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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注】

增速放缓！下半年全球贸易仍面临几大不确定因素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最新一期《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2022 年一季

度全球贸易总量达到创纪录的 7.7 万亿美元，同比增加约 1万亿美元，但增长势

头将在二季度放缓。

乌克兰危机魅影下，一季度全球贸易为何破纪录增长？接下来全球贸易前景

如何呢？

全球贸易增长继续放缓

《全球贸易更新》报告显示，2022 年一季度全球贸易价值升至 7.7 万亿美

元，这一创纪录增长主要由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从类别上看，一季度全球商

品贸易达 6.1 万亿美元，同比上涨约 25%；服务贸易约 1.6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约 22%。从区域上看，发展中国家商品出口同比增长 25%，发达国家增长约 14%。

从结构上看，能源行业贸易强劲增长，金属和化学品贸易增长也高于平均水平，

而运输部门和通信设备贸易低于 2021 年和 2019 年的水平。

该报告还称，因乌克兰危机推动价格上涨,进而影响国际贸易，预计二季度

全球贸易增速会放缓。

4 月 11 日，世贸组织秘书处发布报告称，乌克兰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

负面影响，或致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大幅下降。报告认为，乌克兰危机推高全球范

围内食品和能源价格，并阻碍俄罗斯和乌克兰产品出口。报告还警告，受疫情等

因素影响，全球食品价格已经处于历史高位，乌克兰危机可能加剧全球粮食安全

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周密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今年以来，全球贸易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

前，全球贸易的发展延续了去年的复苏态势；二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全球贸

易出现调整，人们对能源、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忧导致市场需求扩大，而市场供给

不足又导致了价格的上涨。总体来看，在乌克兰危机等因素的持续冲击下，全球

贸易复苏还是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受乌克兰危机后续进展影响

那么，今年全球贸易的前景如何，将受到哪些因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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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贸组织 4月发布的全球贸易年度预测报告认为，受乌克兰危机影响，2022

年世界商品贸易额将增长 3.0%，增速低于此前预测的 4.7%；2023 年增速预测为

3.4%。

《全球贸易更新》报告预测，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乌克兰危机持续使得全球

贸易前景黯淡。在 2022 年接下来的时间里，利率上升、许多经济体的债务问题，

以及经济刺激计划的逐步结束可能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而大宗商品价格

波动和地缘政治因素也将继续使全球贸易发展充满不确定性。此外，全球供应链

区域化趋势和支持全球经济向绿色转型的政策等其他因素，也将影响今年的全球

贸易。

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仍面临很大压力。世贸组织经济学家根据模拟预测，今

年以市场汇率计算的全球经济预计将增长 2.8%，比之前预测的 4.1%下降 1.3 个

百分点。2023 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 3.2%，接近 2010 年至 2019 年 3.0%的平

均增长率。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 4月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 3.6%，比 1月份预测值下调 0.8 个百分点。

周密表示，展望下半年，全球贸易发展前景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与乌克

兰危机的后续进展有着直接联系，如果乌克兰危机有所缓解，那么全球贸易发展

可能会慢慢回归原有的发展模式，否则可能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此外，美联储加

息对全球金融造成冲击，以及其他可能的地缘政治冲突，也将给全球供应链的调

整和演变增加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实体经济和金融业对未来的预期。“因此，在

当前环境下，应共同努力采取措施，稳定市场和业界预期，进而对全球贸易恢复

形成有效支撑。”（来源：国际商报）

【经济动态】

美国：6 月通胀率升至 9.1% 续创新高

当地时间 13 日，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显示，美国 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环比上涨 1.3%，同比上涨 9.1%。数据显示，美国 CPI 同比涨幅高于此前市场预

期的 8.8%，再次刷新 40 年来的最高纪录。当月，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

格后，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7%，同比上涨 5.9%。（来源：财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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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国家：6 月通胀率达 8.6% 创 25 年来新高

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欧元区 19 个国家 6月的年度通胀率达 8.6%，超过 5

月的 8.1%，创下 1997 年以来欧元区通胀率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欧元区能源

价格飙升 41.9%，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上涨 8.9%，均高于上月涨幅。（来源：

