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政策简报是欧盟中国商会参考欧委会官方网站收集编写，欧盟中国商会希望为会员及时
提供一手欧盟政策信息，该简报内容不代表欧盟中国商会立场。

欧盟 2022 年的经济增长前景

2 月份对欧盟经济开局良好：根据欧委会 2022 年冬季经济预测，继 2021 年显著增长 5.3% 

之后，欧盟经济将在 2022 年和 2023 年分别增长 4.0% 和 2.8%，欧元区经济 2022 年预计增

长 4.0%，2023 年放缓至 2.7%。该预测还强调，欧盟在 2021 年第三季度达到新冠疫情前的 

GDP 水平，预计所有欧盟国家的 GDP 将在 2022 年底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欧委会的春季经济

预测将于 2022年 5月份发布。

欧盟-非盟峰会

第 6 次欧盟与非洲联盟 (AU) 峰会于 2 月 17 日至 18 日在布鲁塞尔举行。欧盟-非盟峰

会由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塞内加尔总统和非盟主席麦基·萨勒共同主持。在峰会

上，欧盟和非盟领导人就 2030 年欧非共同愿景和建立新型伙伴关系达成一致，并宣布了一项 

1500 亿欧元的非洲-欧洲投资一揽子计划，以支持欧盟和非盟 2030 和 2063 年的共同目标。

领导人还讨论了疫苗问题和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情况，欧盟重申其向非洲提供至少 4.5 亿剂疫

苗的承诺，并将划拨 4.25 亿欧元加快非洲大陆的疫苗接种步伐。

可持续性：供应链的尽职调查

2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企业可持续性尽职调查的提案。提案旨在推动公司

和私人在全球价值链中实践 "可持续和负责任的行为"。通过这项立法，欧盟委员会旨在解决

诸如童工、剥削工人、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为此，新指令将要求公司识别、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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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或减轻其活动对人权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由于这项立法将是一项指令，执行工作将留给欧

盟成员国，它们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来决定报告程序将采取何种形式。欧盟国家指定的政府机构

将负责监督新的规则，并对发生不遵守的行为实施罚款。

新的尽职调查规则将适用于欧盟和活跃在欧盟市场的外国公司。中小型企业（SME）并不

直接在该提案的范围内，该提案适用于以下两类的公司。

大型欧盟有
限责任公司

非欧盟公司 小型和中型企业

第
一
组

500 名以上员工，营业额超过 1.5 亿欧元* +/- 9,400
家公司

+/- 2,600
家公司

第
二
组

雇员 250 人以上，营业额超过 4000 万欧
元*，在确定的高影响行业（如纺织、农
业、矿物开采）经营。这些规则将比第一
组晚两年适用于该组。

+/- 3,400
家公司

+/- 1,400
家公司

微型公司和中小型企
业（SMEs）不直接受
规则的影响，但可能
会受到间接影响。

       *欧盟公司的全球营业额，以及非欧盟公司的欧盟范围营业额。

新的报告规则将适用于每个公司自己的业务，包括其子公司和其价值链，即直接和间接建

立的业务关系。为了遵守公司的尽职调查义务，公司将需要识别实际或潜在的负面人权和环境

影响，防止或减轻潜在影响，结束或尽量减少实际影响，建立和维持投诉程序，并公开交流尽

职调查情况。此外，属于第一组的公司将需要有一个计划，以确保其业务战略与《巴黎协定》

相一致，特别是与限制全球变暖 1.5℃的目标相一致。

反对强迫劳动战略

在同一天，欧盟委员会还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体面工作的公报。通过这项战略，欧盟的目

标是在欧盟内部和全球范围内倡导更高的劳动标准，例如，推动消除童工和强迫劳动。同时，

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 2021 年盟情咨文中宣布的那样，欧盟委员会正在准备一项新

的立法文书，以禁止强迫劳动制造的产品进入欧盟市场。

总的来说，欧盟重新关注更高的劳工标准，它建立在消除强迫劳动和童工等问题来制造产

品的基础上，这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通过该战略推动工业部门的问责制。欧盟委员会

公开表示，它的目标是使欧盟在可持续发展和人权方面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全球领导者，而冯德

莱恩采取的形式是为私营部门制定更严格的规则，以努力改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球供应链的行

为。

数字政策：芯片行动和数据行动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doing-business-eu/corporate-sustainability-due-diligence_en#which-companies-will-the-new-eu-rules-apply-to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187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PEECH_21_4701


