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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 8 月 1 日，中韩经贸联委会第 24 次会议在山东省青岛市举行。中

韩双方同意，深入开展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韩国“新南方”“新北方”

政策对接合作，共同编制《中韩经贸合作联合规划（2021—2025）》，

推进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如期签署 RCEP 协定，推进

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88801.shtml） 

 

2. 8 月 4 日，据商务部服贸司消息，上半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下降，

总体呈现趋稳态势，主要呈现以下特点：服务贸易逆差大幅减少；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提高；旅行服务进出口大幅下降。商务部发言

人高峰表示，跨境服务贸易的第一张负面清单将在年内发布。 

（信息索引：1. 网站-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gnwjmdt/gn/202008/165531.html 

2.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89988.shtml） 

 

3. 8 月 7 日，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以所谓破坏香港自治为由，宣布

制裁林郑月娥、骆惠宁、夏宝龙等 11 名中国中央政府部门和香港特

区官员。针对美方错误行径，8 月 10 日，中方宣布，从即日起对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88801.shtml
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gnwjmdt/gn/202008/165531.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8998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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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港问题上表现恶劣的 11 名美方人士实施制裁。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05214.shtml） 

 

4. 8 月 7 日，海关总署发布数据显示，7 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2.93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其中，出口 1.69 万亿元，增长

10.4%；进口 1.24 万亿元，增长 1.6%；贸易顺差 4422.3 亿元，增长

45.9%。前 7 个月，东盟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国与

欧盟、日本的贸易总值分别增长了 0.1%、1.1%；中美贸易总值下降

3.3%，对美贸易顺差减少 5.7%。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3227050/index.html） 

 

5. 8 月 10 日，《上海市外商投资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及相关说

明对外公布，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

分总则、扩大开放、投资促进、投资保护、投资服务、附则等六章、

共 51 条，主要内容包括：强化更高层次扩大开放；聚焦更高质量引

进外资；凸现更加平等的外资保护；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政府服务。 

（信息索引：网站-上海人大 

http://www.spcsc.sh.cn/n8347/n8481/n8482/index.html） 

 

6. 8 月 12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805214.shtml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7/3227050/index.html
http://www.spcsc.sh.cn/n8347/n8481/n8482/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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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意见》。《意见》从完善财税金融政策、发展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提升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业共 4 个方

面提出 15 条稳外贸稳外资政策措施，进一步加强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稳住外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

08/12/content_553436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7. 8 月 13 日，商务部发布 2020 年 1-7 月全国吸收外资的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5356.5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0.5%；7 月当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 634.7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 15.8%，连续第 4 个月实现单月吸收外资金额增长。 

8月 20日，商务部发布 2020年 1-7月我国对外投资合作的相关数据。

数据显示，2020 年 1-7 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4236.5 亿元

人民币，同比下降 2.1%；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 8556.7 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 4.3%；完成营业额 4912.6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 10.5%。 

（信息索引：1.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92167.shtml 

2.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00820.shtml） 

 

8. 8 月 14 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8/12/content_553436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0-08/12/content_553436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92167.shtml
http://www.mofcom.gov.cn/xwfbh/2020082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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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 28 个省市开展试点工作，以进一步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开放、

创新，促进对外贸易结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方案提出，在京津冀、

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

试点。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xxfb/202008/20200802992306.shtml） 

 

9. 8 月 14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 7 月主要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显示，

7 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8%，连续 4 个月同比正增

长；商品零售增长 0.2%，实现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货物贸易出口增

长 10.4%，增速创下疫情以来的新纪录。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8/t20200814_1783045.html） 

 

10. 8 月 14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2020 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据

统计，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持有储备资产的币种构成中

排名第 5，市场份额为 1.95%；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市场份额

为 4.3%；人民币在主要国际支付货币中排名第 5，市场份额为 1.76%。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人民银行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71737/index.html） 

 

11. 8 月 14 日，海关总署发布 2020 年第 92 号公告，决定进一步扩大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xxfb/202008/20200802992306.shtml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8/t20200814_1783045.html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071737/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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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范围。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新增上

