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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如
期生效，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
正式启航。对新冠肺炎疫情阴
霾之下的世界经济而言，这个
消息无异于一道阳光，消融寒
冬的凛冽，带来光明与希望。

作为 RCEP 中经济规模最
大的成员，中国始终与各成员
国 一 道 ， 积 极 参 与 和 支 持
RCEP 机制建设，致力于将其
打造成东亚经贸合作的主平台。

早在 2021 年 3 月，中国就
完成了 RCEP 的核准，成为非
东盟国家中首个正式完成核准
程序的成员国。RCEP 生效实
施后，中国与自贸伙伴的贸易
额占比由 27%增加到 35%左右，
超过 1/3 的对外贸易实现零关
税。货物贸易方面，零关税水
平从 8%增至 90%，涵盖中国约
1.6万亿美元的贸易额。服务贸
易方面，中国服务贸易开放承
诺达到了已有自贸协定的最高
水平。中国还首次在国际协定
中纳入非服务业投资负面清
单，对制造业、农业、林业、
渔业、采矿业5个领域作出高水
平自由化承诺。种种行动表
明，RCEP 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里程碑。中国维护多边贸易体
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的脚步坚定有力。

逆境之下，正能量尤为可
贵。近年来，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暗流涌动，经济全球化遭
遇逆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
球经济增长乏力，国际贸易遭
遇严重衰退。百年变局叠加世
纪疫情，呈现在世界面前的乱
象错综复杂，“筑墙”“脱钩”

“退群”泛滥，霸权、霸凌、霸
道横行，强权政治、零和心
态、冷战思维不断冲击国际秩
序，形形色色的“伪多边主
义”甚嚣尘上。

面对严峻挑战，中国从未
动摇维护多边主义的信念，从
未停下开放合作的步伐，从未
放弃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努
力。为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中国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
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
络。迄今，中国的自贸伙伴达到26个，与自贸
伙伴的贸易额占比达到 35%左右，货物、服
务、投资以及制度型开放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RCEP 是中国签署的第 19 个自由贸易协
定。RCEP 生效后，将极大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拉动区域贸易投资增长。据测算，到2025
年，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对外投资存
量、国内生产总值分别比基线多增长 10.4%、
2.6%、1.8%。这将大大提振成员国携手实现疫
后经济复苏的信心与决心，为区域乃至全球经
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在 RCEP 的合作框架
内，中国也将进一步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广阔
市场空间和多元多样的产业体系支撑，更好参
与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和一体化大市场
建设，为促进地区繁荣和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中
国力量。

历史经验表明，不管遇到什么风险、什么
灾难、什么逆流，人类社会总是要前进的，而
且一定能够继续前进。各国走向开放、走向合
作的大势没有改变。RCEP 生效再次证明，共
谋发展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

在2021年第四届上海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
式主旨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郑重承
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
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
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三个“不会变”彰显了
中国与世界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胸怀与担
当，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确定性。相信
随着 RCEP正式生效，中国将继续与各成员国
一道，携手前行，推动区域实现更高质量、更
深层次的经济一体化，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
注入更多活力。

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

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称，作为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自贸协定，RCEP成员经济体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约30％，覆盖世界30％的人口。RCEP有20个
章节，涵盖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电子商务、政府采购
和中小企业等新领域。2022年1月1日起，那些在协定已
生效的缔约国之间进行商品贸易的企业，将可享有92％
左右的关税减免。依据经简化的原产地规则和区域累积
条款，企业可以更灵活地利用这些优惠市场准入和区域
供应链。

叶海林：RCEP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现有
的15个成员国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
兰5国以及东盟10国，从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
额三方面看，均占全球总量的约 30%。协定包含贸易、
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方方面面，体现出全面、现代、
高质量和互惠的特点。

