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亞太11國簽署 CPTPP　最快年內生效

據蘋果日報 3 月 10 日綜合報導，澳洲、汶萊、加拿大、智利、日本、

馬來西亞、墨西哥、紐西蘭、秘魯、新加坡及越南等 TPP 11 個會員國 3

月8日假智利聖地牙哥正式簽署「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

誓言促進全球貿易，對抗保護主義。

在川普要求下，美國去（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

協商，其餘 11 國去年 11 月於越南召開峰會，將 TPP 更名為 CPTTP，誓言

促進全球貿易，對抗保護主義。在完成簽約後，後續待半數以上簽署會員

國，完成國內審議程序並通知後 60 天即生效。 

第一波加入的名單包括澳洲、紐西蘭、汶萊、馬來西亞、新加坡、越

南、日本、智利、秘魯、墨西哥、加拿大等 11 國，共涵蓋 5 億人口的消

費市場，占了全球 GDP 的 13.5%。協定旨在降低 11 國之間逾 98% 的關稅，

被視為對抗美國保護主義的利器。

由於 CPTPP 具有包容性，不像 TPP 需考量會員國 GDP 比重，生效後

即開放第二波成員加入，協定中亦載明可採用個別關稅領域的身分加入，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導，台灣、南韓、印尼、泰國、菲律賓、斯里蘭卡，

甚至英國都被視為可能的新成員。 

加拿大
38.37（0.67%）

馬來西亞
175.59（3.04%）

越南
136.25（2.36%）

日本
627.38（10.88%）

墨西哥
29.64（0.51%）

新加坡
263.35（4.57%）

汶萊
2.36（0.04%）

澳洲
113.97（1.98%）

紐西蘭
13.08（0.23%）

秘魯
5.65（0.10%）

智利
16.17（0.28%）

CPTPP�11 個會員國占我國貿易額情形

資料來源：國貿局
註：紅字4國為台灣前10大貿易國，單位：億美元／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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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峰會閉幕　聚焦南海與洛興雅危機

