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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新闻 

 
1. 12月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

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实施有关工作，维护自由贸易，

拓展合作共赢新空间。会议要求部门间协同配合，加快完成国内核

准程序，推进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自然人移动等领域开放，

推进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知识产权保护、贸易救济、电子商

务、政府采购、中小企业和经济技术合作等方面实行更高标准规则。

会议指出针对协定实施后区域内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量整体上将

达90%，要在关税减让、海关程序简化、产品标准统一和互认等方面

采取措施。会议还要求切实履行服务贸易新开放承诺、投资负面清

单承诺和全面保护知识产权承诺。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premier/2020-12/02/content_5566490.htm） 

 

2.12月5日，商务部、国家密码管理局、海关总署发布商用密码进口

许可清单、出口管制清单和相关管理措施的公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密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法》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决定对

有关商用密码实施进口许可和出口管制, 2021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b/e/202012/202012030197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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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月6至11日，中欧双方举行了第35轮投资协定谈判。本轮谈判

中，双方围绕文本和清单剩余问题展开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2/20201203022624.shtml） 

 

 

4. 12月8日，中国和新加坡宣布启动中新自贸协定升级后续谈判。

双方将基于负面清单模式开展自贸协定项下服务和投资自由化相关

后续谈判，以期进一步提升两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在

新冠疫情背景下，此举释放了两国通过加强经贸合作深化互利关系、

共同应对挑战、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信号。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2/20201203021170.shtml) 

 

5. 12月8日,商务部外贸司负责人谈2020年1-11月我国外贸运行情况，

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中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中

国外贸产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中国外贸为推动世界经济贸易复苏作出

重要贡献。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ms.mofcom.gov.cn/article/wmyxqk/202012/20201203023154.s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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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2月11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互

联网上网服务行业规范发展的通知》，其中明确外国以及中国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可以在全国范围

内投资设立上网服务场所经营单位。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 

http://zwgk.mct.gov.cn/zfxxgkml/zcfg/gfxwj/202012/t20201211_920069.

html) 

 

7. 12月14日，中国和白俄罗斯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

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与白俄罗斯经济部长切

尔维亚科夫通过视频方式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白俄

罗斯共和国经济部关于启动<中国与白俄罗斯服务贸易与投资协定>

谈判的联合声明》。下一步，中白双方将围绕相关议题开展谈判，

以期达成全面、高水平、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一致的协定。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2/20201203022753.shtml) 

 

8. 12月1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与非洲联盟委员会

主席法基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关于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合作规划》是我国和区域性国际组

织签署的第一个共建“一带一路”规划类合作文件，围绕政策沟通、

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等领域，明确了合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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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重点合作项目，提出了时间表、路线图。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

非洲最大贸易伙伴国，也是对非投资主要来源国之一，《合作规划》

的签署将有效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非盟《2063年议程》对

接，促进双方优势互补。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6/content_5569870.htm） 

 

9. 12月16日，上海自贸区全球营运商计划在浦东外高桥正式启动，

来自英国、德国、日本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41家企业首批签约，将

在自贸区内建设可以覆盖全球业务的高能级功能总部。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贸易救济网 

http://cacs.mofcom.gov.cn/article/gnwjmdt/df/shh/202012/167315.html

） 

 

10. 12月1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2020年版）》。2020年版清单共列入事项123项，比2019年版清

单减少8项。2020年版清单根据“放管服”改革进展，删除“进出口

商品检验鉴定业务的检验许可”“报关企业注册登记许可”“资产

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资格审批”“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等14条管理措施。同时将金融控股公司

设立相关管理措施和超规模流转土地经营权相关措施等审慎增列入

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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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索引：网站-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17/content_5570034.htm） 

 

11. 12月1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安全审查

办法》。《安审办法》共23条，以《外商投资法》《国家安全法》

为主要法律依据，要求国家建立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工作机制，并规

定了适用审查的外商投资类型、审查机构、审查范围、审查程序、

审查决定监督执行和违规处理等。《安审办法》将于公布之日起三

十日后正式施行。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12/20201203024663.shtml） 

 
12. 12月20日，中国贸促会在2020年全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论坛上发布第四批《企业对外投资国别（地区）营商环境指