RCEP正式生效后，中国与东盟、澳大利亚、新西
兰之间的立即零关税比例超过65％。中国与日本新建立
自贸关系，相互立即零关税比例分别达到25％和57％。
除了降低关税，RCEP还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检
验检疫等方面形成统一规则，在服务贸易、投资等方面
作出高水平开放承诺，并建立了高水平的知识产权、电
子商务等规则。RCEP生效后，成员国间各类经济要素
流动将更加顺畅，域内贸易便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白明：RCEP的最大优势在于适用性较好，有助于
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韧性，提升国际分工合理
性。其中最大的看点在于原产地累积规则，即成员国在
确定产品的原产资格时，把产品生产中所使用自贸协定
其他缔约方的原产材料视为产品生产所在缔约方的原产
材料。被称为“纸黄金”的原产地证书，随着RCEP的
生效，将立即成为成员国享受关税减免等优惠待遇的重
要凭证。这一规则实实在在地降低了产品获得原产资格
的门槛，将大大提升RCEP成员国企业利用原产地累积
规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区域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
和分工合作，提高区域内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屠新泉：资源流动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RCEP最大的亮点在于它把总体经济体量巨大、各成员
国差异巨大的亚太地区15国集合起来，构成一个共同的
资源流动市场。RCEP成员国中，既有日本、新加坡等
发达国家，又有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的发展中国家，
也有老挝、越南等发展较为滞后的发展中国家；以产业
结构划分，既有日本、韩国等制造业强国，也有中国等
制造业大国，还有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出口大国，越
南、柬埔寨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刚刚发展起来的国家，
产业层次非常丰富多样，为资源流动和交换创造天然条
件。在具有多样性的庞大市场中，各层级的商品、投资、技
术和人员的交换和流动，将使各成员国都从中获益。

此外，RCEP最重要的价值和贡献体现在，整合了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在RCEP生效前，15个成员国间
彼此已有不少双边自贸协定，已处在较高的双边自贸水
平。不过亚太地区国家间的自贸关系是较为碎片化、分
散的网状结构。RCEP 将成员国纳入一个“圈”，“圈”

内的多个国家基于同样的规则，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
整体超过90%，服务贸易和投资开放水平显著高于成员
国间原有双边自贸协定。在共同的自贸体系和框架下，
RCEP成员国间实现货物、服务、资金、技术、人员相
对自由的流动，形成大规模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反映了成员国哪些诉求？

RCEP正式生效之际，成员国纷纷关注RCEP对本
国经济带来的重要利好。《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据联合
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估算，RCEP的实施将使今年区域内
贸易额扩大2％，增加约420亿美元，其中“日本受益最
为明显”，2022年对区域内出口将比疫情前的2019年增
加5.5％。《澳大利亚人报》报道称，澳大利亚正在从新
冠肺炎疫情中恢复，RCEP将“刺激对优质产品的投资
和需求”。RCEP一次性地将澳大利亚最大的9个农业、
渔业和林业伙伴纳入同一个国际经济合作框架。孟加拉
国《商业标准报》报道称，RCEP生效，将为亚太地区
疫情后复苏提供助力，并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催化剂。

叶海林：RCEP自2012年开始谈判，到2020年签署
协定，经历了近30轮谈判和数百轮磋商，经各方努力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达到生效门槛。2022 年 1 月 1 日起，
RCEP 对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南、
中国、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0国正式生效。韩国将
于2月1日加入到生效实施中。剩余成员国也将在完成国
内批准程序后陆续生效实施。RCEP生效后，已核准成
员国之间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

屠新泉：RCEP最早由东盟提出，中国等多国积极
响应，但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15 年，美国退出
TPP谈判，亚太国家的关注重点转移到RCEP，谈判进
程不断推进。中国始终是RCEP的积极推动者，尤其在
2017年后，中国更加主动地加大开放力度，为RCEP谈
判创造更多洽谈空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际局势
发生复杂变化，但RCEP成员国都在坚持推进RCEP谈
判进程。其核心原因在于：谋求更大范围的经济一体化
是各成员国的共识。