據中央社雪梨 3 月 18 日報導，澳洲與東南

亞國協 (ASEAN）國家 18 日宣誓要提升彼此的國

防聯繫，並強調南海非軍事化的重要性。而在這

次澳洲與東協的峰會中，緬甸洛興雅（Rohingya）

難民危機也成為焦點。

另據法新社報導，東協國家領袖在雪梨舉

行為期 3 天的高峰會，會中還同意更緊密合作，

以對抗暴力極端主義和激進化的威脅。僅管峰

會最終公報提到，與會國家決心「保護自身人

民的人權」，但有關成員國緬甸對待穆斯林少

數民族洛興雅（Rohingya）的方式，公報卻未予

以譴責。

自從緬甸當局 6 個月前對若開邦（Rakhine）

的洛興雅族群發動殘酷的鎮壓行動，近 70 萬洛

興雅難民逃亡到孟加拉。聯合國稱這是「種族清

洗」行動，但緬甸實際領導人翁山蘇姬卻強烈否

認指控。她也出席這次的雪梨峰會。

另一方面，南海緊張情勢仍是區域領袖一大

憂慮。在未點名北京的情況下，澳洲和東協重申：

「有必要維持和促進區域的和平、穩定、軍事安

全和海空交通自由。」

出席鋒會的領袖還表示，他們想見到「針對

有效的南海行為準則達成初步結論」。澳洲總理

滕博爾說：「我們將信守承諾，在區域遵循有規

則的秩序和國際法，包括在南海。」

與會領袖也承諾加強「防禦合作的深度和廣

度」，除了對朝鮮半島緊張情勢加劇表達「嚴重

關切」，東協領袖也同意更緊密合作，對抗區內

暴力極端主義與激進化威脅日增的情況。

澳洲儘管不屬於東協 10 國，仍於本次主辦

東協會議，以期能在中國大陸影響力日增之際，

尋求與東南亞建立更緊密的政治與貿易聯繫。

東協拚世界工廠　寄望數位科技

據聯合報 2 月 21 日報導，顧問公司麥肯錫

（McKinsey）報告指出，數位科技可以協助東南

亞國家成為真正的「世界工廠」，為當地帶進價

值 2,160 億至 6,270 億美元的生產力。

麥肯錫在報告中探討數位破壞對東南亞國協

（ASEAN）的製造業和科技公司造成的影響，在

逾兩百位受訪者中，超過七成五的受訪者表示，

預期數位科技會帶動公司逾 10% 的營收，成本

則會以相同幅度下滑。

以全球來說，麥肯錫預測製造業的生產力

將增加 3.7 兆美元，而若東協國家的生產力增加

6,270 億美元，將占全球 17%。

不過，麥肯錫也列舉東協國家製造業得先克

服的幾個障礙。麥肯錫指出，「儘管多數國家的

勞動成本比中國大陸低，低勞動生產力仍可能會

阻礙東協的野心。」例如，若以每日薪資計算，

被視為是大陸競爭對手的越南的製造業生產力較

大陸少 87%。

此外，東協國家也可能遇上「對現有科技的

經驗不足，資訊也十分短缺」的問題，進而阻礙

對新科技的適應。

麥肯錫指出，隨著這股趨勢不斷發展，電

子、消費性產品和製藥業等關鍵產業將獲得極大

利益，預估光是電子製造業的生產力就能提升三

至五成。

新加坡東南亞研究院（ISEAS）研究主任巴

塔洽爾雅表示，若推廣自動化，將導致總工作數

量下滑，特別是在製造業，「低技能和年長勞工

將首當其衝，但其餘部分的勞工也會受影響。」

國際勞工組織在 2016 年的報告預測，柬埔

寨、印尼、菲律賓、泰國和越南這 5 個占東協約

8 成勞動人口的國家中，近 5 成 6 員工會因未來

幾十年的科技發展，面臨被取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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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業資產配置　以投資股票債券最盛

據日本經濟新聞 3 月 1 日報導，2016 年度

日本企業保有資產配置，以併購海外企業或擴大

對海外子公司的股票投資等方式增加最多，對機

器設備或土地的投資則多維持現狀，顯示日本近

來對海外投資轉趨積極。

企業固定資產保有方式，大約可分為（1）

機械、土地等有形資產、（2）商標、專利等智

慧財產權相關之無形資產、（3）股票、債券投

資等三種型態。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2016 年

度日本企業的固定資產較前年度增加 4.8%，

達 918 兆日圓。其中股票、債券投資增加約

10.0%，達 438 兆日圓，占整體之 47.8%。機器

設備、土地等有形資產約 455 兆日圓，占整體之

49.6%，惟係 1990 年代以來首次跌破 5 成以下。

日本企業近來積極併購海外企業或對擴大對

海外子公司投資。2017 年日本企業收購海外企業

趨勢繼 2016 年後持續增加，件數達 672 件。日

本企業透過對海外子公司提供機器設備等有形資

產出資方式，換取股利分配，2016年度「利潤率」

達 8.2%，為 1989 年泡沫經濟時期 9% 之後的最

高紀錄。另一方面，機械、土地等有形資產投資

自 2000 年以來，幾乎維持同一水準，無顯著增

長。主要原因是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企業怕持

有設備及不動產等不良資產，在 1998 年最高峰

時期達 498 兆日圓以來，即呈現下跌趨勢。

根據日本政策投資銀行 2017 年度對製造業

設備投資動機調查發現，表示「體質加強」者為

21.4%，為歷年來最低記錄；回答「維持、補修」

者為 28.1%，創過去新高。顯示日本企業雖積極

向海外投資併購，然國內設備投資增加產能則裹

足不前。

另外，2016 年度專利等無形資產投資僅占

全體之 2.6%。反之，過去日本很多企業為減少

失業風險，對利用 IT 技術加強組織效率化不積

極，但近年來日本面臨嚴重的人手不足，因此

2016 年度包含 IT 化、省力化等在內的智財權資

產大幅增加 22.6%，預料今後在智財權等無形資

產投資也將呈增加趨勢。

2017年廉潔指數　新加坡全球排名第六

國際反貪污組織「透明國際（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2月21日公布2017年廉潔指數，

新加坡取得 84 分的成績，與瑞典並肩為全球排

名第六最清廉國家，也再次成為亞洲最清廉的國

家。紐西蘭以 89 分排名第一，成為全球最廉潔

的國家。

2016 年登上榜首的北歐國家丹麥獲得 88

分，滑落至第二位，芬蘭、挪威和瑞士則以 85

分並列第三。其他國家地區包括香港比 2016 年

升了兩級至第 13 位，美國和日本分別排名 16 和

19 名，台灣排名 29，中國大陸則以 41 分排第

77 位。東南亞方面，汶萊排名第 32 位，僅次於

新加坡。馬來西亞排名第 62 位，印尼、泰國並

列第 96 名。墊底的以中東和非洲國家為主，索

馬利亞在清廉指數上只取得 9 分，處於 180 個

國家與地區之末。

此外，新加坡貪污調查局也指出，香港政

治與經濟風險諮詢機構（Political and Economic 

Risk Consultancy，簡稱 PERC）2017 年的報告將

新加坡列為亞洲最清廉的國家。世界正義工程組

織發布的最新法治指數，也把新加坡列為全球第

四大清廉國家，在亞洲則排名第一。貪污調查局

局長黃宏冠表示，新加坡高效清廉的公共服務獲

國際認可，是全球最少公共領域貪污案的國家之

一。

兩岸經貿 Straits Business Month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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