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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 9月1日，美国对华3000亿美元输美产品中第一批加征15%关税措

施正式实施，中国就此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提起诉讼。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g/201909/20190902895699.shtml） 

 

2. 9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

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财政部长姆努钦

通话。双方同意10月初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

此前双方将保持密切沟通。工作层将于9月中旬开展认真磋商，为高

级别磋商取得实质性进展做好充分准备。双方一致认为，应共同努

力，采取实际行动，为磋商创造良好条件。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ldhd/201909/20190902896370.shtml） 

 

3. 9月9日，第三届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研讨会暨2019年世界投

资报告(中文版)发布会在厦门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上，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组织正式发布《201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文版)。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新闻网

http://news.cctv.com/2019/09/09/ARTIgQDRzRi7fxZzG2eYXNfR1909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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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推

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要强

化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模式和业态创新，以共建“一带一路”为

重点，大力优化贸易结构，推动进口与出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贸易与双向投资、贸易与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

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信息索引：网站-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

09/09/c_1124979267.htm） 

 

5. 9月10日，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扩大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经国务

院批准，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取消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和

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投资额度限制。 

（信息索引：网站-国家外汇管理局

http://m.safe.gov.cn/safe/2019/0910/14035.html） 

 

6. 9月11日，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试行开展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2号），经国务院批

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

除清单，对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部分商品，自

2019年9月17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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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909/t20190911_3384638.htm

l) 

 

7. 9月11日，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宣布，其已向London 

Stock Exchange Group plc的董事会提议，将香港交易所及伦敦证

券交易所集团两间公司合并。9月13日，伦交所在官网发布声明称，

董事会一致拒绝港交所的收购提议，没有必要与香港交易所进一步

接洽。港交所随后回应称，将继续与伦交所接洽。 

（信息索引：《中国证券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A0MTg2MA==&mid=2653900840&i

dx=4&sn=aeffb21b1ab57041c5fb840e6434d7ac&chksm=bd46ec838a3165951a3a

50fa41c662937ecad7bf3dd246c67d9888615eaaa1ef45776707ae17&scene=0&xtr

ack=1） 

 

8. 9月1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

《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正式公布2018年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公报》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中国对

外直接投资特点、中国对主要经济体的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者构成、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地区和行业分布、综合统计数据等六个部分介

绍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情况。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19 年 9 月版） 国内新闻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

http://hzs.mofcom.gov.cn/article/aa/201909/20190902899156.shtml） 

 

9. 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于2019年7月4日召开了第七

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

裁中心国际投资仲裁规则》。投资仲裁规则将于2019年10月1日正式

施行。9月13日，北仲于官网正式对外公布投资仲裁规则，并作出相

应说明。  

（信息索引：网站-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

http://www.bjac.org.cn/news/view?id=3543） 

 

10. 9月1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孟玮在当日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已修订完成，正

在按程序报批。2019年版清单在保持原有框架不变的基础上，进一

步缩短了清单长度、减少了管理措施、优化了清单结构。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guowuyuan/2019-09/18/content_5430952.htm） 

 

11. 9月19日至20日，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在华盛顿举行副部级磋商，

就共同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了建设性的讨论。双方还认真讨论了牵

头人10月份在华盛顿举行第十三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具体安排。

双方同意将继续就相关问题保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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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

09/21/c_1125021693.htm） 

 
12. 9月25日，美国财政部以涉及运输伊朗石油为由，就伊朗问题对

六家中国公司和五名中国公民发起新一轮制裁。美国财政部OFAC随

即发布更新的制裁名单。该六家公司和五名高管均被列入财政部的

“特别指定国民名单”（SDN名单），其在美国境内或由美国人士

控制的财产均被冻结。对五名高管还将限制或禁止获得签证。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财政部U.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https://www.treasury.gov/resource-center/sanctions/OFAC-

Enforcement/Pages/20190925.aspx） 

 

13. 9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

别行政区法院就仲裁程序相互协助保全的安排》，该安排作为司法

解释将于10月1日生效施行。此系内地首次签署向其他法域仲裁程序

提供保全协助的文件。 

（信息索引：人民法院报 http://rmfyb.chinacourt.org/paper/html/2019-

09/26/content_1604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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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 9月3日，据路透社报道，随着国家实施资本管制以遏制货币价格

暴跌，阿根廷比索的价值逐步稳定下来，Merval股票指数周一上涨，

表现优于其他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的拉美国家股票市场。 

（信息索引：网站-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emerging-markets-

latam/emerging-markets-argentine-peso-steadies-on-capital-controls-broader-

latam-hit-by-trade-woes-idUSL2N25T0JP） 

 

2. 9月4日，美国司法部反托拉斯局（Department of Justice’s 

Antitrust Division）正式向美国俄亥俄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针对

Novelis公司收购Aleris公司的反托拉斯民事诉讼。同日，美国司法

部公开披露其已同意将此次反垄断争议提交至仲裁，这标志着美国

反托拉斯局将首次通过仲裁机构解决反垄断争议。 

（信息索引：网站-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https://www.justice.gov/opa/pr/justice-department-sues-block-noveliss-

acquisition-aleri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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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月6日，泰国经济内阁批准了一揽子激励计划——“泰国+”