央视新闻）

个欧洲：自行车市场呈爆发式增长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新闻》7月 13 日报道，世界最大自行车博览会“Eurob

ike”13-17 日首次在法兰克福举办，1500 多家参展商将在法兰克福会展中心展

示最新的自行车理念，并致力于为该行业及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多动力。

过去两年内，受新冠疫情影响，需求激增导致欧洲自行车市场呈爆发式增长，

电动自行车尤其迅猛。德国两轮车工业协会(ZIV) 主席斯道克（Burkhard Stork）

表示，2021 年共计售出 470 万辆自行车，是该行业有史以来最好一年。尽管受

俄乌冲突和通胀影响，2022 年仍保持良好势头，上半年电动自行车产量达到 80

万辆，同比减少 1%。尽管面临供应链困难，主要是电池、显示屏和芯片供应跟

不上，但欧洲自行车市场将保持电动化发展趋势，电动自行车将日益成为交通工

具。未来几年货运自行车对快递公司和家庭的吸引力将持续增加。斯道克呼吁市

政府应建设更多安全的自行车道。

“Eurobike”主办单位 Fairnamic 负责人雷辛格（Stefan Reisinger）认为，

自行车销量并不会无止境地增长，供需将于高位趋于平稳。在未来，自行车行业

将致力于在欧洲组装和生产，以减少对亚洲市场的依赖。（来源：驻法兰克福总

领事馆经商处）破

2南非：汽车行业呼吁推动电动汽车生产

据南非商业科技网站报道，南非全国汽车制造商协会（Naamsa）日前表示，

南非制造业需要开始生产和销售更多电动汽车，否则可能面临数十亿兰特的出口

损失。2021 年南非累计向 151 个国家出口了价值 1480 亿兰特的 387125 辆汽车

和价值 537 亿兰特的汽车零部件，其中欧盟是南非汽车行业主要出口地区，在出

口总额中占比 64.3%。Naamsa 预计到 2030 年电动汽车将占欧洲汽车销量的 40%，

到 2040 年这一数字可能增至 80%。Naamsa 正在与 40 位首席执行官（包括当地汽

车制造商和进口商）开展合作，并制定将南非融入全球电动汽车价值链的路线图。

（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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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斯坦：将对中伊印三国公民实施 14 天入境免签政策

当地时间 10 日，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发布公告称，为了改善投资环境，促进

商务交流和吸引游客，根据哈政府 7月 7日颁布的相关规定，哈方将对中国、伊

朗和印度三国公民实施为期 14 天的入境免签政策，在 180 天内入境总天数不能

超过 42 天。（来源：财联社）

泰国：考虑对外籍游客入境免征签证费

泰国观光与体育部长披帕透露，准备与外交部讨论针对外籍游客入境免征签

证费及延长在泰停留时间事宜。此前，旅游业界向泰政府建议对外籍游客免征旅

游签证费和落地签证费，延长在泰停留时间至 45 天，并持续实施至 2022 年年底，

以吸引更多游客。（来源：中侨网）

【贸易投资】

中韩：FTA 第二阶段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

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定

7 月 13 日，中国商务部与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过视频方式举行自由贸易

协定（FTA）第二阶段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在 7月 21 日举行的例行发布会上说，根据中韩自

贸协定有关规定，两国启动中韩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以负面清单模式开展高

水平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磋商。迄今，双方已举行 9轮正式谈判，取得实质性

进展。近日，两国举行司局级会议，就加快推进后续谈判达成共识。“中方愿与

韩方一道，保持谈判势头，争取早日达成互利共赢的协定，进一步提升两国服务

贸易和投资的开放与合作水平，推动中韩经贸关系迈上新台阶。”

“中韩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束珏婷表示，建交 30 年来，中韩贸易实现跨

越式发展，2021 年双边贸易额突破 3600 亿美元，是建交当年的 72 倍。双方有

效对接发展战略，顺利实施中韩自贸协定，稳步推进共建中韩产业园合作，持续

深化第三方市场合作，已形成深度融合、稳定畅通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今年初，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生效实施，为两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