海、福州、青岛、济南、武汉、长沙、拱北、湛江、南宁、重庆、成

都、西安等 12 个直属海关开展跨境电商 B2B 出口监管试点。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241719/index.html） 

 

12. 8 月 18 日，商务部发布 2020 年第 34 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

于澳大利亚的进口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葡萄酒进行反倾销调查。本

次调查通常应在 2021 年 8 月 18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

至 2022 年 2 月 18 日。 

8 月 31 日，商务部发布 2020 年第 35 号公告，决定即日起对原产于

澳大利亚的进口装入 2 升及以下容器的葡萄酒进行反补贴调查。本次

调查通常应在 2021 年 8 月 31 日前结束调查，特殊情况下可延长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 

（信息索引：1.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8/20200802993254.shtml 

2.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987.shtml） 

 

13. 8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以中国人民银行授

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每月 20 日发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2480148/3241719/index.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08/2020080299325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98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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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LPR）的 4 倍为标准确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上限，取代原

规定中“以 24%和 36%为基准的两线三区”的规定，促进民间借贷利

率逐步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水平相适应。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49031.html） 

 

14.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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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

实等问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同意创造条件和氛围，继续

推动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落实。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5441.shtml） 

 

15. 8 月 27 日，RCEP 第 8 次部长级会议通过视频方式举行。会议肯

定近期谈判取得的积极进展，承诺将继续努力推动实现年内如期签署

协定。部长们一致认为，RCEP 协定的签署将提振商业信心，促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维持区域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并重申 RCEP

协定将对印度保持开放。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237.shtml） 

 

http://www.court.gov.cn/fabu-xiangqing-249031.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5441.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23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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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8 月 27 至 28 日，第 19 次中国—东盟（10+1）经贸部长会议、第

23 次东盟—中日韩（10+3）经贸部长会议和第 8 次东亚峰会（EAS）

国家经贸部长会议等东亚合作经贸部长系列会议以视频形式举行。其

中，10+1 会议取得三项成果：一是就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

书》未来工作计划达成一致；二是确认“原产地规则执行能力建设”等

合作项目立项；三是重申以中国和东盟 10 国经贸部门负责人名义共

同发表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加强自贸合作的联合声明》。10+3 会议

通过了《10+3 关于缓解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影响的行动计划》、“加

强 10+3 供应链互联互通联合研究”报告摘要和《10+3 经济合作工作

计划（2019-2020 工作计划）进展报告》。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784.shtml） 

 

17. 8 月 28 日，商务部、科技部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

术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删除了 4 项禁止出口的技术条目，并对

限制出口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调整。商务部服贸司负责人表示，将进一

步删减调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同时，大幅精简《中

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进一步突出市场调节作用。 

（信息索引：1.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694.shtml 

2.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696.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78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69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669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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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8 月 31 日，商务部修订出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办法》共 5 章，33 条，进一步细化外商

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要求，完善外商投资投诉工作有关制度。

《办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亮点：一是拓宽投诉事项范围；二是健

全投诉工作机制；三是明晰投诉工作规则；四是加大权益保护力

度。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7084.shtml）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08/2020080299708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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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 8 月 1 日，《欧盟-越南自由贸易协定》（EVFTA）正式生效。该协

定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投资自由化和电子商务、政府采购以及

知识产权等四个方面，是欧盟与发展中国家签订的最全面的贸易协议。

协定生效后，越南对欧盟出口商品的 71％关税、欧盟对越南出口商

品的 65％关税将立即取消。越南将用 10 年时间、欧盟将用 7 年时间

分阶段取消 99％的关税。此外，该协定将削减欧盟面临的非关税壁

垒，同时还将向欧盟企业开放越南的服务和公共采购市场。 

（信息索引：网站-欧盟委员会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75&title=EU-Vietnam-trade-

agreement-enters-into-force） 

 

