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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預定於 2020年正式簽署
據中央社 11月 4日報導，經過 7年談判，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協定（RCEP）15個成員國宣布完成 20個章節和市場准入的談判，
準備在 2020年簽署，印度認為協定內容沒有回應印度的憂慮而不
願加入。

第 35屆東南亞國家協會高峰會（ASEAN Summit）及相關會
議11月2日到4日在曼谷登場。4日下午舉行第三屆RCEP高峰會，
高峰會的成員包括東協10國以及6個貿易對話夥伴國中國、日本、
南韓、印度、澳洲和紐西蘭的領導人。

高峰會結束後 16國領導人發布共同聲明指出，在面對快速變
化的全球環境時，RCEP談判完成代表大家對於開放貿易和投資環
境的承諾，RCEP可以促進區域的未來發展榮景，並對全球經濟有
正面貢獻，RCEP可以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支柱。
聲明中指出，15個 RCEP參與國已經完成 20個章節以及所有

市場准入的談判，準備在 2020年簽署。聲明也提到，印度有重大
且沒被解決的問題，所有的 RCEP成員國會一起解決這些問題，
印度最後的決定會取決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

據印度媒體 India Today報導，總理莫迪認為 RCEP未能解決
印度關切問題，決定不加入。其於 RCEP峰會表示，印度主張廣
大的區域整合、更自由的貿易並遵守國際規則秩序，持續積極、

建設性地參與 RCEP談判，然而在 RCEP談判 7年期間全球經濟貿
易情況發生許多改變，成員不能忽視這些變化；RCEP當前形式並
未完全反映出 RCEP基本精神和商定的指導原則，也無法令人滿
意地解決印度懸而未決的議題及憂慮，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不可

能加入 RCEP。
據路透社（Reuters）報導，東南亞領袖擔憂美中貿易戰可

能產生之負面影響，努力於 11月 4日推動達成 RCEP初步協議，
然而難以滿足印度所提之新要求。消息人士指出，RCEP已完成
所有 20章文本談判，少數未決雙邊議題將於 2020年 2月之前
解決，惟印度仍持保留態度，而遲遲不願降低其貿易障礙，主

要是因印度多年來與中國大陸有巨額貿易逆差。在 RCEP消除和
降低關稅及非關稅等貿易障礙的措施之下，成員間之貿易和投資

活動將進一步強化，印度擔憂來自中國大陸廉價的農業和工業產

品，如中國大陸的智慧型手機，將大量湧入印度市場，從而進一

步擴大中國大陸對其之貿易順差。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正與

美國進行針鋒相對的關稅貿易戰，經濟發展持續放緩，因此急盼

儘快達成 RCEP。

第 35屆東協高峰會發表氣候變遷共同聲明
據中華經濟研究院 11月 7日綜合外電報導，第 35屆東協高

峰會（35th ASEAN Summit）於 11月 3日於泰國曼谷舉行，除



35

亞
太
經
貿
消
息  A

sia
-Pa

cific Econom
ic a

nd
 Tra

d
e N

ew
s

今年的經濟增長可能僅為 0.3%，比先前預測的
低 2.4個百分點。

IMF 近 日 發 表 了《 區 域 經 濟 展 望 》
（Regional Economic Outlook）報告，報告預
測香港今年的 GDP成長率恐降至 0.3%，2020
年為 1.5%，分別比先前預測的低 2.4和 1.5個
百分點。報告中表示，香港社會政治局勢不穩

打擊了香港的經濟，尤其是零售業和旅遊業。

香港政府統計處 10月 2日公布的數據顯示，8
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港幣 294億元，
按年同比下跌 23%，創史上最大單月同比跌幅。
美國財經頻道 CNBC 10月初列出了全球目

前正面臨影響經濟的五大風險因素，其中，香

港自 6月持續至今的示威衝突是其中之一。
據天下雜誌 11月 25日報導，隨著反送中

運動持續升級，警民衝突不斷。11月 24日，
香港舉行第六屆區議會選舉，創下 71.2％超高

了南海爭議、RCEP等焦點以外，氣候變遷也
是東協高峰會關注的議題之一，東協會員國於

11月 2日針對智利宣布取消舉辦「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第
25屆締約方大會」一事，發表共同聲明，對於
全球對抗氣候變遷之行動推展具有重要意義。

聲明中呼籲已開發國家應於 2020年落實
每年挹注 1,000億美金的承諾，協助東協及其
他發展中國家執行適應（adaptation）及減緩
（mitigation）措施，並應將開發中國家的優先
需求納入考量，擴大氣候金融機制之規模。同

時，已開發國家也應提供技術發展與移轉、科

學研究、能力建構等各方面之協助。

東協也在聲明中重申會員國在 UNFCCC及
巴黎協定下之多項承諾，尤其是氣候變遷相關

之倡議，包含：1. 推動森林永續管理；2. 加強
維護生物多樣性以及陸地、海岸、海洋生態系；

3. 發展永續陸路運輸區域策略；4. 改善應對
氣候及災害風險之韌性；5. 執行第二階段「東
協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行動計畫」並成立「東