作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双边贸易额达 1842.5 亿美元，同比增长 9.4%。“在

全球经济脆弱复苏的背景下，中韩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充分表明两国经济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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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的互补性，充分展示了双方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潜力。”束珏婷说。（来源：中

国商务新闻网）

中国：上半年对东盟进出口保持增长

今年 1-6 月，我国对东盟、欧盟、美国分别进出口 2.95 万亿、2.71 万亿和

2.47 万亿元，分别增长了 10.6%、7.5%和 11.7%。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RCEP 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增长 17.8%、5.6%。6 月，我国前十大贸易伙伴分别为

东盟、欧盟、美国、拉丁美洲、韩国、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非洲、澳大

利亚。

（来源：摘自“学会观察”微信公众号）

德国：6 月大众汽车在华销量同比增长 27%

德国《商报》网站 7月 15 日报道，6月大众汽车集团在华汽车销量约 34 万

辆，同比增长 27%，环比增长 47%。

中国区总裁冯思翰（Dr. Stephan Wöllenstein）表示，集团依然保持市场

领先地位，目前在华市场份额 15.5%。今年 1至 6月，大众汽车在华销量 147 万

辆，同比下滑约 20%。大众汽车依赖中国市场，中国销量占比约 40%，是集团最

重要的单一市场，每年营收约 30 亿至 40 亿欧元。（来源：驻法兰克福总领事馆

经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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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资金创新高记录

巴利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第二季度，印尼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不

包括对银行和油气行业的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今年第一季度的 31.8%。今年第二

季度，印尼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资金创新高纪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下游矿业项目和

石化项目已进入建设阶段。

中国、新加坡和日本是这一时期印尼最大的 FDI 来源国。根据汇总数据，3

9.7% 是自 2011 年以来，印尼按季度计算吸引外资的最高增幅。

巴利勒确认印尼政府将继续关注金属加工和使用可再生能源产业，并重申印

尼计划禁止铝土矿和锡出口，以促进对国内加工设施的投资，并将其视为印尼努

力重组外国投资资金结构的一部分。

此前，印尼政府对镍矿出口的禁令帮助该国吸引了大量外资，主要来自中国，

用于生产从镍矿中提取的金属和化学品以及用于汽车电池的物料。（来源：东盟

商机）

越南：今年上半年吸引外资超过 140 亿美元

据越南计划投资部外国投资局公布，截至 2022 年 6 月 20 日，越南吸引外商

直接投资（FDI）总额超过 140.3 亿美元，相当于去年同期的 91.1%。投资领域

中，加工制造业继续领跑，投资资金近 88.4 亿美元，占对越投资总额的近 63%。

其次是房地产经营行业。（来源：中国驻胡志明市总领馆经商处）

巴西：信息服务领域投资将进一步扩大

巴西《经济价值报》7 月 19 日消息，根据巴西科技部发布的“巴西软件和

信息通讯行业服务”研究报告，到 2022 年底，巴西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服务

方面投资预计将达 697 亿美元，增长 8.2%，高于全球范围内的增长预测（估计

为 6%）。

在全球范围内，ICT 服务预计今年总支出将达 5.5 万亿美元。美国的世界市

场的份额从 34.7% 提高到 36%，中国从 11.3% 小幅增长到 11.6%。欧盟国家市场

份额将从 15% 缩减至 11.3%，原因是由于英国脱欧调整。包括巴西在内的其他国

家占 41%的份额。Softex Observatory 的经济专家兼研究员 Elinne Val 关注到印

度的表现，尽管印度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为 2.2%，但却获得 70%的增长。巴西约

占 1%的全球市场份额，但其业务每年都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扩张。（来

源：当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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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观察】

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农产品贸易现状如何？

新冠肺炎疫情和近期俄乌冲突等因素导致全球粮食和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使

得斯里兰卡粮食等出现严重短缺，价格大幅上涨，经济濒临崩溃。从双边农业合

作来看，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农产品贸易现状如何呢？

一、中国是斯里兰卡第五大农产品贸易伙伴

2021 年斯里兰卡前五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分别是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新