2. 8 月 3 日，ICSID 秘书处对中国投资者基于 2007 年生效的《中国

-韩国 BIT》、针对韩国政府提出的投资仲裁请求予以登记：Fengzhen 

Min v. Republic of Korea (ICSID Case No. ARB/20/26)。据报道，本

案申请人、中国投资者闵先生以韩国某国有企业的股权进行抵押贷款，

后未能偿付贷款，韩国友利银行将股权出售给外国投资者，闵先生因

此被控挪用公款而入狱。闵先生认为韩国政府未对其投资提供保护，

且相关法律程序违反公平公正待遇，构成拒绝司法，应向其赔偿损失，

并要求立即获释。 

（信息索引：1. 网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75&title=EU-Vietnam-trade-agreement-enters-into-force
https://trade.ec.europa.eu/doclib/press/index.cfm?id=2175&title=EU-Vietnam-trade-agreement-enters-into-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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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case-detail?CaseNo=ARB/20/26 

2. 网站-IAReporter 

https://www.iareporter.com/articles/imprisoned-chinese-investor-threatens-

arbitration-against-south-korea/） 

 

3. 8 月 3 日，“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MPIA）的 10 名仲裁员名

单正式发布，中国候选人杨国华教授成功当选仲裁员。多方临时上诉

仲裁安排在上诉机构停摆期间，利用 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

序的谅解》第 25 条规定的仲裁程序，处理各参加方提起上诉的争端

案件。仲裁员库的成功组建，是全面实施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的必

要步骤，对于维护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多

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89107.shtml） 

 

4. 8 月 5 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启动“清洁网络”计划，腾

讯、百度、阿里、华为、TikTok、中国移动、中国电信等 7 家中国科

技公司被点名。该计划旨在保护美国公民隐私和美国公司最敏感信息，

其所覆盖的五条工作主线包括清洁运营商、清洁应用商店、清洁应用

程序、清洁云端以及清洁电缆。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国务院 

https://www.state.gov/announcing-the-expansion-of-the-clean-network-to-safeguard-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case-detail?CaseNo=ARB/20/26
https://www.iareporter.com/articles/imprisoned-chinese-investor-threatens-arbitration-against-south-korea/
https://www.iareporter.com/articles/imprisoned-chinese-investor-threatens-arbitration-against-south-korea/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sjjd/202008/20200802989107.shtml
https://www.state.gov/announcing-the-expansion-of-the-clean-network-to-safeguard-americas-as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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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s-assets/） 

 

5. 8 月 5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新一批针对 3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List 4A）的排除清单，共涉及 5 个税号

10 项产品，清单内产品自加征实施之日（2019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0

年 9 月 1 日免加征 7.5%的关税。 

8 月 6 日，USTR 公布针对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List 3）

的 14 批排除清单加征有效期延长公告，将 190 个税号 266 项产品的

排除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获得有效期延长的 727 项

商品将自 8 月 7 日起被恢复加征 25%的关税。  

8 月 28 日，USTR 公布针对 3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List 4A）

的 8 批排除清单加征有效期延长公告，将 67 个税号 87 项产品的排

除有效期延长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未获得有效期延长的 128 项商

品将自 9 月 1 日起被恢复加征 7.5%的关税。 

（信息索引：1. 网站-联邦公报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

lusions_Granted_August_2020.pdf 

2. 网站-联邦公报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Notice_of_Extensions

_for_Exclusions_Expiring_August__7_2020.pdf 

2. 网站-联邦公报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

https://www.state.gov/announcing-the-expansion-of-the-clean-network-to-safeguard-americas-assets/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lusions_Granted_August_2020.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lusions_Granted_August_2020.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Notice_of_Extensions_for_Exclusions_Expiring_August__7_2020.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Notice_of_Extensions_for_Exclusions_Expiring_August__7_2020.pdf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lusion_Extensions_August_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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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sion_Extensions_August_2020.pdf）  

 

6. 8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国家紧

急状态法》及《美国法典》，签署了两项行政令,以应用程序持续威胁

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为由，自 9 月 20 日起，禁止任何美

国公司或个人与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或微信的母公司腾讯公司

进行交易。8 月 14 日，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的建议，

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埃克松－弗洛里奥修正案》签署行政令，要求

字节跳动公司在 90 天内剥离 TikTok 在美业务。 

8 月 24 日，TikTok 和字节跳动在美国法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

商务部部长罗斯和美国商务部提起诉讼。TikTok 在起诉书中指出，

特朗普 8 月 6 日发布的行政令四项违宪、三项越权，主张废除该行政

令并禁止美国商务部实施该行政令。 

（信息索引：1. 网站-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

posed-wechat/ 

2. 网站-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

posed-tiktok/ 

3. 网站-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order-regarding-acquisition-

