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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缺共識　泰國擱置加入 CPTPP 計劃

據中國時報 4月 28日報導，泰國內閣原定 4月 28日就泰國加入《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計畫事宜進行討論，但在國內社會意見分
歧之下，泰國內閣於會前決議不將該計畫案納入討論議程，此舉等同於擱置
申請加入 CPTPP計畫。

泰國商業部長朱林表示，「因不同群體的意見衝突，商務部決議撤除該
加入提案，只要國內社會不同群體的意見未達成共識，內閣會議就不會討論
該提案」。

對於泰國加入 CPTPP，正方意見如泰國商業部研究報告顯示，此舉將振
興泰國的經濟成長、出口、吸引外資，並能協助緩解新冠肺炎疫情的負面衝
擊。該報告表示，倘泰國參與 CPTPP，則泰國 GDP將成長 0.12%，出口成
長 3.47%，投資亦成長 5.14%，預計雞肉、糖、稻米、海鮮、水果、橡膠、
汽車零件、電器、服飾等產品的出口將增加，並創造價值約 734億泰銖的
就業機會。倘泰國未加入 CPTPP，則泰國將損失 266億泰銖，占泰國 GDP
約 0.25%，出口減少 0.19%，投資亦減少 0.49%。鑒於新加坡、越南等東
南亞國家已是 CPTPP成員，泰國若未加入該協定，恐在貿易、投資、區域
供應鏈與生產過程的連結性上遭受相關機會損失。因此，泰國必須尋求新的

面臨各方的反對，泰國商務部撤回入會 CPTPP的提案。

圖／ bckfwd on 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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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或貿易協定如 CPTPP，以提升泰國的貿
易競爭力與投資吸引力。

反方意見則認為，加入 CPTPP將會損害泰國
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業與健康照護部門。例如，
泰國農民與民間團體即對於加入 CPTPP表示擔
憂，認為此恐阻礙農民保存並再利用擁有專利的
作物種籽，因為這類種籽按協議條款將被專利壟
斷，使農民失去種植自由，進而衝擊國家的糧食
安全。批評者亦認為 CPTPP將影響人民獲取可
負擔得起的醫藥品，因部份醫藥品涉及智慧財產
權與專利權的保障，使政府無權生產這類專利藥
品。亦有批評者認為，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情
況下，並不是討論申請加入 CPTPP的適當時機。

印度政府擬提出投資免稅期優惠　

強化招商引資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5月 14日報導，
印度政府為提振受新冠肺炎疫情重創之疲弱經
濟，刻正積極研擬各項投資優惠措施，尤其新的
投資免稅期 (Tax Holiday)吸引外人投資之方案。

據印度媒體經濟時報 (The Economics Times)
報導，印度商工部建議給予投資金額超過 5億美
元的新投資案 10年免稅優惠，但必須在今年 6
月 1日起 3年內開始營運，涵蓋產業部門包括醫
療器材、電子、通訊設備及資本財投資等。

上述投資優惠草案，商工部建議針對投資金
額超過 1億美元之勞力密集產業如紡織、食品加
工、皮革、製鞋等提供 4年免稅期；另建議未來
6年將公司稅率進一步調降為 10% 【註：印度政
府已於去 (2019)年 9月 20日宣布將公司基本稅
率由 30%下調至 22%，有效公司稅率 (包括附
加費 )則從 34.9%下調至 25.2%，並針對 2023
年 3月之前新設製造業公司，稅率從 25％降低至
15％ (有效稅率 17％ )】。上述各項投資優惠措
施，規劃與現有的其他投資優惠可同時享有，惟
本案仍在徵詢財政部意見中。

為招商引資，印度商工部亦積極改善其基礎
設施及服務，並已列出前 50大產業聚落，包括
紡織、製藥、食品加工及珠寶等，將改善其基礎
建設、檢測室、研發設施等，以營造更佳的投資

環境。除上述製造業外，商工部也規劃將旅遊等
服務業納入改善之列。

疫情衝擊下越南進出口貿易逆勢成長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 2020年 4月份國際經貿
規範動態分析，新型冠狀病毒自 2020年初延燒
至今，越南自疫情爆發以來採取一系列嚴格的
「抗疫」措施，包括對中國大陸、韓國、歐洲
國家等實施入境管制，自 4月 1日起更在全國
範圍內實施社會隔離等，因此截至 4月 20日，
越南累計確診病例僅為 268例，0死亡，在東南
亞 6個主要國家中為最少。然嚴格防疫措施已經
為越南經濟帶來不小衝擊。據越南統計總局的最
新數據顯示， 2020年第一季的 GDP成長率僅達
3.82%，恐難以實現越南政府此前對 2020年的
經濟成長所定下 6.8%的目標。

