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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 15 國正式簽署 RCEP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RTA中心11月19日報導，中國大陸、南韓、
日本、紐西蘭、澳洲及東協 10國已於今（2020）年 11月 15日的視訊會
議中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議》（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RCEP將涵蓋全球 22億人口，GDP合計共達 26.2兆
美元，若以人口和 GDP計為目前全球規模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RCEP於
2011年的東協峰會（ASEAN Summit）首先被提出，其後於 2012年正式啟
動談判，歷經超過 8年的漫長談判終於接近尾聲。RCEP原先包括印度在內
共 16國，印度於 2013年加入 RCEP談判，然而於 2019年以保護中小企業、
工人及農民為由，宣布退出談判。

RCEP將針對貨品及服務、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等議題進行調降關稅
及建立相關規則。RCEP的締約國大多屬於糧食出口國，考慮到避免對農
產品市場價格造成大幅波動，RCEP在農業及漁業上的開放幅度遠較 CPTPP
為小，而且程度不一。日本在農產品部份，只對自東協會員國、澳洲及紐
西蘭進口的農產品削減 61%關稅，而中國大陸及南韓則分別削減 56%及
49%關稅，當中日本將保留稻米、豬肉、牛肉、小麥、奶製品及糖在內關
鍵農產品的關稅。整體而言，日本在 RCEP關稅削減幅度較日本－歐盟經濟
夥伴協定（Japan-EU EPA）及 CPTPP中對漁、農產品削減 82%關稅為低。
除此之外，中國大陸將對 86%從日本進口的工業產品實施零關稅，預期最
大的受益者將是日本的汽車零部件生產商。

在數位服務方面，為確保跨境的數據流動，RCEP將禁止締約國要求外
國業者以在境內設置計算設施作為提供服務之前提，但不會像 CPTPP般直
接禁止締約國要求外國業者揭露原始碼（source code），此項規定已被認
為是中國大陸的重大讓步。

目前輿論視 RCEP為美國外交的一項挫敗。在鼓吹保護主義的川普
（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後美國隨即宣布退出 TPP談判，此舉降低
了美國與其亞洲盟友之間的經貿聯繫。中國大陸則趁機以建立一個自由貿
易網路為手段，藉此鞏固其對周邊國家影響力，而 RCEP之簽署將成為中國
大陸達成此目標的重要一步。媒體預期拜登（Joe Biden）上任後會尋求重
返 CPTPP，以確保美國與亞洲盟友的關係。目前 RCEP締約國中有 7個國家
同時加入 CPTPP。與 CPTPP不同之處在於，RCEP並未涉及市場改革、保護
勞工權益、環境標準等在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協定中常見的議題，美國商
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曾批評 RCEP是「低層級的條約」（Very low-
grade treaty）。

目前各國雖然已簽署 RCEP，須待締約國完成各自內部的行政、立法程
序才會實施，因此具體實施日期仍然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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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領袖峰會 11月 20日首度以視訊方式進行，美國總統川普、大
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袖參與這場峰會。

APEC 視訊領袖峰會

聚焦疫情衝擊及未來願景

據中央社 11月 21日報導，亞太經濟合作會
議（APEC）領袖峰會 11月 20日晚間舉行，會
後發布「吉隆坡宣言」，強調合作對抗疫情、減
緩衝擊等 5大優先目標，也將進一步提升區域經
濟整合，包括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議程。

受到疫情影響，會議以視訊方式進行，由主
辦國馬來西亞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
主持。峰會進行約 2個半小時，包括美國總統川
普（Donald Trump）、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等領
袖都親自參與。臺灣方面由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代表蔡英文總統出席。

時隔 2年，今年 APEC領袖峰會終於順利產
生聯合宣言。在主辦國馬來西亞設定的「優化
人民潛力，共享繁榮之韌性未來」主題下，這
項宣言名稱為「吉隆坡宣言」（Kuala Lumpur 
Declaration）。

APEC領袖體認到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間，區
域經濟體面臨前所未見的挑戰，因而承諾將合作
支持五大優先目標。這五大目標包括對抗並減緩
疫情衝擊，改善貿易和投資，透過數位經濟、科
技推動包容性經濟參與，促進創新和包容永續
性，強化與利益相關者的互動。

宣言指出，APEC經濟領袖團結一起，有決
心讓亞太地區從疫情中復甦。「我們將持續共同
合作，透過所有可用的政策工具來支持包容性、
有效且可持續的措施，以因應新冠肺炎疫情，極
小化對民眾生計的影響」，並歡迎建立數位平臺
分享各國防疫相關的政策。