musical-ly-bytedance-ltd/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enforcement/301Investigations/%24300_Billion_Exclusion_Extensions_August_2020.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posed-wechat/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posed-wechat/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posed-tiktok/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executive-order-addressing-threat-posed-tiktok/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order-regarding-acquisition-musical-ly-bytedance-ltd/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order-regarding-acquisition-musical-ly-bytedance-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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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网站-TikTok 

https://newsroom.tiktok.com/en-us/tiktok-files-lawsuit 

起诉书全文： 

https://filehost.thompsonhine.com/uploads/TikTok_Complaint_for_Injunctive_and_De

claratory_Relief_-_August_24_2020_416a.pdf） 

 

7. 8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为有效解决加拿大输美铝产品

激增对美国家安全构成的损害威胁，美国将从 8 月 16 日起对从加拿

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恢复加征 10%的 232 关税。 

8 月 7 日，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宣布，自 9 月 16 日起，加拿大将对

从美国进口的含铝产品对等地征收价值约 27 亿美元的关税，作为美

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部分铝产品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 

（信息索引：1. 网站-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

aluminum-united-states-080620/ 

2. 网站-加拿大财政部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programs/consultations/2020/notice-

intent-impose-countermeasures-action-against-united-states-response-tariffs-

canadian-aluminum-products.html） 

 

8. 8 月 11 日，ICSID 秘书处对巴理克（PD）澳大利亚公司基于 1991 

年生效的《澳大利亚-巴新 BIT》、针对巴新政府提出的投资仲裁请求

https://newsroom.tiktok.com/en-us/tiktok-files-lawsuit
https://filehost.thompsonhine.com/uploads/TikTok_Complaint_for_Injunctive_and_Declaratory_Relief_-_August_24_2020_416a.pdf
https://filehost.thompsonhine.com/uploads/TikTok_Complaint_for_Injunctive_and_Declaratory_Relief_-_August_24_2020_416a.pdf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aluminum-united-states-080620/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proclamation-adjusting-imports-aluminum-united-states-080620/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programs/consultations/2020/notice-intent-impose-countermeasures-action-against-united-states-response-tariffs-canadian-aluminum-produc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programs/consultations/2020/notice-intent-impose-countermeasures-action-against-united-states-response-tariffs-canadian-aluminum-products.html
https://www.canada.ca/en/department-finance/programs/consultations/2020/notice-intent-impose-countermeasures-action-against-united-states-response-tariffs-canadian-aluminum-product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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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登记：Barrick (PD) Australia Pty Limited v. Independent State of 

Papua New Guinea (ICSID Case No. ARB/20/27)。巴理克（PD）澳大

利亚公司是加拿大投资者巴理克黄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中国投资

者紫金矿业分别间接持有波格拉金矿项目 47.5%的权益。2020 年 4

月 24 日，巴新国家执行委员会以环境问题和土地补偿安置问题为由，

宣布拒绝波格拉金矿特别采矿权的延期申请。就巴新政府拒绝波格拉

金矿特别采矿权延期申请的行为，BNL 已于 2020 年 6 月向巴新国家

法院提起司法审查，并于 7 月启动 ICSID 调解程序。目前相关程序

正在进行。 

（信息索引：网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case-detail?CaseNo=ARB/20/27） 

 

9. 8 月 11 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 2020 年度《中国商业环境

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美关系已连续三年位列在华美国企业的首

要关切，86%的受访企业认为紧张的双边贸易关系影响了其在华业务；

83%的美国企业将中国视作其全球战略中最重要或前五重点之一；近

70%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 5 年的市场前景抱有信心。 

（信息索引：网站-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uscbc-2020-member-survey 

报告全文：网站-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0_-_cn.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cases/case-database/case-detail?CaseNo=ARB/20/27
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uscbc-2020-member-survey
https://www.uschina.org/sites/default/files/uscbc_member_survey_2020_-_cn.pdf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20年 8月版）                              国际新闻 

7 

 

