息索引：网站-财政部官网等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gongzuodongtai/201908/t20190823_

3372938.html）  

 
 
 

11．8 月 16 日，“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第一次全体会议在

京举行。来自中英两国政府和监管机构、GIP 签署机构、国际组织、

第三方机构的 150 多名代表出席了本次会议。GIP 是 2018 年中英经

济财金对话的重要成果，自 2018 年 11 月发布以来得到了全球金融界

的热烈响应。截至 2019 年 8 月，全球 30 家大型金融机构签署了该原

则。在 2019 年 4 月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

GIP 作为重要成果列入高峰论坛成果清单，彰显了我国建设绿色“一

带一路”的坚定决心。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19 年 8 月版）                              国内新闻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中国金融信息网等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00393.htm；

http://m.xinhua08.com/article/106016） 
 

 

 

12. 8 月 18 日，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深圳将率先建设体现高质量发

展要求的现代化经济体系，率先营造彰显公平正义的民主法治环境，

率先塑造展现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现代城市文明，率先形成共建

共治共享共同富裕的民生发展格局，率先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

丽中国典范，更好的实施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丰富“一国两制”事业。 

（信息索引：网站-国务院 

http://www.gov.cn/xinwen/2019-08/18/content_5422183.htm） 
 
 
 
 
13. 8 月 20 日，为了正确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的经

贸往来，海关总署发布 2019 年第 136 号公告，制定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新版的中国东盟原产地

证书（FORME）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起执行。 

（信息索引：网站-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2570744/in
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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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8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紧急仲裁员

作出首例紧急仲裁员决定。申请人中国公司和被申请人澳大利亚公司

因煤矿资源勘查开发相关投资协议发生纠纷。申请人提起紧急仲裁员

程序申请，要求在CIETAC 终裁决获得承认与执行前被申请人不得

将其资产分配给普通未经担保的债权人。被申请人对此无异议，并与

申请人达成一致意见，共同请求紧急仲裁员作出决定。紧急仲裁员据

此作出紧急仲裁员程序决定。 

（信息索引：网站-万邦法律 

https://mp.weixin.qq.com/s/Gx1MulEPA2urmJjfHqDdzA） 
 
 
 

15. 8月21日，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商务部当日举行的跨国公司领导

人青岛峰会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截至目前，世界500强公司中已有约

490家在华投资，约占总体数量的98%。此外，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

加快，《财富》500强的中国上榜公司数量连续增长，已经从2001年

上榜的11家，增长到2019年的129家。 

（信息索引：网站-一带一路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gnxw/100786.htm） 

 
 
 

16. 据 8 月 22 日新闻报道，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BOI）发布数据

称，2019 年 1-6 月来自海外的直接投资额（按申请额计算）达到 1471

亿泰铢，是上年同期的 2.1 倍。来自日本的投资增至约 2 倍，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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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的投资增至约 5 倍。中国大陆对泰直接投资额排名第二，达到 242

亿泰铢，同比增至 5.3 倍。轮胎和金属、模具厂商正计划进入泰国市

场。 

（信息索引：网站-国际投资贸易网 http://www.china-

ofdi.org/newsDetail/34/6523） 
 
 
 

17. 8 月 18 日，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塞尔维亚

E763 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这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框架下首个落地

的基础设施项目。8 月 22 日，中国电建市政公司签约波兰 S14 罗兹

西部绕城快速路设计与施工项目。该项目是中国企业 10 年来首次在

波兰获签的公路建设项目，这对中波两国基础建设合作意义重大。 

（信息索引：网站-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http://www.sasac.gov.cn/n2588025/n2588119/c12065854/content.html） 
 
 
 
 

18. 8 月 26 日，国务院正式作出批复，同意新设山东、江苏、广西、

河北、云南、黑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并印发 6 个新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总体方案。各试验区总体方案均指出，要深入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

化。全面落实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探索建

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完善投资促进和保护机制。建立健全外商

投资服务体系，完善外商投资促进、项目跟踪服务和投诉工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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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国务院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8/26/content_5424518.htm） 
 
 
 

19. 8 月 30 日，由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主办的“中国践行国际法治

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以及武汉大学的多位专家共同讨论了国际法治的中国

贡献、中国在投资及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履行国际承诺的状况、中美

贸易摩擦中单边贸易措施的国际法分析等问题。 

（信息索引：网站-澎湃新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4302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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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 8月7日，ICSID发布了2019财年待处理案件数据，总共有306个案

件，其中2019财年有52个新增案件。值得注意的，2019财年办结59个

案件，成为单个年份中结案数目 多的一年。 
（信息索引：网站-ICSID 官网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News.aspx?CID=334） 

 

 

2. 8 月 9 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中国年度第四条磋商报

告，重申 2018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下降，人民币汇率水平与经济基

本面基本相符。针对美国财政部此前发布公告将中国认定为“汇率操

纵国”这一主张，该报告证实中国并未“操纵汇率”，美方相关指责毫

无根据、站不住脚。 
（信息索引：网站-国务院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8/12/content_5420585.htm） 

 

 

3. 8 月 9 日，Tethyan Copper 公司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地区法院请求

执行 ICSID 裁决（Case No. ARB/12/1），要求巴基斯坦赔偿 40.87 亿

美元及其相应的利息、与仲裁相关的费用。 
（信息索引：网站-italaw 网站 
https://www.italaw.com/cases/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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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8月11日，OECD公布的2018年外资限制指数（FDI Restrictiveness 

Indicator）显示，中国在2018年对外资限制程度大幅放松，开放程度

有明显进步。在所有统计的69个经济体中，中国对外资限制程度下降

幅度排名第二，仅次于缅甸。2018年6月公布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大

幅减少了22个领域的对外资的限制，这使得中国对外资开放的总体水

平取得了进步。 

（信息索引：网站-第一财经 
https://www.yicai.com/news/100305148.html） 

 
 