结合当前国际形势，RCEP生效实施，符合亚太地
区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
全球供应链的风险，疫情后国际贸易物流阻塞，全球供
应链受到较大冲击。因此，各国企业希望减少供应链过
长、过度分散带来的风险，尽可能将供应链收缩到相对
近的范围内。供应链区域化成为近两年来的重要趋势，
RCEP 推动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正好符合这一发展趋
势。另一方面，不同国家防疫态度和措施的差异，更加
直观地体现在防疫成效和经济复苏情况中。从全球范围
来看，东亚国家普遍相对重视疫情防控，防疫效果较为
显著，经济复苏进程更快。此外，亚洲国家间在地理空
间、文化理念等方面都更加相近，在防疫形势较为稳定
的情况下，亚太地区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更容易展开。

白明：RCEP15 个成员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
大，既有新加坡这种人均GDP近6万美元的发达国家，
也有缅甸、老挝这种人均GDP2000美元左右的发展中国
家。在差异巨大、众口难调的情况下，RCEP的正式生
效为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提供不同优势。对于发达

经济体而言，RCEP将带来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加合理
的生产分工，发达经济体可以发挥自身竞争优势，扩大
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业等优势产业的国际市场。对于发
展中国家而言，RCEP能为这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提供更多机会，将原来在成员国外的贸易机会转向成员
国区域内，从而使得RCEP成员国的产业链更多落在区
域内国家，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为成员
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为全球经济带来哪些机遇？

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估计，RCEP每年可以为世界
增加2090亿美元的收入。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研究
报告称，RCEP缔约国GDP总量占全球的30.5%，远超
北美自贸协定（28%）、欧盟（17.9%）、非洲大陆自贸区
（2.9%） 和南方共同市场 （2.4%），将“缔造全球贸易新
重心”。

屠新泉：在疫情冲击下，RCEP 仍如期签署和生
效，对外发出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支持自由
贸易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强音，有助于为区域乃至全
球疫后经济复苏提振信心。

中国强调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国际和地区
的事大家商量着办。RCEP 就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的一个重要样本。亚太地区各国关系复杂、多样性
显著，RCEP贸易规则照顾到各成员国间的差异性，不
强求一套标准适用于所有成员国，允许各国根据各自国
情渐进式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为各成员国加入
自贸协定提供更加舒适空间，为亚太地区实现经济一体
化提供了可行方案。

叶海林：经过多年谈判，RCEP 最终签署并生效，
反映了 RCEP 成员国深化贸易合作、推动贸易自由化、
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呼声。尽管目前来看，与欧
盟、美墨加三国协议等相比，RCEP的一体化程度和标
准相对较低，但RCEP的谈判是一个具有东方智慧的循
序渐进的过程，无论是自贸协定标准，还是成员国规
模，都是水到渠成的谈判结果，而非强制成员国达成某
一设定目标。因此，未来RCEP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发
展潜力巨大。与此同时，RCEP未来的发展仍需注意几
点：一是防止RCEP受到政治化干扰，二是避免RCEP
区域内经济要素的流动受各国不同防疫措施的过度掣
肘，三是充分考虑亚太地区其他贸易自由化安排对
RCEP的制衡作用。

白明：当前，全球经济正经历疫情严峻考验，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趋势抬头。RCEP的正式生
效，为扭转这一局势提供合作路径，在经济寒冬中燃起
希望火炬。RCEP 将扩大区域内整体的贸易规模和体
量，把“蛋糕”做大，帮助成员国从国际分工合作中获
得更多好处。

未来，RCEP将持续为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提供助
力。对RCEP成员国来说，RCEP将带来“看得见摸得
着”的机会。RCEP减少了成员国间贸易的限制，降低
贸易门槛，为成员国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便利和机遇。对
全球经济来说，RCEP促进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有助
于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恢复和全球经济走出低谷。

据日本共同社1月5日报道，鉴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激增，日本冲绳县将于1月9日至31日实施防疫措施。日
本《每日新闻》报道称，这将是日本自2021年9月30日
取消所有紧急状态和准紧急状态以来，首次发布此类公
告。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怒斥，驻日美军无视防疫规定
导致疫情急速蔓延，呼吁取消美军可以不配合日方防疫
措施等“特权”。疫情让驻日美军和日本当地政府的矛盾