10. 8 月 11 日，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发布公告，

按照美国总统第 13936 号行政令，取消港产货品的“香港”原产标识。

自 2020 年 9 月 25 日起，港产货品需在显著位置将原产地标识为“中

国”，否则将被征收 10%的惩罚性关税。8 月 13 日，CBP 就此发布

澄清说明称，港产货品表面原产地标识的变更，不影响港产货品的美

国进口清关原产地呈报、适用税率及原产地规则。8 月 24 日，香港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美国已对港产货品原产地标识变

更的实施日期作出调整，由原来的 9 月 25 日延展 45 天至 11 月 9 日。 

（信息索引：1. 报刊-《联邦公报》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0-08-11/pdf/2020-17599.pdf 

2. 网站-美国国土安全部海关和边境保护局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guidance-marking-

goods-hong-kong-executive-order-13936?_ga=2.8320434.1816241832.1597576001-

449220034.1597576001  

3. 网站-界面新闻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872153.html） 

 

11. 8 月 11 日，伦敦国际仲裁院（LCIA）发布 2020 年版《仲裁规则》

和《调解规则》。新规则的主要变化包括：增加关于加速程序的规定；

细化关于线上庭审的规定；明确优先使用电子沟通；明确仲裁庭秘书

职责和义务；完善合并仲裁制度；关注数据保护和监管问题等。 

（信息索引：网站-伦敦国际仲裁院 

https://www.govinfo.gov/content/pkg/FR-2020-08-11/pdf/2020-17599.pdf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guidance-marking-goods-hong-kong-executive-order-13936?_ga=2.8320434.1816241832.1597576001-449220034.1597576001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guidance-marking-goods-hong-kong-executive-order-13936?_ga=2.8320434.1816241832.1597576001-449220034.1597576001
https://www.cbp.gov/trade/ruling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guidance-marking-goods-hong-kong-executive-order-13936?_ga=2.8320434.1816241832.1597576001-449220034.1597576001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8721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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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lcia.org/lcia-rules-update-2020.aspx） 

 

12. 根据世贸组织对美国诉欧盟补贴空客案（DS316）的裁决结果和正

式授权，美国自 2019 年 10 月 18 日起对 75 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

征关税。8 月 12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美国将继续对空客

飞机加征 15％的关税，对其他欧洲商品加征 25％的关税。此外，美

国将修改总价 75 亿美元的欧盟产品课税清单，剔除英国和希腊部分

产品，替换为同等贸易价值的德国和法国产品。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str-

modifies-75-billion-wto-award-implementation-relating-illegal-airbus-subsidies） 

 

13. 8 月 13 日，ICSID 发布了 2020 财年（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案件统计数据，并更新了自 1972 年以来的案件统计数

据。ICSID 案件统计数据显示：（1）2020 财年间，ICSID 新注册案

件共计 40 起，其中 37 起适用 ICSID 仲裁规则；（2）在仲裁依据上，

84%的新注册案件依据国际投资协定提起，11%依据投资合同提起，

5%依据东道国国内法提起；（3）在被诉东道国地域分布上，南美国

家、东欧及中亚国家和西欧国家位列前三，分别占新注册案件总数的

32%、20%和 13%；（4）在经济领域上，新注册案件所涉较多的领域

分别为石油、天然气和矿业领域（30%）、电力和其他能源部门（20%）、

建筑业（17%）、信息通讯（10%）；（5）在 2020 财年结案的案件中，

https://www.lcia.org/lcia-rules-update-2020.aspx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str-modifies-75-billion-wto-award-implementation-relating-illegal-airbus-subsidie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str-modifies-75-billion-wto-award-implementation-relating-illegal-airbus-subsi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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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的案件由仲裁庭审理结案（35%全部或部分支持投资者诉求，26%

驳回投资者诉求，9%认定缺乏管辖权，4%认定显无法律依据），26%

的案件双方和解或终止程序；（6）在 2020 财年被任命的仲裁员、调

解员和专门委员会委员中，绝大多数来自西欧（37%）、北美（20%）

和南美（16%），且 86%为男性。 

（信息索引：网站-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icsid-releases-fiscal-year-

