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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韓自由貿易協定6月1日正式簽署
據大陸中國自由貿易服務網6月1日報導，大陸與韓國自由貿易協

定於6月1日正式簽署，預計在2015年年底前生效實施。陸韓自貿協定

生效後，雙方超過90%的產品在過渡期後進入到零關稅時代。

該報導指出，受此協議影響，陸韓FTA(陸韓自貿)概念股近期受到

熱捧，尤其是化粧品板塊，相關公司股價平均上漲50%，這是因為隨

著陸韓自由貿易協定的正式簽署和生效，6.5%至10%的韓國化妝品進

口關稅將逐步取消，最終銷售價格有望降低近20%，投資者看好韓國

化粧品的競爭力。除化粧品板塊外，旅遊、航空、運輸板塊也受到陸韓

FTA的利多刺激。

在2015年2月25日，陸韓雙方已完成陸韓自貿協定全部文本的草

簽，並對協定內容進行確認。曾直接參與陸韓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韓

國官員表示，陸韓雙方的貿易額從1.6億美元起步，現已超過2,000億美

元，呈幾十倍的成長。隨著陸韓自貿協定的逐步落實，將給雙方經貿往

來及企業發展帶來更多利好。

報導指出，陸韓自由貿易協定是大陸迄今為止涉及領域最多的自由

貿易協定。陸韓自由貿易協定草簽文本有22章，覆蓋17個領域，不僅

涉及貨物貿易，而且包括服務貿易和投資。目前陸韓雙邊貿易規模已經

達到3,000億美元。陸韓自貿區的建立將會極大刺激雙邊貿易，專家預

計5年內貿易規模就會突破4,000億美元。 

 

陸澳自由貿易協定6月17日正式簽署
據大陸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6月16日報導，大陸與澳大利亞自貿

協定於6月17日正式簽署。陸澳FTA談判自2005年4月啟動，是繼陸韓自

由貿易協定後，大陸與亞太地區重要經濟體的另一個自由貿易協定談

判。

根據談判結果，在開放水平方面，澳大利亞對大陸所有產品關稅最

終均降為零，大陸對澳大利亞絕大多數產品關稅最終降為零；服務領

域，彼此向對方作出涵蓋眾多部門的開放承諾；投資領域，雙方在協定

生效日起相互給予最惠國待遇，同時大幅降低企業投資審查門檻，增加

企業投資的市場進入機會、可預見性和透明度。

另據大陸新華網6月18日報導，陸澳自由貿易協定在貨物貿易領

域，雙方各有占出口貿易額85.4%的產品將在協定生效時立即實現零關

稅。對大陸出口企業而言，澳洲最終實現零關稅的稅目及貿易額占比均

將達100%，且降稅過渡期最長不超過5年。據初步測算，陸澳FTA在簽

署實施後，將使大陸出口澳洲的產品總獲得約16.6億美元的關稅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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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澳大利亞而言，向大陸出口的產品將獲得約

10.01億美元的關稅減免，能源、鋼鐵及金屬製品，

以及農產品中的牛肉、羊毛、其他農產品、乳製品等

產品出口將主要獲益。相對大陸企業能源礦產品的進

口成本均將下降。根據該協定，焦煤、氧化鋁的關稅

將從協定生效之日起從3%及8%降為零，動力煤的

關稅將在2年內從6%降為零。

此外，糧食、棉花、植物油和糖等敏感產品並未

列入自由化進程，而包括澳洲的牛肉、乳製品、羊毛

產品、葡萄酒、橙子及橙汁、蝦蟹、鮑魚等深受大陸

消費者偏好的農產品則均列入降稅範圍。

據大陸商務部介紹，牛肉將在10年過渡期後平

均稅率由目前的15.5%降為零，乳製品設置5、10、

12年的過渡期，在實現完全自由化後，平均稅率將

由目前的12.3%降為零，其中，奶粉關稅將在協定生

效12年後由目前的10%降為零。葡萄酒、蝦蟹、鮑

魚、貓狗糧產品均將在5至9年不等的過渡期後全部

降為零。

另研究報告指出，相較澳洲在陸澳FTA中獲得的

原料、農產品和服務業輸出的關稅優惠，大陸從協

定中將獲利最多的為製造業，特別為紡織、服裝、

玩具及運動器材等製造行業，並將在10年內逐步實

現。

 

大陸與美國投資協定啟動負面清單談判 
據中央社6月12日報導，大陸與美國投資協定談

判從2008年啟動，雙方在2013年7月同意以「准入前

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模式進行實質談判。大陸商務

部宣布，在北京舉行的第19輪大陸與美國投資協定

談判中，雙方首次交換負面清單（負面表列），並正

式展開負面清單談判，象徵談判進入新階段。

大陸商務部指出，大陸與美國雙方均將投資協定

談判作為雙邊經貿關係的最重要事項，願意為談判投

入所有必要資源，以期達成一項互利共贏、高水準的

投資協定。

大陸財政部副部長朱光耀今年4月訪美時表示，

6月1日，大陸

商務部部長高

虎城（右）和

南韓產業通商

資源部部長尹

相直在首爾簽

署陸韓自由貿

易協定。

©法新社



36 2015年7月號／283期

大
陸
經
貿
消
息
輯
要

大陸與美國雙方都希望在美國總統歐巴馬任內完成雙

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可以期待」雙方在2個月

內交換負面清單。

路透社6月稍早報導也指出，大陸與美國雙方將

在第19輪雙邊投資協定談判中交換負面清單。但消

息人士透露，美方談判人員認為北京還是會提出一份

範圍廣泛的負面清單，限制外資進入敏感產業。報導

指出，大陸對外資限制範圍比美國廣，美國投資者希

望，大陸與美國投資協定能讓他們在大陸進軍金融和

醫療等受到嚴格控制的產業領域。

 

