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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與歐盟完成貿易協定　10 年達成零關稅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 6月 11日報導，越南國會全體會議 6月 8日分別
以 94.62%和 95.65%贊成票通過《歐盟越南自由貿易協定》（EU-Vietnam 
Free Trade Agreement, EVFTA）以及《歐盟越南投資保障協定》（EU-Vietnam 
Investment Protection Agreement, EVIPA）；此協定於 6月 30日簽發，並自
此在 30天内正式對歐盟與越南生效。在 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對越南經
濟造成諸多負面的影響下，這兩項協定的通過被期待可讓越南快速恢復經濟
成長、吸引更多高品質的投資、實現供應鏈多元化、減少對少數市場的過度
依賴等。

早於 2020年 3月 30日，歐盟議會已經通過 EVFTA，越南成爲繼新加
坡之後第二個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協定的東協國家。EVFTA的簽訂標誌著越
南進一步融入世界經濟的重要里程碑，越南藉此可以與歐盟 27個成員國進
行合作，有助於提高越南的經濟成長率、推動越南與歐盟的進出口貿易、投
資以及提升越南的科技發展程度等。

據估算，EVFTA在生效的前 5年有望將越南的GDP提高 2.2%至 3.3%，
在 10年後可提高至 4.6%至 5.3%。EVFTA也創造新的就業機會，預計每年
新增 14.6萬個工作機會，令數十萬越南人擺脫貧困。

歐盟是越南十分重要的貿易夥伴。據越南海關總局的統計，越南―歐盟
的雙邊貿易總額由 2000年的 41億美元增加至 2019年的 564.5億美元，足
足成長了 13.7倍。其中，2019年越南對歐盟出口 415億美元，自歐盟進口
150億美元，歐盟長期位居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場，出口產品以紡織與鞋類、
手機、電腦、農產品爲主。是故，協定生效後將為越南出口產品打開歐盟市
場，尤其是紡織與鞋類將從中大大受益。

受到疫情影響，累計 2020年 1至 4月越南紡織品、成衣出口金額 106.4億美元，
較去年同期減少 6.6%。

圖／歐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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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FTA核心重點是打破關稅，生效後，歐盟
將取消其對越南商品的 85％關稅，並在接下來
的 7年內，逐步削減其餘關稅。同樣的，越南也
取消對歐盟出口產品的 49％進口關稅，並在 10
年內達成零關稅。此舉可能大幅促進越南的經濟
增量。

韓擬對日本出口管制恢復提訴 WTO

據聯合新聞網 6月 3日報導，南韓政府 6月
2日宣布將再度向世界貿易組織（WTO）申訴，
狀告日本過去幾個月實施的出口管制，此舉使搖
搖欲墜的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

日本經濟產業省自去（2019）年 7月實施管
制關鍵電子原料對韓出口，南韓就此向WTO提
出申訴，去年 11月 22日暫停程序，南韓通商部
今年 5月 12日表示，已改善日本提出的 3項限
制出口原因，要求日方在 5月底前就恢復對韓出
口表態，但未獲確切回應。

日本去年 7月加強出口管制銷往南韓的光阻
劑（photoresists）、蝕刻氣體氟化氫（hydrogen 
fluoride）， 以 及 氟 聚 醯 亞 胺（fluorinated 
polymide）這三項半導體關鍵原料。日本也把南
韓移出「貿易白名單」，指責南韓未善加管制敏
感材料，導致這些可能遭其他人用於軍事領域。
南韓隨後將日本移出「貿易白名單」做為反擊。

今年5月，南韓再度呼籲日本取消貿易限制，
並呼籲日本一起克服新冠病毒疫情的經濟衝擊。

日本政府先前聲稱實施出口管制的理由
包括韓日政策對話中斷、南韓未對常規武器
（conventional arms）採取滴水不漏管制（catch-
all）、出口管理措施及人力不足等 3項，不過外
界多認為，日本此舉是為報復南韓最高法院判
決，要求日企須就二戰時期遭日本企業強徵的南
韓勞工進行賠償。

日本強化外資併購

交易之國安審查機制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 6月 4日報導，日本甫於
5月 8日公布新修正之《外匯和外國貿易法》，

授予行政部門能夠迅速阻擋可能威脅國安的外資
併購交易之權限。除了目前已經公告的武器、汽
車、電信等 12個涉及國家安全的產業部門之外，
日本政府考量到新冠病毒疫情流行的情況，近期
已進一步將醫療產業新增為第 13個具有國家安
全性質之「核心業種」，並規劃把疫苗、藥物等
產業的製造商，納入國安保護名單，加強外商投
資醫療領域之投資審查。