2020-caseload-statistics 

报告全文-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he%20ICSID%20Caseloa

d%20Statistics%20%282020-2%20Edition%29%20ENG.pdf） 

 

14. 8 月 13 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了题为《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时期

的贸易成本》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评估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旅行、运输、

贸易政策和不确定性等贸易成本关键组成部分的影响，认为新冠肺炎

疫情推高了贸易成本，而且在疫情得到控制后，贸易成本可能还会继

续上升。疫情推高贸易成本的具体因素包括：交通运输成本升高；贸

易政策壁垒和监管差异阻碍贸易便利化；高度不确定性放大了贸易成

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信息索引：网站-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covid_13aug20_e.htm）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icsid-releases-fiscal-year-2020-caseload-statistics
https://icsid.worldbank.org/news-and-events/news-releases/icsid-releases-fiscal-year-2020-caseload-statistics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he%20ICSID%20Caseload%20Statistics%20%282020-2%20Edition%29%20ENG.pdf
https://icsid.worldbank.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The%20ICSID%20Caseload%20Statistics%20%282020-2%20Edition%29%20ENG.pdf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covid_13aug20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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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8 月 17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发布公告，细化“外国制造

直接产品规则”，限制华为对商用芯片的获取，并将 38 家华为非美子

公司列入实体清单，进一步加强了对华为及其关联公司采用美国技术

和软件的限制。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

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 

 

16. 8 月 19 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一期货物贸易“晴雨表”（Goods 

Trade Barometer），读数为 84.5，比去年同期数值低 18.6，是 2007 年

以来的最低纪录，与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时的最低点相持平。其

中，汽车产品（71.8）和航空货运（76.5）创下 2007 年以来的最低纪

录，出口订单（88.4）呈现复苏迹象，电子元件（92.8）和农业原材

料（92.5）呈现小幅下降。数据显示，全球贸易初现复苏迹象，但复

苏力度和趋势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 

（信息索引：网站-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wtoi_19aug20_e.htm） 

 

17. 8 月 21 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署名文

章《如何纠正世界贸易？》，全面阐述了美国对当前 WTO 存在问题

的看法，强调“零打碎敲的改革无法使 WTO 摆脱当前困境”，成员应

再次承诺“市场化改革”和“最惠国待遇”的原则，并从以下五个方面采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further-restricts-huawei-access-us-technology-and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0_e/wtoi_19aug20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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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措施来进行 WTO 改革：一是所有成员承诺“基准税率”；二是“终

止在自贸协议上的跑马圈地”；三是中国、印度等大的先进经济体不

应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四是制定新规则来制止中国“国家资本

主义”所导致的“经济扭曲”；五是将争端解决机制当前的两层体系改

为专家组一层，并将其弱化为商业仲裁性质的程序。 

（信息索引：网站-华尔街日报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set-world-trade-straight-11597966341） 

 

18. 据彭博社 8 月 21 日报道，随着地区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升

级，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正在寻求制定一项“供应链弹性倡议”，以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该计划可能先以现有双边供应链网络为基础，待

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三国对供应链相关问题达成谅解后，还将向东

盟国家开放。 

（信息索引：网站-彭博社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8-21/japan-india-and-australia-are-

said-to-seek-supply-chain-pact） 

 

19. 8 月 21 日，美国和欧盟宣布达成有限贸易协议，同意局部取消关

税，此举标志着美国与欧盟 20 多年来首次协商降低关税，也被视为

缓解美欧贸易紧张关系努力的第一个成果。根据协议，欧盟将在最惠

国待遇基础上，取消对美国活龙虾和冷冻龙虾的关税；作为交换，美

国将对年均贸易额达 1.6 亿美元的一系列欧盟出口商品的关税减半。 

https://www.wsj.com/articles/how-to-set-world-trade-straight-11597966341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8-21/japan-india-and-australia-are-said-to-seek-supply-chain-pact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0-08-21/japan-india-and-australia-are-said-to-seek-supply-chain-pact


武汉大学海外投资法律研究中心行业简报（2020年 8月版）                              国际新闻 

12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joint-

statement-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tariff-agreement） 

 

20. 8 月 24 日，埃塞俄比亚加入了 1958 年《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