在发展欧盟数字经济过程中，冯德莱恩团队坚信芯片和数据的重要性，芯片是关键产业价

值链的战略资产，数据被认为是数字经济的新“石油”。因此，欧委会最近分别在芯片和数据

领域展开立法程序。

根据冯德莱恩在盟情咨文演讲中的承诺，欧盟委员会于 2 月 8 日公布了《欧洲芯片行动》

提案，这是一套全面的措施，旨在确保欧盟在半导体技术方面的供应安全、弹性和技术领先地

位和应用。根据欧盟委员会的说法，《欧洲芯片行动》将确保欧盟拥有成为该领域领导者所需

的工具、技能和技术能力，同时确保其半导体供应并减少其对外的依赖。该方案包括：欧洲芯

片倡议，汇集来自欧盟国家和与现有联盟计划相关的第三国以及私营部门资源的增补版“芯片

联合承诺”；通过吸引投资和提高生产能力来确保供应链安全的新框架；一个以促进初创企业

获得融资的芯片基金；以及欧盟国家和欧委会之间的协调机制，用于监测半导体供应、预估需

求和预测短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现在的任务是通过谈判将上述一揽子计划转化为法律。

2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提出了《数据法案》的建议，该法将为欧盟所有经济部门的数据的

获取和使用制定规则。通过这一法案，欧盟委员会确保数据规则将得到执行，并刺激欧盟的竞

争性数据市场和数据驱动的创新。该建议将遵循普通立法程序，进入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

谈判程序。

数据法案是 2020 年 2 月欧洲数据战略的第二个主要立法举措，该战略旨在使欧盟成为数

据驱动社会的领导者。它是继 2020 年 11 月 25 日提出的《数据治理法》之后，由欧洲议会和

欧盟理事会在 2021 年 11 月批准同意。这两个立法项目将协同发挥作用：《数据治理法》将创

建流程和结构，以促进公司、个人和公共部门的数据共享，而《数据法案》将阐明在哪些条件

下，谁可以从数据中创造价值。

产业政策：战略依赖性

2 月 23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对欧洲战略依赖性的分析报告（第二版）。这份后续报告建

立在 2021 年最新工业战略框架下进行的第一份分析报告之上。这份后续报告审视了欧洲面临

对第三国战略依赖的五个领域--稀土和镁、化学品、太阳能电池板、网络安全和 IT 软件，来

了解和解决可能的风险。

报告指出，欧盟对稀土、镁和光伏电池板的战略依赖源于其全球生产高度集中在中国，因

为在欧盟国家内，这些物资的供应多样化或替代的选择有限。报告还指出了一些对一系列工业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的化学品的依赖性。此外，欧盟在网络安全和 IT 软件等关键技术方面与全

球竞争对手相比同样存在弱点。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european-chips-act-communication-regulation-joint-undertaking-and-recommendat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library/european-chips-act-communication-regulation-joint-undertaking-and-recommendation
https://digital-strategy.ec.europa.eu/en/policies/strategy-data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CELEX:52020PC0767
https://ec.europa.eu/docsroom/documents/48878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1884


报告评估了欧盟为解决其战略依赖而采取的行动，并指出已经取得的重大进展，包括：为

现有的原材料、电池、氢气、半导体和云服务的工业联盟建立投资管道；通过了电池、氢气和

半导体的监管建议；以及在原材料领域，建立新的国际合作伙伴关系等。

贸易政策

2 月 18 日，欧盟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诉讼，指控中国限制欧盟公司在外国法院保护和使

用其专利。在提出这个关于知识产权执法的案件时，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严重限制拥有关

键技术（如 3G、4G 和 5G）权利的欧盟公司在其专利被中国手机制造商等非法使用或没有适当

补偿的情况下获得保护这些专利权。在中国境外上法庭的专利持有人在中国面临巨额罚款，使

他们面临压力，不得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许可费和解"。

欧盟委员会称，根据世贸组织规则，这种做法是非法的，因此决定诉诸其争端解决机制。

在相关的新闻稿中，欧委会还表示，"中国的这一政策对欧洲的创新和增长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有效地剥夺了欧洲技术公司行使和实施赋予其技术优势权利的可能性。" 欧盟要求的争端解决

协商是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的第一步。如果他们在 60 天内没有得到一个令人满意的解决方