西兰和中国。中斯两国的农产品贸易额为 2.6 亿美元，占斯里兰卡农产品贸易总

额的 4%。其中斯里兰卡对中国出口为 1.2 亿美元，占斯里兰卡农产品出口额的

3.3%；斯里兰卡自中国进口为 1.4 亿美元，占斯里兰卡农产品进口额的 4.9%。

二、斯里兰卡在中国农产品贸易中占比较少

2021 年，中斯农产品贸易额占中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不足千分之一，在中国

农产品贸易伙伴中排 68 位。中国对斯里兰卡农产品出口波动较大而进口稳步上

升。2011 年至 2021 年，中国对斯里兰卡的农产品出口额呈现大幅度波动，出口

额由 2011 年的 1.1 亿美元大幅提升至 2015 年的 2.8 亿美元，随后又降至 2021

年的 1.4 亿美元。而中国自斯里兰卡农产品进口额基本呈稳定上升态势，由 2011

年的 5612 万美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1.2 亿美元，年均增速约为 7.9%。

三、中国对斯里兰卡出口农产品主要是水产品和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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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中国对斯里兰卡水产品出口额为 5316 万美元，占中国对斯里兰卡

农产品出口额的 38.2%。水产品以制作或保藏的鲭鱼、冻鲭鱼为主，出口额分别

为 1441 万美元和 1092 万美元，分别占水产品出口额的 27.1%和 20.6%。中国对

斯里兰卡蔬菜出口额为 3897 万美元，占中国对斯里兰卡农产品出口额的 28.0%。

蔬菜以大蒜为主，出口额为 3349 万美元，占蔬菜出口额的 86.0%。

四、中国自斯里兰卡进口农产品主要是茶叶和植物纤维

2021 年，中国自斯里兰卡饮品类进口额为 7784 万美元，占中国自斯里兰卡

农产品进口额的 62.5%。其中，因斯里兰卡盛产世界三大红茶中的锡兰红茶，因

此中国自斯里兰卡进口的红茶及其他部分发酵茶进口额为 7478 万美元，占饮品

类的 96.1%。中国自斯里兰卡棉麻丝进口额为 1768 万美元，占中国自斯里兰卡

农产品进口额的 14.2%。棉麻丝中全部为生的或经加工但未纺椰壳纤维。（来源：

UN comtrade、瀚闻资讯）

【贸易实务】

投资越南有什么优惠政策

为实现工业、商业规模化集聚发展，越南设立若干经济开发区，包括工业区

（含出口加工区）和沿海经济区，实行各种不同的鼓励发展政策。截至 2021 年

5 月，全国已建成工业园区 394 个，其中 351 个位于经济区外，35 个位于沿海经

济区内，8个位于口岸经济区内，占地总面积约 12.19 万公顷。

截至 2019 年底，全国工业区和沿海经济区累计设立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9381

个，合同金额 1916 亿美元，60%合同金额已经到位。

工业区

工业区内的外资企业按以下规定缴税：

1.进出口税

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均免缴出口税；鼓励投资的生产性企业进口构成企

业固定资产的各种机械设备、专用运输车免缴进口税；对用于生产出口商品的物

资、原料、零配件和其他原料可暂不缴进口税，企业出口成品时，再按进出口税

法补缴进口税；服务性企业按进口税法缴税。

2.企业所得税

从 2009 年开始，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按工业区所属区域划分。

3.土地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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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免土地租金 15 年，公共设施土地面积全免土地租

