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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擴大 CPTPP 結盟　台、泰、菲、印尼列潛在對象

據自由時報 3月 22日轉《日經新聞》報導，新冠病毒疫情延燒，暴露
供應鏈過度依賴中國大陸的風險，日本將擴大 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
進展協定）結盟對象，潛在對象包括台灣、泰國、印尼和菲律賓等，正式
談判預計 8月在墨西哥召開 CPTPP十一國部長會議時啟動，首先鎖定對象
是泰國。

目前 CPTPP成員包括日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墨西哥、智利、
秘魯、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報導指出，泰國最快 4月宣布加
入 CPTPP的意向，明年日本將擔任 CPTPP輪值主席國，預期和泰國的談判
會加快。

報導指出，台灣、印尼、菲律賓也被視為 CPTPP的潛在對象，台灣已
表達有意加入，預期將根據泰國入會談判的經驗做出正式決定。

報導表示，新冠病毒疫情爆發後，加快 CPTPP新成員的談判更顯得重
要，日本政府希望 CPTPP提供企業把中國大陸生產向外分散的出發點，該
協定成員國有共同的貿易投資規範。

日本主管貿易協議的經濟再生大臣西村康稔表示，泰國加入 CPTPP後，
供應鏈將更強健多元，日本產業也將明顯受惠。泰國是許多日本汽車製造
商的海外生產中心。

中國大陸爆發新冠病毒疫情後，封城等防疫措施導致大陸工廠被迫關
閉，造成許多跨國企業的全球生產中斷，如日產汽車 2月因缺乏中國大陸
車用零件，不得不關閉日本一家組裝廠；機械大廠小松製作所（Komatsu）
也倉促把金屬零件生產由中國大陸轉移至日本、越南。

日本政府考慮補貼把產線遷回日或東南亞的日企，尤其依賴中國大陸
的汽車業，做為最快 4月初完成的緊急經濟刺激方案一環；日本商界也支
持推動 CPTPP和印度、東南亞國家更大經濟合作。

東京奧運延期衝擊日本經濟

據經濟日報 3月 25日報導，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IOC）24日宣布，
因新冠肺炎疫情肆虐，2020東京奧運確定延期一年舉辦，最晚在 2021年
夏天之前舉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稍早已與國際奧會主席巴赫就此達成共
識。這是史上承平時期奧運首度延期。

日經新聞報導，據民間估算，東奧延期將使日本經濟產生損失估約
6,000至 7,000億日圓（54.2億至 63.2億美元）；東奧被迫取消，再加上
新冠病毒疫情對國內經濟的衝擊，預估日本國內 GDP將減少 1.4%(7.8兆
日圓 )。此外，那些已砸重金要在奧運上打廣告的國家和企業，也會蒙受損
失。例如輪胎業龍頭業者普利司通（Bridgestone）估計已投資 30億美元進
行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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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觀察人士原先指望，今年的東京奧運和
帕奧將助日本經濟從 2019年 10月調高消費稅
率後的低迷景氣回升。可望受惠於奧運的領域預
期涵蓋營建、服務業等廣泛層面。

高盛 3月稍早曾估計，如果不按原定計畫舉
辦奧運，到 2020年日本將損失 5,500億日圓的
入境和國內消費。

經濟學家對日本今年經濟的預估，是基於前
幾屆奧運主辦國所享受到的經濟成長利多。去年
底進行的一項稽核顯示，日本政府已支出 1兆日
圓於奧運相關的基礎建設計畫。

出口惡化　韓國 80% 中小企業認為

無法支撐 6 個月以上

據韓國貿易協會 3月 13日發布消息，韓國
中小企業中央會於 3月 12日對 312家韓國中小
企業實施「新冠肺炎病毒疫情之影響」調查之結
果，70.8%之出口中小企業表示，全球各國因疫
情擴散，採取管制韓籍人士入境之措施已嚴重影
響出口，其中 81.8%之受訪企業認為對日本之
出口所受影響最嚴重、其次為中國大陸 (78.2%)、
越南 (71.9%)及美國 (63.8%)等。

調查結果指出，韓國企業因新冠
肺炎病毒疫情，被管制入境所產生之
損害，以海外展覽會取消，訂單減少
最嚴重 (73.8%)，而 62%則因被限
制入境，必須暫停於海外當地之營業
計畫，18.6%因零件及材料之供應發
生問題而取消合約、15.4%因韓國產
品形象受損，出口減少。 

另出口金額減少之情況，40.1%
受訪之企業表示，本年度之出口金額
預計將較去年減少 10~30%，34.9%
之企業認為將減少 10%，15.7%預
計會衰退 30~50%。此外，若海外持
續對韓國採取入境管制時，80.1%之
中小企業認為無法支撐目前出口惡化
之情況 6個月以上，其中，35.9%表
示難以支撐 1~3個月、34.3%預計