南》，包括德国、乌克兰、土耳其、塔吉克斯坦、马来西亚等共计18

个国家的经贸概况、吸收外资环境及政策、中国企业投资形势及目标

行业、企业融资渠道、合规运营及工作生活基本信息等。同时发布

《中国上市公司共建“一带一路”优秀实践案例选编（2020）》，选

择56家代表企业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企业提供参考和借鉴。 

（信息索引：网站-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 

http://www.ccpit.org/yingshanghuanjing/） 

 

13. 12月21日，海关总署发布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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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货物减免税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海关进出口货物减免税管理

工作,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66/302267/3476581/index.ht

ml） 

 

14. 12月23日，中国和乌克兰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期间，

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俞建华与乌克兰经贸和农业部

副部长、贸易代表卡奇卡通过视频方式，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商

务部与乌克兰经济发展、贸易和农业部关于启动贸易自由化安排联

合可行性研究的联合声明》。双方开展贸易自由化安排联合可行性

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中乌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深入发展。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12/20201203025455.shtml

） 

 

15. 12月23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关于2021年进口暂定税

率等调整方案的通知，自2021年1月1日起，我国将对883项商品实施

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12/t20201223_3636573.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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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月25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公布对美加征关税商品第二

次排除延期清单，对《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第一批对美加征

关税商品第二次排除清单的公告》（税委会公告〔2019〕8号）中的

6项商品，排除期限延长一年。自2020年12月26日至2021年12月25

日，继续不加征我国为反制美301措施所加征的关税。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http://gss.mof.gov.cn/gzdt/zhengcefabu/202012/t20201225_3637035.htm） 

 

17. 12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

目录（2020年版）》，与2019年版相比增加127条、修改88条，进

一步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范围，自2021年1月27日起施行。属于《鼓

励目录》的外商投资项目，可以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的

规定享受税收、用地等优惠待遇。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ae/ai/202012/20201203026627.shtml

） 

 

18. 12月3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中

欧投资协定有助于平衡中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并深化市场开放。

其中主要涉及市场准入承诺和公平竞争承诺。 

（信息索引：1. 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xinwen/2020-12/30/content_5575538.htm 

2. 网站-欧盟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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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47718/press-release.pdf） 

 

19. 12月31日，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谈2020年1-11月

我国对外投资合作情况，呈现出以下特点：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投资合作不断推进；对外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东部和西部地区对外投

资增长较快；对外承包工程部分行业走势良好。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2/20201203027796.shtml） 

 

20. 12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

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自2021年2月1

日起施行。2020年版自由贸易港负面清单共27条，主要措施包括：推

进增值电信、教育等重点领域开放；扩大商务服务对外开放；放宽制

造业、采矿业准入。 

（信息索引：网站-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news/202012/2020120302799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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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 

 
1. 12月1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最新的全球经济展

望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将是今年唯一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的国家。

到明年年底，全球经济可能恢复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水平，预

计中国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达到三分之一。 

（信息索引：网站-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https://www.oecd.org/economic-outlook/） 

 

2. 12月2日，美国国防部将4家中国企业加入“中国军方企业名单”，

分别是：中国建设科技集团（CCTC）、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CIECC）、中海油（CNOOC）、中芯国际（SMIC）。此前在今年的

6月和8月，美国国防部先后将华为、海康威视、中国交通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31家公司列入该名单。截至目前，共有35家公司被列入

该清单。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1月12日签署的第13959号行政令，

自2021年1月11日起，禁止美国的投资公司、养老基金和其他机构买

卖“中国军方企业名单”所涉公司的股票、证券或其他衍生品，并

剥离清单中对“中国军方企业”已投资的项目。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国防部 

https://www.defense.gov/Newsroom/Releases/Release/Article/2434513/d

od-releases-list-of-additional-companies-in-accordance-with-

section-1237-of-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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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2月3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20年最不发达国家报告》

指出，如果最不发达国家无法大幅度提高生产能力，将严重缺乏在

新冠后重建经济的能力。《报告》认为疫情使最不发达国家今年面

临30年来最差的经济形势、收入水平下降、大范围失业和财政赤字

扩大。《报告》建议应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改善：第一，提高最不

发达国家生产能力；第二，刺激投资以填补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不

足，并支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三，加快生产资源结构转型；

第四，加强和发展各部门生产这技术能力的产业政策，加快数字化

转型；第五，国际社会应该对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财政支持，以此推

动全球进步。 

（信息索引：网站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https://unctad.org/webflyer/least-developed-countries-report-2020） 