另外，各會員經濟體也將合作促進必要貨品
與服務流動，必要的人員流動能在安全情況下進
行，解決非必要的貿易障礙及強化供應鏈的韌
性。領袖們也同意在此艱困時刻，確保貿易及投
資能持續流動的重要性。

根據宣言，科學、科技與創新對亞太區域後
疫情時代的復甦至關重要。領袖們特別強調安
全、有效、可負擔疫苗的重要性；數位科技對保
護民眾健康也很重要。

有關貿易投資方面，領袖們認知到自由、開
放、公平、非歧視性、透明、可預測的貿易及投
資環境對促進經濟復甦的重要性。各經濟體將繼
續支持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工作，也會進一
步提升區域經濟整合，包括推動亞太自由貿易區
（FTAAP）議程的工作。

2018年，因美中對貿易政策爭議難解，導
致 APEC史上首次領袖宣言難產。今年峰會上，
各會員經濟體是否有爭執點，慕尤丁在會後記者
會回覆媒體詢問時表示，貿易戰的影響已被疫情
蓋過去，各經濟體今年的優先工作都在因應衛生
危機。此外，在這場疫情中看到數位經濟的崛起，

數位工具對監測疫情有很大的幫助，包
括接觸者追蹤等。

他指出，APEC今年的工作也著重
後疫情時代的經濟復甦，加速發展疫
苗，讓所有人都能接種、都能負擔得
起，也同樣重要。

越南今年前 9 月的出口額

逆勢成長 4.1%

根據越南工貿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越南的對外出口額在今年第三季達到
800億美元，比去年同期成長 11%，
與上一季相比成長 34%。總體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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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在今年前 9個月的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長了
4.1%。

越南政府在「2016-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
計劃執行情況」的報告中指出，新冠肺炎全球大
流行和供應鏈中斷嚴重衝擊 2020年前幾個月的
進出口活動，但儘管全球貿易面臨衰退，新實施
的歐盟 –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仍然有望促進越南出
口成長和供應鏈發展。

自 EVFTA於今（2020）年 8月生效以來，
越南主管機關已經核准了金額 9.63億美元的
23,800項原產地證明（Certificate OF Origin, C/
Os），使越南產品可以出口到歐盟 27國，相關
產品主要是鞋類、海鮮、塑膠與塑膠製品、咖啡、
成衣和紡織品、提包和提箱、水果和蔬菜、竹籐、
針織產品。歐盟主要進口越南上述產品的市場為
設有海港和轉運中心的國家，包括比利時、德國、
荷蘭與法國。

越南已經從 EVFTA中受惠的出口貨品包括鹹
水蝦、咖啡、百香果和稻米，其他如手機和附件、
機械設備和零附件、成衣和紡織品、皮革和鞋類、
海鮮、家具等貨品對歐盟的出口也呈現增長。

在今年前 9個月中，越南本土企業的出口額
達到 714億美元，與去年同期比增長 19.5%，

外資企業出口額為 1,310億美元（包括原油），
與去年同期相比減少 2.8%。

根據越南政府報告指出，越南今年進出口
總額預期將達到 5,270億美元，與 2019年相比
增長 1.8%，其中預計出口增長 2,670億美元，
進口增長 2,600億美元，貿易順差將達到 70億
美元。

貨物改標「中國製造」

香港正式訴諸 WTO 爭端解決機制

據自由時報 11月 3日報導，在中國大陸通
過香港版國安法後，美國下令應將輸美香港產
品改標為「中國製造」，香港當局對此表示，美
國此舉違反世界貿易組織（WTO）規範，而據
WTO公布文件，香港已針對美國要求將香港貨
物標記為「中國製造」的行為，訴諸WTO的爭
端解決機制，並要求和美國進行磋商。

香港提交給WTO的申訴中指出，美國海關
與邊境保衛局 8月宣布，必須將來自香港的貨物
標記為中國製造。香港認為，美國的新規違反了
WTO的非歧視規則，因為美國通常允許來自其
他WTO成員領土的貨物，標記為來自該領土。

據報導，美
國的新規原定於
9月下旬生效，但
其合規要求已延
至 11 月 10 日。
此前美國允許以
「香港」作為原
產地標記。而身
為中國大陸特別
行政區的香港，
則是WTO的成員
之一。據WTO規
則，香港和美國
有 60天的時間，
藉協商解決爭端，
然後香港可以要
求 WTO 作 出 裁
決。

香港已針對美國要求將香港貨物標記為「中國製造」的行為，訴諸WTO的爭端解決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