無法承受 3~6個月、10.3%之企業認為 6個月
至 1年以上時，恐將造成倒閉。

再據調查結果，韓國中小企業為因應貿易環
境惡化，採取之應變對策則有加強管理既有之交
易對象 (44.2%)、加強利用網路拓銷 (32.7%)、
開發可代替之市場 (26.9%)、無特別因應對策
(18.3%)、縮減員工薪資與實施無薪假 (17.3%)及
結束營業與進行結構調整 (6.4%)等。另受訪之出
口中小企業建議政府協助紓困之重點課題包括，
提供出口受損害之企業金融支援 (42.9%)、延緩
課稅期間等稅制優惠 (37.8%)、加強外交協調對
韓國解除入境禁令 (33.7%)、支援因交貨延遲或
合約取消引發進出口糾紛所產生之費用 (20.8%)。

新加坡首次取代香港

成為亞太地區最自由經濟體

據工商時報 3月 17日報導，美國智庫－傳
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3月 17日
公布 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香港整體評分下
跌 1.1分至 89.1，首次被新加坡（89.4分）超越，
跌至全球第二位，是 25年以來首次並未被獲選
「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評分下降，主要由
於投資自由度指數大跌 10分影響，貨幣政策自
由度評分也跌 5.7分。

東京御台場海濱公園豎立奧運五環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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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指出，持續的政治和社會動盪，已削弱
香港作為全球營商最佳地點之一的地位，影響投
資流入，與安全相關的不穩定因素也破壞原本良
好的投資環境，而香港在貿易、旅遊和金融方面，
與大陸的融合日益上升，對香港經濟自由帶來的
風險也相應增加。

據經濟部貿易局全球商情 3月 19日報導，
「2020年經濟自由度指數」評比中，新加坡取
得 89.4分，係亞太區 42個經濟體中最高得分者；
其中商業自由評分有所上升，為 92.8分，政府
誠信則稍微下滑，得分為 92.4。

新加坡人均收入全球數一數二，國內生產總
值（GDP）多年來取得極佳成長，亦係唯一在每
項評估指標皆達「經濟自由」標準之國家。新加
坡亦係全球最親商國家之一，惟去 (2019)年推出
減少外勞政策，影響了服務業人力供應。另新加
坡政府投入大量資金於住房、交通和醫療津貼等
計畫，並透過管制和國營企業抑制物價。

亞太地區經濟自由度排名第 3至第 5名依序
為紐西蘭、澳洲和台灣；日本和中國大陸則分別
位居第 8名與第 20名。

ING：馬來西亞經濟成長率恐不足 2%

據自由時報 3月 22日報導，馬來西亞政府
之前估計，就算把新冠病毒疫情衝擊考慮在內，
今年經濟成長仍能達到 3.6%至 4%；不過包含
荷蘭國際集團 ING、新加坡大華銀行、信評機構
惠譽國際 Fitch Ratings等機構均認為，由於大馬
面臨「新冠病毒疫情、油價崩跌、政局動盪」等
3大風險，今年可能只有 2%左右，為 2009年
金融風暴以來的最低數字。

據《彭博》報導，ING對馬來西亞的經濟
預測甚為悲觀，ING 亞洲區經濟學家薩克帕
（Prakash Sakpal）形容，大馬經濟前景已「更
加黯淡，成長率可能低於 2%，甚至不排除負
成長」。

大華銀行及惠譽國際則大砍馬來西亞的經濟
成長預測；大華銀行從 4%下調至 2.4%，惠譽
亞太地區主管 Thomas Rookmaaker則表示，大
馬的防疫措施短期內將傷害經濟，長期反彈則因
全球疫情而存不確定性，之前4.3%的預測已「無
法達成」，可能之後會下修成長率至 2.3%左右。

為了支持經濟，
馬來西亞政府已出台
包含補貼電費在內
的 200 億令吉（約
48.65億美元）的紓
困計劃，也在本月初
宣佈降息 1 碼等，
大 馬 央 行（Central 
Bank of Malaysia，
馬來西亞國家銀行）
也可能在月底下調經
濟成長預測。

馬來西亞新冠
肺炎疫情人數竄升，
目前已有 1,306例確
診病例，其中 10例
病逝，為防範疫情蔓
延，大馬 3月 18日
祭出嚴厲行動管制
令，3月底前禁止出
國，商店、學校皆暫
時關閉。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泰國台商反映當地防疫物資取得不易，經

我駐泰國代表處協調 PCHOME THAI 成立線上「泰國台商防疫物資專

區」，提供當地台商購得防疫物資。

歡迎大陸台商上架防疫相關商品           ，以充裕專區物資。惟須注

意其上架身分須根據商品出貨地與銀行收款帳戶區

分，台灣收款帳戶需註冊台灣賣家身分；泰國收款

帳戶需註冊為泰國賣家身分，詳細內容請洽 

PCHOME。

【PCHOME THAI 歡迎大陸台商上架防疫物資】

詳情請洽PCHOME THAI聯絡人：Baylea李玉婷

Email:baylealee@staff.pchome.co.th

PCHOME THAI LINE帳號:@pchomethaiLINE

PCHOME THAI 
歡迎大陸台商上架防疫物資
PCHOME THAI 
歡迎大陸台商上架防疫物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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