（Thailand Plus）的激励计划，旨在吸引受愈演愈烈的中美贸易战

影响而希望重新安置生产基地的外国公司。这些一揽子激励计划包

括，税收优惠政策、为个别国家设立的投资特区，以及修订外商经

营法以促进外商投资。 

（信息索引：网站-Bangkok Post 

https://www.bangkokpost.com/business/1744464/new-perks-for-firms-relocating-

amid-trade-war） 

 

4. 9月 9日，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哥本哈根大学

（University of Copenhagen）进行的研究表明，世界上相当大一

部分存量外国直接投资(FDI)是“幻影”资本，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公

司的税收负担，而不是为生产活动提供资金。这项研究发现，全球

近40%的FDI——总价值15万亿美元——“流经空壳企业”，“没

有真正的商业活动”。 

（信息索引：网站-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4350/en?ccode=LanguageSwitch&archive ） 

 

5. 9月9日，第18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在泰国首都曼

谷举行。东盟重申将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经贸联系，赞赏中国对东

盟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进程的支持，鼓励东盟互联互通规划与“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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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https://www.ciie.org/zbh/bqxwbd/20190911/18341.html） 

 

6. 9月10日，国际商会正式在全球发布《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20》（Incoterms®2020），该规则于2020年1月1日全球正式生效。 

（信息索引：网站-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https://iccwbo.org/resources-for-business/incoterms-rules/incoterms-2020/） 

 

7. 9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发文宣布，将对2500亿美元

中国输美商品上调关税时间从10月1日推迟到10月15日。此前一天，

中方公布第一批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一次排除清单，以尽量减少经

贸摩擦对在华企业的影响。 

（信息索引：网站-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

09/12/c_1124990593.htm） 

 

8. 9月13日，马来西亚媒体The Malaysian Reserve发表Rahimi 

Yunus撰写的报道，指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将排除ISDS议题。 

（信息索引：网站-The Malaysian Reserve 

https://themalaysianreserve.com/2019/09/13/rcep-talks-to-proceed-without-is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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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月17日，联合国大会第74届会议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隆重开幕。

联大主席班迪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共同指出，在当

今世界面临多重挑战之时，各国之间却存在着信任赤字，唯有加强

多边主义才能够真正解决这些挑战。 

（信息索引：网站-联合国新闻 https://news.un.org/zh/story/2019/09/1041662） 

 

10. 美国时间9月17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官网公布了

三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的排除清单。有关专家统计，三份清单合

计包括437项商品，是豁免商品数量最多的一次。但由于美国实际排

除的商品仅为10位税号项下的一部分或一小部分，实际排除金额或

与预计数值存在较大差别。 

（信息索引：网站-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 

 

11. 9月17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提案增加新规定，要

求由外国政府（豁免的外国政府除外）持有的投资者在进行对美非

控制性投资时，必须进行强制申报以接受国家安全审查。 

（信息索引：网站-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https://www.treasury.gov/about/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fices/International-

Affairs/Pages/cfius-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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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9月17日，马尔代夫交存了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

（即纽约公约）的文书。纽约公约将于2019年12月16日对马尔代夫

生效，公约缔约国总数达到161个。 

（信息索引：网站-United Nations Commiss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https://uncitral.un.org/en/maldives-accedes-new-york-convention） 

 

13. 9月17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称，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收窄涉

及国家安全的国防和半导体产业的外资占比审查标准。日本《外汇

与外贸法》中规定，涉及国防和半导体领域的外资出资超过“10%以

上”，需要向日本政府进行事前申报。本而日本政府正在讨论将出

资比例收窄至“1%”，即上述领域外资出资只要超过1%就需要事前

申报并接受审查。日本政府最快将在10月的临时国会上提出《外汇

和外国贸易法》修正案，力争2020年内施行。 

（信息索引：网站-日本经济新闻

https://www.nikkei.com/nkd/industry/article/?DisplayType=1&n_m_code=036&n

g=DGKKZO48686380X10C19A8MM8000） 

 

14. 9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司法部发布消息称，乌将为投资额度不

低于18.3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者提供有效期为三年的投资类签证。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0409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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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9月24日，第四届欧亚国家议长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努尔苏丹

举行。本届欧亚国家议长会议的主题是“大欧亚：对话、信任和伙

伴关系”，来自65个国家和1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包括50多位议长、

副议长参加会议。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xwzx/hwxw/104564.htm） 

 

16. 2019年9月2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第十八次会议在

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各方深入讨论了区域经济合作的现

状和前景，强调了在贸易投资、交通物流、旅游、农业、工业、能

源、信息通信技术、区域发展、科技、生态环保等领域加强协作的

迫切性和重要性。会议审议通过了新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边

经贸合作纲要》草案，拟作为2020年-2035年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在新

时代取得新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指导文件。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办公厅

http://bgt.mofcom.gov.cn/article/c/ldhd/201909/2019090290128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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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