案，欧盟可以要求世贸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裁决此事。

空间和防御

与前几任欧盟领导人不同，冯德莱恩领导的欧盟委员会一直给予欧盟空间和国防政策的发

展相当大的关注。这方面的重要举措有：预计将于 2022 年 3 月提交的《欧盟安全与防务战略

指南》，以及 2021 年 4 月通过的欧盟太空计划，该计划在 2021-2027 年间的预算为 148.8 亿

欧元。

2 月 15 日，欧盟在对内部国防和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提出了一些由欧盟委员会牵头的倡议。

这些倡议涵盖了从常规国防工业到陆、海、空装备，以及网络和空间威胁、乃至于军事机动和

气候变化导致的全方位的挑战；以及安全和防务关键技术路线图。通过这些举措，欧盟委员会

旨在促进欧盟国防市场发展，刺激欧盟国家对关键战略能力的投资，并激励增加国防能力的联

合采购。

在同一天，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两项关于空间政策的倡议，它们是关于安全连接和空间交通

管理。第一项关于天基安全连接的条例建议，它呼吁建立一个欧盟天基安全通信系统，以确保

长期向全世界提供不间断的安全和具有成本效益的卫星通信服务。在欧盟委员会看来，这个天

基通信系统将使整个欧洲的公民和企业能够获得先进、可靠、快速和无死角的连接。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256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ispu_e/cases_e/ds611_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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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europa.eu/info/files/communication-commission-contribution-european-defence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communication-roadmap-critical-technologies-security-and-defence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proposal-regulation-establishing-union-secure-connectivity-programme-period-2023-2027_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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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关于空间交通管理（STM）的联合通讯，它提出了一个欧盟战略，以促进空间的安

全、可靠和可持续利用。欧盟委员会认为，轨道上的卫星和私人参与太空活动呈指数级增长可

能会使欧盟空间资产的复原力和安全面临严重风险。该战略建立在四个要素之上：评估 STM 的

民用和军用要求以及对欧盟的影响；加强我们识别和跟踪航天器和空间碎片的技术能力；为

STM制定适当的规范和立法框架；建立 STM的国际伙伴关系，并在多边层面上参与。

  

欧盟委员会在提出新立法倡议或更新立法时，会请相关利益攸关方，包括商业协会如欧盟中国商

会等发表反馈意见。我们列出正开放的公共咨询，供您参考。

 在公布提案之前，欧盟委员会欢迎各方为碳清除量的认证制定规则提出意见 [链接]

 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数字增值税，它将涵盖增值税报告义务和电子发票、平台经济的

增值税处理和单一的欧盟增值税登记。[链接]

 欧盟委员会正致力于修订 REACH 法规--该法规对化学品和危险评估物质进行监管--目

的是实现无毒环境。[链接]

 欧盟委员会欢迎对欧盟太阳能战略的看法和意见。[链接]

 为了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项目，欧盟委员会欢迎对现有投资障碍的反馈，如许可程序

的长度、规则和程序的复杂性、电网连接问题以及许可机构的人员配置等。[链接]

 欧盟旨在为重型车辆制定更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链接]

 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解决释放到环境中的微塑料的倡议。该倡议主要关注标准化、

认证和监管这些塑料的主要来源，目的是减少环境污染和潜在的健康风险。[链接]

 到 2022 年，欧盟委员会将对欧盟现行规则进行分析，以检测其是否在任何时候都能

实现强有力的、全面的消费者保护。该分析将涵盖有关破产保护的规则，并将考虑到

可持续和智能交通战略中宣布的保护乘客权利的相关行动。[链接]

 欧盟委员会正在研究制定标准必要专利（SEPs），这是保护特定标准所必需的技术专

利。专利持有人承诺以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条款和条件准许标准的使用者使用

其 SEPs。欧盟委员会认为，发现一些用户准许使用 SEPs 的系统不透明、不可预测或

效率不高。因此，这一举措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和平衡的许可框架，并可能结合立法和

非立法行动。[链接]

 欧盟委员会建议修改适用于欧盟中央对手方（CCP）和使用其服务的市场参与者的现

行框架。欧盟委员会称，对该框架的修改将旨在使欧盟成为一个更具吸引力的清算中

心。它们将包括提高欧盟中央交易商的流动性和加强欧盟中央交易商监管框架的措施。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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