 

4. 12月7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对中国14名与制定、通过或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有关的全国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进行“制裁”，原因是他们“无视《中英联合

声明》所作的国际承诺”，“摧毁香港的立法会”。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国务院 

https://www.state.gov/designations-of-national-peoples-congress-

officials-undermining-the-autonomy-of-hong-kong） 

 

5.12月8日，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根据第13687、1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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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3810号等行政令，制裁了六家涉及朝鲜煤炭运输的海运公司，其

中包括四家中国企业。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财政部 

https://home.treasury.gov/policy-issues/financial-sanctions/recent-

actions/20201208） 

 

6. 12月9日，据环球时报报道，在经历了乌克兰政府对收购的持续

阻挠后，发动机制造商马达西奇的中国投资者对乌克兰提出国际仲

裁，要求根据一项相互保护投资的政府间协议赔偿35亿美元。 

（信息索引：网站-环球时报 

https://www.globaltimes.cn/content/1209513.shtml） 

 

7. 12 月 9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 2020年统计手册》

（Handbook of Statistics for 2020）显示，新冠疫情对全球商

品贸易和服务贸易造成严重打击，后者出现了1990年以来的最大降

幅。预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比去年下降5.6％；预计服务贸易

的降幅更大，与2019年相比，2020年服务贸易额可能下降15.4％，

这将是自1990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信息索引：网站-联合国新闻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3272） 

 

8. 12月10日，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Joe Biden）正式提名戴琦

（Katherine Tai）为美国贸易代表。现年45岁的戴琦为众议院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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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首席贸易律师，也是目前拜登内阁人选中的首位华裔人士。

美国下一任政府打算在与盟友密切合作的同时，迅速着手解决与中

国悬而未决的贸易纠纷，但仍可能延续较强硬的立场，主张对中国

采取与关税战不同的策略，通过补贴及激励措施，帮助美国产业摆

脱对中国的过度依赖。 

（信息索引：网站-拜登政府过渡网站 

https://buildbackbetter.gov/nominees-and-appointees/katherine-tai/ ） 

 

9. 12月10日，新加坡和英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并计划在2021年进

一步展开电子商务协定的谈判。 

（信息索引：网站-英国政府 

https://www.gov.uk/government/collections/uk-singapore-trade-

agreement） 

 

10. 12月11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与11家多边开发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共同发布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关于可持续发

展目标(SDGs)融资的联合报告。鉴于VID-19疫情有可能逆转可持续

发展目标方面的进展，多边开发银行已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共同

动员了2300亿美元的全球应对方案，以减少疫情的影响，其中750亿

美元将在2020年底前用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 

（信息索引：网站-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https://www.aiib.org/en/news-events/news/2020/AIIB-Joins-MDBs-to-
Launch-the-First-Join-Report-on-Financing-the-Sustainable-
Development-Go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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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月11日，《越南-英国自贸协定》在河内正式签署，两国之间

99%的关税将在7年后取消。 

（信息索引：网站-VietNamNet 

 https://vietnamnet.vn/en/business/ukvfta-ushers-in-new-

opportunities-for-vietnam-uk-trade-697542.html） 

 

12. 12月14日，据路透社报道，美国选举人团共538位选举人按照各

州选举结果投下选举人票，正式选出美国总统和副总统，确认民主

党人拜登赢得美国大选，成为下届美国总统。 

（信息索引：网站-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news/picture/us-electoral-college-formally-

confirms-j-idUSRTX8G4HR） 

 

13. 12月16日，联合国拉丁美洲/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区域

经济初步概览》（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2020）报告预测，2020年，该

地区经济平均收缩7.7％，为120年来之最。报告同时预测，2021年

的经济增长率将为3.7％。 

（信息索引：网站-联合国新闻 

https://news.un.org/zh/story/2020/12/1073852） 

 

14. 12月17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表示，针对造假指控，

瑞幸咖啡同意支付1.8亿美元罚款以达成和解。瑞幸咖啡在和解中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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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承认也未否认监管机构的指控。此前，SEC指控瑞幸咖啡通过严