新修正之《外匯和外國貿易法》嚴格限制外
資對具有國安疑慮的日本公司進行投資，將外資
買進日本國安相關公司股份的呈報門檻比例，從
10%降至 1%，旨在阻擋可能威脅國安的外資併
購交易。經公告為具有國家安全顧慮之「核心業
種」，日本財務省依法可將核心業種下的日本公
司指定為國安相關公司。經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
公司，在接受外國投資上將受到更嚴格的約束。

新法公告之初，日本財務省已將武器、汽車、
電信等涉及國家安全的 12個領域列為「核心業
種」，並從約 3,800家上市公司中，選出的 518
家國安相關之日本公司，指定為國安相關公司。
只要外資購買 1%或以上的日本特定產業上市公
司股份，就必須取得日本投資審議主管機關之許
可，若經日本政府審查後發現問題，則可更改或
取消交易。例如豐田汽車公司、索尼（SONY）公
司和軟銀集團（SoftBank Group Corp.）等，以及
NTT Docomo、KDDI等電信業者。

此外，財務省依法將動態檢討國安相關公司
之指定清單，經列入指定清單的日本公司僅有 30
天之過渡期，以便使日本政府部門可以迅速保護
具有國安顧慮的產業。

外界普遍認為，日本修改《外匯和外國貿易
法》的目的，是為了阻擋中國大陸投資，以避免
日本技術外流，或民生受到影響。

新加坡競爭力蟬聯全球榜首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6月 17日報導，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6月 16日發表的全球
競爭力報告指出，新加坡連續第 2年在 IMD獲選
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其主因為新加坡成功
在國際貿易與投資，以及就業和人力市場政策中
取得強勁的經濟表現。同時，新加坡的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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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科技基礎設施穩健，電信、網速及
高科技出口也都發揮重要作用。

對於新加坡的競爭力繼續名列
世界前茅，新加坡貿工部長陳振聲
表示，如何協助員工及企業應對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造成的經濟衝擊，並利
用經濟下滑期間深化員工和企業的能
力，確保處於有力的位置，將是新加
坡接下來的挑戰。

亞洲經濟體當中，除了新加坡保
持第 1、台灣從第 16升至第 11、韓
國從第 28升至第 23外，其他經濟體
的名次都滑落。香港從第 2跌至第 5、
中國大陸從第 14滑落到第 20、日本
則從第 30跌至第 34。另外，因美中
貿易戰打擊，美國從第 3滑落至第
10。

今年競爭力排名第 2到第 5的經濟體依序是
丹麥、瑞士、荷蘭和香港，凸顯了小型經濟體的
競爭優勢。

美商務部撤銷香港特殊地位

取消出口證豁免

據中央社 6月 30日報導，趕在北京即將表
決港區國安法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宣布，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暫停對港執行
優惠待遇規定，包括提供出口許可證豁免。商務
部也正進行取消差別待遇評估。

對於北京強推港區國安法，美國總統川普曾
經在 5月底發出警告，若北京執意而為，將取消
賦予香港不同且特殊待遇的政策豁免。在北京即
將通過港區國安法前，美國國務院與商務部同步
宣布最新制裁措施。

羅斯透過新聞稿指出，隨著中共對香港實施
新安全措施，美國敏感技術被轉移到中國人民解
放軍或國家安全部的風險增加，同時破壞香港自
治，美國拒絕承擔有關風險，因此決定撤銷香港
特殊地位。

他表示，商務部給予香港的優惠待遇規定，
包括出口許可證豁免，將被暫停，並禁止出口國

防設備與敏感技術到香港。此外，商務部也在評
估進一步取消差別待遇行動。

在商務部發出聲明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Mike Pompeo）也發出聲明表示，隨著北京持
續往通過港區國安法邁進，美方即日起停止出口
美國製防衛設備至香港，未來也將針對美國防衛
與雙重用途技術，採取步驟對香港施行與中國相
同的出口限制。

蓬佩奧指出，美國是被迫採取這項作為，
以維護自身國家安全。他說：「美方無法再區分
管制防衛項目是出口至香港還是中國大陸，中國
人民解放軍主要任務是不擇手段捍衛中共獨裁專
政，美方不能冒險讓這些設備落入他們手中。」

根據美國國務院 2019年香港政策年度報
告，香港目前能透過「直接商業銷售」（Direct 
Commercial Sale）取得美國管制防衛設備，但有
出現出口項目移轉的情況發生，引發美方關切。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 6月 28日下午舉行委
員長會議決議，將「港區國安法草案」提交常委
會議審議。30日在會上表決，並獲 162名常委
全票通過。這部被視為終止香港「一國兩制」的
法律，將在 6月 30日 23時公告後，列入香港《基
本法》的附件三，正式生效。

7月 1日，一名通勤者在香港地鐵站內走過一張遭人
破壞的《國家安全法》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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