疫情衝擊越南各行各業，觀光服務業即深受
其害。2020年 3月單月，赴越南的外國遊客僅
為 44.9萬人次，慘跌 68%。此外，包括台商在
內的越南中小型企業亦面臨「斷料」與「外需疲
軟」的雙重困難。然而越南第一季的進出口貿易
金額仍呈雙雙成長。越南在 2020年第一季進出
口貿易額約 1,227.3億美元，成長 5.7%，貿易順
差金額約37.4億美元，大幅成長156%。據統計，
越南的順差主要來自外資企業出口活動。

美國和中國大陸仍分別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
場和進口市場。在 2020年第一季，越南仍以手
機及零件、電子產品、計算機與零部件、紡織品、
機械設備與零件等為主力出口貨品，主要進口的
產品包括電子產品、電腦與零部件、紡織製鞋業
原材料等。由於此次疫情也加劇了外資企業撤離
中國大陸以分散風險之趨勢。在此背景下，越南
正在準備爭取新一波自中國大陸遷廠潮。

商業環境惡化

新加坡 4 月私部門 PMI 再創新低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5月 8日報導，
金融資訊分析公司 IHS Markit發布資料顯示，4
月份新加坡私部門採購經理指數 (PMI)進一步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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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8.1，再創下資料公布以來的新低，顯示商業
環境急劇惡化。IHS Markit調查的對象是新加坡
400家私人企業。3月份的 PMI值 33.3已是當時
新低水準。

新加坡從 4月 7日起到 5月 4日實施為期
28天的阻斷措施（Circuit Breaker），要求保持社
交安全距離，減緩疫情散播，總理李顯龍 4月 21
日再宣布延長阻斷措施 1個月到 6月 1日。新加
坡並未封城，沒有調升「疾病爆發應對系統」等
級到紅色警戒，但外界多半視之為半封城或準封
城狀態。

報告指出，新加坡私部門於第二季度初陷入
更深萎縮並不意外，當全球經濟受劇烈負面衝擊
時，首當其衝的是小型開放式經濟體。出口指標
尤其可看出需求方面的負面衝擊，而阻斷措施目
前看來對經濟有巨大影響。

新加坡產出跌幅亦為近 8年來最高。82％的
企業表示業務活動水準低於 3月份。阻斷措施讓
需求急跌，新訂單跌幅為歷來最大。客戶暫停業
務，以及海外市場採取阻斷封鎖措施等，亦為新
訂單減少主因。

由於政府推出的薪資和房地產租金回扣，降
低了營運開支，因此 4月份的整體商業投入成本
大幅下跌，而跌幅也是歷來最大。另外，原料運
送時間在 4月份顯著拉長，使供應鏈面對巨大壓
力，員工短缺和貨物運送困難是兩大主因。

渣打下調香港全年 GDP 預測至 -7.2%

據香港經濟日報 5月 11日報導，渣打調低
香港今年本地生產總值（GDP）增長預測，由原
先預期按年跌 4.8%，下調至收縮 7.2%，主要由
於第一季的經濟收縮情況較預期的更嚴峻，而第
二季的經濟表現亦很可能進一步惡化，至下半年
才會緩步復甦。如果情況較基本預測更悲觀，渣
打預估香港經濟會收縮 9.2%。

渣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恆表示，雖然
中國大陸於第二季度重啟經濟，但其他許多國家
於 4月才大規模實行封鎖措施防疫，外圍宏觀環
境滿佈陰霾，全球經濟衰退風險劇增。該行預料
香港仍會維持社交隔離措施一段時間，失業率將
繼續上升，加上9月立法會選舉前社會氣氛緊張，
都會影響香港的經濟表現，只能逐步呈U形反彈。

另綜合媒體報導，5月 28日，第 13屆人大
會議以 2878票贊成、1票反對，高票通過授權
人大常務委員會制定「港版國安法」。法案通過
後將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由港府在當地公
布，即日起實施，不須經立法會審議。這項授權
草案共有 7項條文，其中提及人大常委會必須制
定相關法律，採取必要措施防範、制止和懲治在
香港的「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
怖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活動」。5月 29日，美國總統川普宣布撤銷香港
特殊待遇並提出多項反制中國大陸措施。

香 港 2019 年 第 3 季
GDP成長率衰退 2.8%，是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首見
的經濟負成長。近年香港
遭逢美中貿易戰、反送中
事件，2020年初又有新冠
肺炎攪局，香港經濟已經
連續 3季衰退，今年第 1
季的 GDP衰退幅度更高達
8.9%，創下有紀錄以來最
大衰退幅度。

無視港人抗爭中共，人大最終以「2878：1」票通過「港版國安法」。圖為
5月 28日，香港街頭直播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外記者會現場


	200615_兩岸經貿342期封面-電
	2020-342期兩岸經貿內頁-電子 .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