金。

4.信贷优惠

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获得国家投资信贷和出口信贷支

持。

5.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政策

国家预算内资金可对以下情况予以扶持：向工业区内被征地的人提供征地和

异地安置补偿；对于社会经济困难地区的工业区，政府支持污水和垃圾处理工程

建设，以及工业区内配套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出口加工区

出口加工区内的外资企业按以下规定缴税：

1.进出口税

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均免征出口税；生产性企业和服务性企业进口构成

企业固定资产的各种机械设备、专用运输车辆和各类物资，原料免征进口税。

2.企业所得税

与工业区享受同等优惠待遇。

目前，中资企业在越南共投资建设 5个工业园区，即铃中出口加工区（约 6

00 公顷）、龙江工业区（600 公顷）、深圳-海防经贸合作区（即安阳工业区，8

00 公顷）、仁会工业区 B 区（450 公顷）和海河工业区（3300 公顷），都取得

不同进展。

其中，铃中出口加工区已实施三期项目，效果较好，成为越南工业区建设典

范。龙江工业区是通过中国商务部和财政部考核确认的境外经贸合作区，有利于

推动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扩大对越南投资合作规模。海河工业区位于越

中边境，核心行业为纺织，园区建设起点高、规模大。

口岸经济区

越南鼓励在边境地区建设口岸经济区，目的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维护

边疆稳定和安全。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口岸经济区建设过程中提供土地、税收和资

金方面的支持。迄今为止，越南 25 个边境省份（分别与中国、老挝和柬埔寨接

壤）中已有 21 个省份建立口岸经济区。政府优先考虑利用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

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促进口岸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同时鼓励外商以 BOT、BT

和 BTO 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相关法规和优惠政策如下：

1.进出口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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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口岸经济区投资的项目，免征固定资产进口税，对于国内不能生产、服务

于项目的生产原料、物资、零配件，前 5年免征进口税。

2.企业所得税优惠

企业投资于沿海和口岸经济区内的项目，适用 10%的所得税率，优惠期限 1

5 年；前 4年免税，其后 9年减半征收。

3.个人所得税优惠

对于在沿海和口岸经济区工作的越南人和外国人，减半征缴个人所得税。

4.经济区基础设施建设扶持

国家预算内资金对以下情况予以扶持：向经济区内被征地居民提供征地和异

地安置补偿；支持各功能区内污水和垃圾集中处理工程建设；投资建设配套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此外，经济区还允许通过发行工程债券、使用官方发展援

助（ODA）和优惠贷款、采用 PPP 模式、利用土地基金、由投资者垫付等方式，

筹集重要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

优先吸引高科技和创新项目

今年 6月中旬，越南计划投资部副部长陈维东在“新常态下的投资战略和促

进改革创新”会议上表示，越南将科学技术和创新视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以实

现 2045 年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目标。因此，越南优先吸引高科技、创新、具有带

动性、共享发展效益、为本土企业参与价值链创造便利条件、促进数字化转型和

越南可持续发展的外国投资项目。

以韩国为例，目前，韩国是越南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其对越投资项

目多达 9288 个，投资总额逾 790 亿美元，占外国对越投资总额的 18.5%，并集

中于加工制造业、电子、高科技、物流和建设等领域。

为了提高合作效果，越南可通过政府间合作利用 ODA 项目和公私合作项目等

项目带来的好处，将 ODA 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提高大型项目的可行性。（来

源：中国商务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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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是我会为企业提供的基本服务工作之一，为更好的帮助四川企业了

解最新国际经贸动态，把握商机，扩大对外经贸交流与合作，我们利用贸促系统

与国（境）外商协会机构关系密切，渠道畅通的优势，重点收集与我省贸易投资

合作密切的国家和地区的最新经贸信息，编辑成《国际商情参考》——（亚洲经

贸专刊）（欧美经贸专刊）等信息月刊，以电子版形式免费提供给我省相关单位

和企业，以供参考。

另外，《国际商情参考》—（亚洲经贸专刊）等信息月刊也在我会的官网上

同步推送，网址： www.ccpit-sichuan.org。欢迎各相关单位及企业登陆我会网

站浏览。

我们希望大家对《国际商情参考》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意见，请将你们的需

求及采用信息的情况反馈我们，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收集整理相关信息，为企业提

供更加切实有效的服务。

本期信息均来源于公开资料，不保证所含的信息和建议不发生改变。我们力

求《国际商情参考》内容的客观、公正，但文中的观点、结论和建议，仅供参考。

建议使用本期信息的单位在执行具体的经贸活动时再作专业咨询。

主办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

编 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委员会发展研究部

联 系 人：谢敏 周炜

电 话：86-28-68909143 68909149

传 真：86-28-68909140

邮 箱：997301752@qq.com 网址：www.ccpit-sichuan.org

地 址：中国四川成都蜀兴西街36号国际商会会馆10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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