重虚报公司收入、支出和净经营亏损来虚假显示取得了快速增长和

盈利增加并达到公司的盈利预期，以此来欺诈投资者。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https://www.sec.gov/news/press-release/2020-319） 

 

15. 12月18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公告将77个实体列

入制裁 “实体清单”，其中59家为中国企业、高校以及个人等，而

借口是，这些实体存在所谓“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

行动”。名单中59个中国相关实体和个人包括北京理工、北京邮电

等五所大学；大疆、光启、中芯国际等企业；以及5 名自然人等。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12/commerce-adds-

chinas-smic-entity-list-restricting-access-key-enabling） 

 

16. 12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The Holding Foreign Companies Accountable Act），使该法

案生效。该法案主要修改了《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

法案），规定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公司是否由外国政府持有或控制，

并合乎美国法规，否则将被除牌，禁止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及纳斯达

克交易所进行交易。此外，法案也规定如果外国公司连续3年未能通

过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的审计，将禁止在美国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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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交易所上市。虽然该法案适用于任何国家的公司，但该法案的发

起人希望针对在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如阿里巴巴、科技公司拼多多

和石油巨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白宫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bill-announcement-

121820/） 

 

17. 12月21日，美国商务部网站信息显示，将58家中国公司和45家

俄罗斯公司纳入“制裁清单”，其中包括多家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的下属公司，将其认定为“军事最终用户”。

美国商人同这些实体交易需要有美国政府颁发的许可证。 

（信息索引：网站-美国商务部 

https://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20/12/commerce-

department-will-publish-first-military-end-user-list-naming） 

 

18. 12月21日，据路透社报道，世界贸易组织（WTO）在官网发布消

息称，澳大利亚已要求就中国对澳大利亚大麦征收关税一事与中国

进行争端磋商。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消息，该案件在2018年年底

立案，于今年5月18日做出裁决，裁定原产于澳大利亚的进口大麦存

在倾销和补贴，中国国内产业受到实质损害，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并决定对其征收期限为5年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12月16日，

澳大利亚决定就此裁决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认为中国对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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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大麦实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违反了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 

（信息索引：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australia-china-barley/wto-

confirms-launch-of-australia-china-trade-dispute-over-barley-

idUSKBN28V2GJ） 

 

19. 12月22日, 根据亚太经社会发布的新亚太地区贸易和投资趋势

简报,尽管2020年由于冠状病毒大流行和挥之不去的贸易紧张关系,

全球贸易急剧下降,但亚太地区预计情况将比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好。

预计该地区在商品贸易中的主导地位今年将升至历史最高水平，占

全球出口的41.8%，占全球进口的38.2%。2021年，商品贸易额预计

将分别回升5.8%和6.2%。 

（信息索引：网站- 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与社会委员会 

https://www.unescap.org/news/sharp-declines-trade-and-fdi-asia-

pacific-performs-better-rest-world-2020） 

 

20. 12月29日，英国贸易部表示，英国已与土耳其签署自由贸易协

议，以扩大双方的贸易安排。 

（信息索引：网站-英国政府 

https://www.gov.uk/guidance/uk-trade-agreements-with-non-eu-

countries） 

 

21 12月30日，英国和欧盟宣布签署24日达成的英欧贸易与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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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英国“脱欧”过渡期于12月31日结束后临时生效，有待欧洲议

会批准后正式生效，贸易协议将涵盖英国与欧盟之间6500亿英镑的

贸易额。根据协议，英国收回了对货币、边界、法律、贸易和捕鱼

水域的控制权，从2021年开始，英欧商品贸易将继续享受零关税、

零配额待遇，但是会增加新的边境审查手续。协议规定了英欧货物

和服务自由贸易方面相互有限的市场准入，以及一系列政策的合作

机制，如欧盟进入英国渔业的过渡性条款和英国对欧盟项目的参与。

由于没有包括在英国脱欧协议或贸易协议中，2021年1月1日之后将

结束英欧双方人员自由流动、英国在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的成

员身份、英国对大多数欧盟项目的参与、部分英欧执法和安全合作,

以及欧洲法院的在大多数争端解决中的权威。 

（信息索引：网站-英国政府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

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948093/TCA_SUMMARY_PDF.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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