南亞災害風險保險基金」。東協會員國也承諾

將區域內能源集約度（energy intensity）相對
2005年之水準減少 21.9%，已超過「2016-2025
年東協能源合作行動計畫」所訂之目標。

此外，有關氣候金融機制之運作，聲

明中則強調，為使東協及其他開發中國家有

足夠資源與能力取得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全球環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 GEF） 及 調 適 基 金

（Adaptation Fund, AF）等資金協助，已開發
國家應保障所有融資管道皆正常運作，並維持

公開透明之原則。尤其已開發國家應持續捐助

資金給 GEF，並支持「透明度能力建構倡議」
之運行，有助於開發中國家執行 2020年前之氣
候變遷措施及提出 2020年後之「國家自定預期
貢獻」。

IMF預估香港今年 GDP為 0.3%
據大紀元 10月 25日報導，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10月 23日發布的報告預測，香港
 在逾 71%破紀錄投票率下，香港泛民主派取得壓倒
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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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鎖定電子零件　

打擊中國大陸「洗產地」避美高關稅

據信傳媒 11月 23日引述《彭博社》報導，
越南正在加大力度打擊中國大陸的「假越南製

（Made in Vietnam）」，即大陸產品透過越南「洗
產地」出口至美國，以規避美中貿易戰的高關稅。

由於對美出口大幅成長，越南被視為美中

貿易戰最大贏家之一，今（2019）年前 9個月
對美出超已達近 410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
增長了 34.8%。
越南海關總署海關監管部門主管 Au Anh 

Tuan表示，中國大陸出口商為了規避美國高關
稅，刻意讓大陸產品過境越南、貼上「越南製」

標籤，導致越南成為中國大陸「洗產地」這種

詐欺行為的樂土。

截至 10月為止，越南海關今年已破獲 14
起重大「假越南製」出口案，其中包括一起價

值 43億美元的中國大陸鋁材，都是準備經越南
出口至海外，主要是美國。

「自從（美中）貿易戰開打後，我們觀察

到貿易詐欺活動大幅增加」Au Anh Tuan說，
「我們已與美國當局加強合作，並採取必要手

段防堵這種行為」。美越合作，包括若美方發

現中國對美出口中某項商品驟減，該商品卻在

越南對美出口中激增，美國便會通知越南海關。

越南海關總署副署長Mai Xuan Thanh表示，
海關官員會聚焦於「高度可疑」品項，例如電子

零件和木製家具，這類商品的年出口量暴增了

15%以上。此外，自 12月 27日開始，越南將
暫停目的地為美國的膠合板轉運及臨時進口。

另一方面，數百家越南與外商公司因「有

可疑出口活動」而列入「特殊審查名單」，在

陸路貿易方面，全國反走私及貿易欺詐指導委

員會亦下令邊境省分對進口品加強檢查。

越南工業貿易部部長陳俊英（Tran Tuan 
Anh）於 11月 7日在國會中表示，越南正在打
擊貿易詐欺（trade fraud），會加強檢查貿易
商是否將進口貨物的產地打上「越南製造」標

籤，再銷往美國等其他國家。其指出，越南關

注的貿易詐欺產品清單共計 25項，包括電腦和
其他電子產品、木製品、紡織品及鞋類等。

投票率，創下香港史上最高紀錄，共計有 294
萬人投票。選舉結果出爐，代表親中勢力的建

制派慘敗，僅拿下 452席次中的 58席，失去
議會主導權。泛民主派則大獲全勝，一舉囊括

388席，取得過半優勢，或可望進一步影響下
屆特首選舉。

韓國放棄WTO開發中國家特殊待遇

據經濟日報 10月 26日報導，在美國總統
川普抨擊南韓等國濫用「開發中國家」地位後，

南韓政府決定，在未來的世界貿易組織（WTO）
談判中，不會再要求享有開發中國家的特殊優

惠待遇。

南韓財政部長洪楠基 10月 25日表示，鑒
於南韓的經濟規模，國際社會已難以再將南韓

視為開發中國家，但即使南韓不再要求享有開

發中國家的待遇，也僅適用於新一輪WTO談
判，這意味在新一輪談判達成協議前，南韓仍

維持在以往談判中取得的優惠待遇。他指出，

南韓雖不再享有開發中國家的待遇，但不會立

即對國內農業產生衝擊，政府也會採取一切措

施保護農業。

川普在 7月點名南韓、新加坡、中國大陸
等國濫用WTO開發中國家地位，當中有些國
家甚至已躋身全球最富裕國家之一。南韓主要

利用此地位來保護國內農業，對進口稻米徵收

500％以上的關稅。
美國政府主張，若一個國家符合以下任一

條件，WTO應取消此國的開發中國家地位：
20國集團（G20）成員國、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一員、世界銀行列為高所得國家、
占全球貿易的比率超過 0.5%，結果南韓符合以
上四項條件，中國大陸、台灣、香港則符合兩

項條件。

專家認為南韓此舉可能加重北京放棄開發

中國家地位的壓力。南韓仁荷大學教授鄭伊喬

（音譯）表示，現在北京少了一個維持開發中

國家地位的理由。

WTO允許擁有開發中國家地位的國家，在
落實貿易協議方面享有更長過渡期。台灣去年

就宣示不再主張開發中國家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