决公约》（《纽约公约》），成为《纽约公约》的第 165 个成员国，该公

约将于 2020 年 11 月 22 日对埃塞俄比亚生效。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公开信息，埃塞俄比亚加入《纽约公约》时作出了互惠保留和

商事保留。 

（信息索引：1. 网站-联合国 

https://unis.unvienna.org/unis/en/pressrels/2020/unisl301.html 

2. 网站-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

s2） 

 

21. 8 月 24 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专家组报告，认定美国对加拿大软

木木材征收的反补贴关税违背了美国对世贸组织的义务。同日，美国

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对专家组报告进行批

评，认为该报告采用了错误的上诉机构解释，掩盖加拿大的大量木材

补贴，使其免受美国采取的反补贴措施的制约。 

（信息索引：1. 网站-世界贸易组织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33_e.htm#bkmk533r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tariff-agreement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european-union-tariff-agreement
https://unis.unvienna.org/unis/en/pressrels/2020/unisl301.html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
https://uncitral.un.org/en/texts/arbitration/conventions/foreign_arbitral_awards/status2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533_e.htm#bkmk533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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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网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nited-

states-rejects-wto-dispute-report-shielding-canadas-harmful-lumber-subsidies） 

 

22. 8 月 26 日，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宣布将包括中国交通建设 5

家子公司在内的 24 家中国国有企业列入实体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

“帮助中国军方在南海修建人造岛”、“参与南海军事化”。被列入实体

清单后，向这些企业出口、再出口或转让（境内）受美国《出口管理

条例》管辖的物项需经美国商务部许可。同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对多

名负责或参与“南海大规模填海、建设或军事化”的中国公民实施签证

限制。 

（信息索引：1. 网站-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adds-

24-chinese-companies-entity-list-helping-build 

2. 网站-美国国务院 

https://www.state.gov/u-s-imposes-restrictions-on-certain-prc-state-owned-

enterprises-and-executives-for-malign-activities-in-the-south-china-sea/） 

 

23. 8 月 28 日，美国国防部宣布将包括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等在内的 11 家中国企业列入“中国军方拥

有或控制”的公司清单。2020 年 6 月，包括华为、海康威视在内的 20

家中国高科技企业已被列入该清单。根据《1999 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nited-states-rejects-wto-dispute-report-shielding-canadas-harmful-lumber-subsidies
https://ustr.gov/about-us/policy-offices/press-office/press-releases/2020/august/united-states-rejects-wto-dispute-report-shielding-canadas-harmful-lumber-subsidies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adds-24-chinese-companies-entity-list-helping-build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08/commerce-department-adds-24-chinese-companies-entity-list-helping-build
https://www.state.gov/u-s-imposes-restrictions-on-certain-prc-state-owned-enterprises-and-executives-for-malign-activities-in-the-south-china-sea/
https://www.state.gov/u-s-imposes-restrictions-on-certain-prc-state-owned-enterprises-and-executives-for-malign-activities-in-the-south-china-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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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7 节，美国总统有权针对这些公司在美国开展的商业活动行使《国

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的权力，包括采取制裁措施。 

（信息索引：1. 网站-路透社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military-idUSKBN25O2PT 

2. 网站-美国国防部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Aug/28/2002486689/-1/-

1/1/LINK_1_1237_TRANCHE-23_QUALIFYING_ENTITIES.PDF） 

 

24. 8 月 29 日，终止欧盟内部双边投资协定的协议正式生效，目前已

批准的签署国有丹麦和匈牙利。根据协议，1988 年《丹麦—匈牙利

BIT》及其日落条款将于 2020 年 9 月 29 日终止。 

（信息索引：网站-IAReporter 

https://www.iareporter.com/articles/agreement-to-terminate-intra-eu-bits-enters-into-

force-three-member-states-make-reserv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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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编辑：黄可而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china-military-idUSKBN25O2PT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Aug/28/2002486689/-1/-1/1/LINK_1_1237_TRANCHE-23_QUALIFYING_ENTITIES.PDF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Aug/28/2002486689/-1/-1/1/LINK_1_1237_TRANCHE-23_QUALIFYING_ENTITI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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