5月出口跌幅收窄
據大陸新華網6月8日報導，大陸海關統計2015

年前5個月，大陸進出口總值9.47兆元（人民幣，下

同），較2014年同期下降7.8%。其中，出口5.4萬億

元，成長0.8%；進口4.07萬億元，下降17.2%；貿

易順差1.33萬億元，擴大2倍。

5月份，大陸進出口總值1.97兆元，下降9.7%。

其中，出口1.17兆元，下降2.8%，降幅較4月份繼續

收窄3.4%；進口8,033.3億元，下降18.1%；貿易順

差3,668億元，擴大65%。

一、一般貿易進出口比重提升，出口成長。前5

個月，大陸一般貿易進出口5.24兆元，下降7.3%，

佔大陸外貿總值的55.4%，較2014年同期上升

0.3%。其中出口2.93兆元，成長6.4%，佔出口總值

的54.3%；進口2.31兆元，下降20.2%，佔進口總值

的56.8%；一般貿易項下順差6,227.8億元，2014年

同期為貿易逆差1,386.7億元。

同期，大陸加工貿易進出口2.97兆元，下降

8.6%，佔大陸外貿總值的31.3%，較2014年同期回

落0.3%。其中出口1.9兆元，下降7.6%，佔出口總

值的35.1%；進口1.07兆元，下降10.2%，佔進口總

值的26.3%；加工貿易項下順差8,279.8億元，收窄

4%。

二、對美國、東協出口成長，對歐盟、日本出

口下降。前5個月，大陸與歐盟貿易總值1.37兆元，

下降7.1%，佔大陸外貿總值的14.5%。其中，大陸

對歐盟出口8,465.3億元，下降2.2%；自歐盟進口

5,233.3億元，下降14.1%；對歐貿易順差3,232億

元，擴大26.1%。大陸與美國貿易總值為1.34兆元，

成長2.8%，佔大陸外貿總值的14.2%。其中，大陸

對美國出口9,690.9億元，成長8.9%；自美國進口

3,742.2億元，下降10.2%；對美貿易順差5,948.7億

元，擴大25.7%。

前5個月，大陸與東協貿易總值為1.13兆元，

成長0.5%，佔大陸外貿總值的11.9%。其中，大陸

對東協出口6,834.7億元，成長9.9%；自東協進口

4,418.7億元，下降11.3%；對東協貿易順差2,416億

元，擴大95.2%。大陸與日本貿易總值為6,889.1億

元，下降11.2%，佔大陸外貿總值的7.3%。其中，

對日本出口3,375.4億元，下降11.3%；自日本進口

3,513.7億元，下降11.2%；對日貿易逆差138.3億

元，收窄8.7%。 

7月起赴大陸台胞證免加簽
據香港信報6月19日報導，大陸國務院6月18日

宣布，自7月1日起台灣居民可憑有效台胞證來往大

陸，毋須辦理簽證，申請台胞證手續也將簡化。大陸

公安部隨後表示，2015年內將逐步推廣卡式電子台

胞證。

大陸新華社6月18日報導指出，大陸國務院李克

強近日簽署第661號國務院令，公布「國務院關於修

改『中國公民往來臺灣管理辦法』的決定」，6月18

日正式對外公布，於7月1日起施行。

報導稱，為進一步促進兩岸交流，便利台灣居民

來往大陸，管理辦法主要作以下修改：（一）取消管

理辦法中涉及台灣居民來往大陸辦理簽證，以及簽證

管理的相關規定；（二）簡化台灣居民申請往來大

陸通行證（台胞證）手續。新規定自7月1日起施行

後，台灣居民可以憑有效台胞證，毋須辦理簽證，即

可經開放口岸來往大陸並在大陸停留、居留。大陸公

安部隨後在網站宣布，為進一步便利台灣居民來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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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大陸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正在籌備台胞證