 

5．8月11日，阿根廷总统Mauricio Macri在总统初选中败阵，引发了

检察机关对于其本人、其家庭控股公司、以及其余他阵营之下的官员

的刑事调查和指控，主要因为他涉嫌滥用总统职权假公济私，通过

ICSID虚假仲裁（ICSID Case No. ARB/15/48），为其家庭控股公司

El Grupo Macri集团谋取私利，构成了对国有资产的巨额流失和对国

家的巨额诈骗。而他若在10月的 终选举落败，则这一刑事程序的进

展将会加快。 

（信息索引：公众号-临时仲裁ADA  
https://mp.weixin.qq.com/s/rfaMqup_GIwb-ZS0XceuDw） 

 
 
 

6. 8月12日，斯德哥尔摩商事仲裁院（SCC）公布了《SCC理事会关

于仲裁员回避的决定（2016-2018）》，该报告回顾了SCC理事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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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至2018年关于仲裁员回避的决定，讨论并总结出SCC在处理仲

裁员回避申请方面的一般准则和趋势，例如，针对回避申请，会审议

国际仲裁中适用的法律、判例和 佳做法；如果一项回避申请是建立

在若干年前已不复存在的情况或关系的基础上，该申请通常无法得到

支持。 

（信息索引：网站-SCC institute 
https://sccinstitute.com/about-the-scc/news/2019/scc-practice-note-challenges-to-
arbitrators-2016-2018/） 

 
 
 

7. 8月16日，ICSID发布了关于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程序规则修正案的

新提议，即《工作文件3：ICSID规则修改建议》。修改建议的主要

内容涉及仲裁费用、事实调查、和解程序、调解程序等方面。 

（信息索引：网站-ICSID官网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Documents/WP_3_VOLUME_1_ENGLISH.pdf） 

 

 

 

8．8月18日，据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官网报道，近六年来MIGA

与日本的投资者和贷款方在非洲进行了大量投资，为2540万非洲人民

提供了电力供应，每年为政府创造近22亿美元的税收收入。MIGA目

前将持续支持对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进行63亿美元的投资。 

（信息索引：网站-MIGA官网 
https://www.miga.org/press-release/miga-helps-deliver-power-over-25-million-
people-across-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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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月20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获得多边组织道德操守网络

（Ethics Network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ENMO）的成员资

格。亚投行首席道德官员TonyWan表示，获得ENMO的成员资格证

明了亚投行在业务中致力于达到 高的职业道德标准的决心和承诺。”  
（信息索引：网站-亚投行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19/20190820_001.html） 

 
 
 

10.美国当地时间8月21日，2019年度美国《工程新闻纪录（ENR）》

“全球 大250家国际承包商”榜单发布。250家上榜企业在2018年的国

际营业总额为4869.25亿美元，较2017年上升1%，连续2年实现增长。

其中，52%的上榜企业国际营业额有所提升，48%的企业业绩出现下

滑。由中国对外承包工程商会组织参评的中国内地企业中，共有75家

企业入围2019年度“全球 大250家国际承包商”，较上年增加6家，数

量再创新高，中国上榜企业数量蝉联各国榜首。 

（信息索引：网站-ENR官网 

https://www.enr.com/toplists/2019-Top-250-Global-Contractors-1） 

 
 
 

11. 据英国广播公司8月21日报道，今年前7个月，英国科技行业吸引

了来自美国和亚洲的更多投资，延续了去年的投资趋势。英国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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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委员会（DEC）和科技国家组织（TN）的数据显示，日本和新加

坡的投资量超过中国，成为了英国技术领域 大的亚洲投资者。 
（信息索引：网站-英国广播公司官网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
49413186） 

 

 

 

14. 8月26日，法国和美国在七国集团（G7）峰会期间就“数字服务税”

问题达成一致，同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框架下解决

问题，两国围绕这一问题的贸易紧张局势得到部分缓解。对于美法之

间不断升级的数字税纠纷，马克龙在峰会期间承认数字税是“具有争

议性的问题”，并且冲击了一些美国企业。他表示，相较于各国推出

自己的数字税，推出一种国际税收更加明智。七国集团峰会发布声明

说，将在2020年达成一致，在经合组织框架内更新国际税收规定。 
（信息索引：网站-人民网 http://world.people.com.cn/n1/2019/0827/c1002-
31320629.html） 

 

 

 

15. 8月28日，Bridgestone Licensing Services, Inc. and Bridgestone 

Americas, Inc. 诉巴拿马一案 (ICSID Case No. ARB/16/34) 组成仲

裁庭公开开庭。 
（信息索引：网站-ICSID 官网 
https://icsid.worldbank.org/en/Pages/News.aspx?CID=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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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8月29日，国际金融研究所（IIF）发布 新研究报告表示，在升级

成为新兴市场的过程中，今年沙特阿拉伯已吸引了180亿美元的外国

股权投资，成为今夏新兴市场中 大的股权投资目的地。 
（信息索引：网站-Arab News 
https://www.arabnews.com/node/1546671/business-economy）  

 

 

 

17. 8月29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正式公布了2019年关于

中国营商环境的会员调查报告。本次调查包含诸多重要的信息：绝大

部分在华美资企业感到受到了中美经贸关系紧张的影响，近一半企业

在华销售额下滑。报告反映了企业在中国的利润率增长的比例，预计

增长的比例，以及企业对“中国制造2025”的态度、对中国知识产权保

护状况的态度。 
（信息索引：网站-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uscbc-2019-member-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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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