電子化升級改版工作，近期有望啟動試點工作，預計

2015年內將推廣。  

七政策扶植新興產業

據大陸中國網6月5日報導，大陸發改委宣布，

為加大發揮策略性新興產業對穩成長、調結構支撐作

用，將實施7大政策扶植策略新興產業。

大陸發改委表示，該7大政策包括落實創新驅動

發展策略，落實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

動發展策略的若干意見，開展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加

強技術、智慧財產權、人才支撐，增添新興產業發展

動力活力，進一步強化相關領域科技創新，實施率先

行動計畫，落實智慧財產權策略行動計畫，實施大陸

高技能人才振興計畫，加強創業知識教學；創新財稅

金融支援方式，引導社會資本更多投入新興產業；分

業施策，在重點領域推出針對性政策措施；培育新成

長點，引領新興產業發展；提高國際化發展水準，加

快發展步伐；加強統籌協調。

報導指出，2015年第1季的數據顯示，策略性新

興產業27個重點行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39,643.7億元

（人民幣，下同），較2014年同期成長11.1%。其

中，工業部分營業收入成長10.1%，增速是工業總體

增速的5倍，並較2014年同期增速高0.4%。在第1季

工業總體利潤增速出現負成長的背景下，策略性新興

產業工業部分實現利潤1,631.7億元，成長17.7%。

 

公布廣東天津福建自貿區進口稅收政策

據大陸新華網6月8日報導，大陸財政部、海關

總署、稅務總局6月8日聯合對外公布廣東、天津和

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有關進口稅收政策，這些政策已

於自貿試驗區啟動之日起執行。

新增的三個自貿區進口稅收政策，除提出上海自

貿區已經試點的進口稅收政策原則上可在新自貿試驗

區進行試點外，三地都被賦予試點選擇性徵收關稅政

策。

7月 1日起，

台灣居民持有

效台胞證即可

來往大陸，無

需簽註手續。

圖為大陸海關

資料照片。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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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門表示，在廣東、天津和福建自貿區內的

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試點選擇性徵收關稅政策，即對

設在自貿試驗區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的企業生產、加

工並經「二線」銷往大陸的貨物照章徵收進口環節

增值稅、消費稅，根據企業申請，試行對該內銷貨

物按其對應進口料件或按實際報驗狀態徵收關稅的

政策。

三個自貿區還確定一些特殊政策。例如廣東自貿

區確定，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珠海橫琴

稅收優惠政策不適用於自貿試驗區內其他區域；福建

自貿區確定，平潭綜合實驗區稅收優惠政策不適用於

自貿試驗區內其他區域。此外，三部門表示，在確保

有效監管前提下，在福建自貿試驗區海關特殊監管區

域探索建立貨物實施狀態分類監管模式。 

大陸20省份公布2014年平均工資
據大陸中國網6月16日報導，目前大陸至少已有

20個省份公布2014年平均工資，資料顯示，在該20

個省份中，北京的平均工資最高。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6月15日，除遼寧、黑龍

江、湖北、新疆、西藏、貴州、上海、江蘇、天津、

山東、雲南這11個省份外，其餘20個省份2014年的

平均工資資料均已公布。

資料顯示，在該20個地區中，2014年北京市城

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02,268元（人

民幣，下同），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

52,902元。其中，北京市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

平均工資是目前大陸唯一突破10萬元的地區，該水

準是目前最低的河南省（42,179元）的2.4倍。

大陸統計局發布的2014年平均工資主要資料

顯示，大陸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

56,339元，較2013年成長9.4%，扣除物價因素，實

際成長7.1%；大陸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

資36,390元，成長11.3%，扣除物價因素，實際成長

9.0%。

報導指出，縱覽20個省份的平均工資，多數省

份未超過大陸平均水準。其中，在城鎮非私營單位

中，與大陸平均工資水準56,339元相比，北京、浙

江、廣東、青海該4個省份超過大陸平均水準。在

城鎮私營單位中，與大陸平均工資水準36,390元相

比，也是僅北京、廣東、重慶、浙江該4個省份超過

大陸平均水準。

放寬外資參與電子商務

據香港明報6月21日報導，大陸工業和信息化部

發出公告指出，為支持電子商務發展，鼓勵和引導外

資參與，決定在上海自貿區的試點基礎上，自6月19

日起在大陸範圍內放開電商的外資股比例限制，外資

持股比例據此可以提高至100%全資擁有。

位於廣東自貿區內的前海片區，亦準備發展跨

境電商。在電商市場內，包括阿里巴巴、騰訊及京

東商城等，或需要面對更多外方挑戰及公司之間的

競爭。地區之間在爭取電商業務方面，亦預期會更

加競爭。

報導指出，過往大陸電商如阿里巴巴、京東商城

等長期支配市場的情況，有可能因為新的政策推出，

致形勢頓變。大陸工信局還要求地區通訊管理局，加

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引導和監督，加強在事中事後的

監管力度。

另據大陸人民網6月18日報導指出，大陸農業部

就「全大陸農產品產地市場綱要」（以下簡稱《綱

要》)和「大陸農產品批發市場發展研究報告」(以下

簡稱《報告》）表示，電子商務給農產品流通即將帶

來三個顛覆性的影響。

電子商務給農產品流通即將帶來三個顛覆性的影

響：（一）流通環節的扁平化：將減少流通環節，縮

短流通距離，提高流通效率。（二）公平化：電子商

務時代的交易方式是以時間和價格來決定的，出價雙

方的定位是平等的。（三）透明：整個流通環節交易

方式的訊息在電腦上做記錄，信息都是公開的，對生

產者和流通者對交易雙方訊息都是公開的，交易雙方

的訊息形成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