“旧疤”添“新伤”。

美军加剧驻地疫情

据日媒报道，2021年12月，位于冲绳县的驻日美军
汉森营地报告出现新冠病毒聚集性感染。1月4日数据显
示，从2021年12月31日至2022年1月3日，冲绳县驻日
美军及相关人员4天内新增确诊病例419例，增速处于高
位。至此，冲绳县内与美军基地相关的新冠确诊病例累
计已达3699例。驻日美军的病例数没有被计入冲绳县疫
情统计数据。

汉森营地暴发聚集性感染后，日本中央政府和冲绳
县政府敦促驻日美军禁止基地人员外出。但据《冲绳时
报》近日报道，美军士兵仍然成群结队在营地外的商业
街逛夜店、酒吧，在餐厅吃饭。他们不仅不戴口罩，而
且在街上大声喧哗。

“治外法权”引民众抗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樊小菊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从现实情况看，驻日美军基地70%
集中在冲绳，与冲绳当地民众有较多接触，在美军基地
工作的当地人比较多。一旦美军基地内出现感染，很容
易蔓延到当地社会。但驻日美军完全没有考虑当地政府
和民众的感受，在疫情防控方面我行我素，自然在当地
引发不满。

长期以来，冲绳县一直受美军基地噪音、士兵犯罪
等问题滋扰。这次美军带来的防疫隐患令冲绳县政府和
民众更加愤怒不安。冲绳县要求驻日美军遵守当地防疫
规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但事实上又无计可施。

“虽然冲绳当地有自己的防疫规定，但驻日美军并不
遵守，这与驻日美军在日本的法律地位相关。”樊小菊认
为，驻日美军基地的管理按照 《日美地位协定》 执行，

其中规定美军可对基地的设定、运营、警卫及管理采取
一切必要之措施。这一排他性管理权是事实上的“治外
法权”。历史上就曾发生美军在冲绳犯罪而无法按照日本
法律处置的多起事件，引起当地民众的多次抗议。但民
众反美军基地的呼声在日本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
映，特别是自民党执政更多考虑美日同盟关系而忽视当
地民众权益，使得冲绳民众一直有“二等公民”之感。

矛盾或进一步加剧

1月6日，日本外相林芳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
电话会谈，日方要求美国限制驻日美军士兵外出，以消
除当地民众的不安。此后，日本政府表示，24小时内入
境日本的美军士兵已开始接受新冠病毒检测。但日媒报
道称，依据《日美地位协定》相关内容，日本政府连入
境美军士兵的姓名和人数都无法掌握；对于驻日美军基
地的防疫措施，更是只能“观望”。

樊小菊分析，当前，在驻日美军问题上，日本政府
因为与美国在强化同盟关系方面有较为一致的认识，在
具体政策上一味迎合美国需求。而日本国内舆论对于政府
实施基于强化同盟基础的强硬外交和防卫政策没有比较
有效的牵制，使得日本政府在这一路线上越走越远。其实，
驻日美军与当地民众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日
本中央政府越是向美国靠拢，就越少考虑冲绳当地权益，
必然导致冲绳当地与驻日美军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上图：日本冲绳县进入第6波疫情。 资料图片

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RCEP是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最重要的自由贸易
协定。随着协定正式生效，RCEP成为世
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
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联合国贸
易和发展会议报告评价：这一协定生
效，将大大推动区域内部和其他经济体
对该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

RCEP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亮点，反映
了成员国的哪些诉求，将为全球经济带
来哪些新机遇？本期报道邀请3位专家
共同探讨。

热 点 对 话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
略研究院副院长 叶海林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
界贸易组织 （WTO） 研究
院院长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
界贸易组织 （WTO） 研究
院院长 屠新泉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研究员 白 明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
场研究所研究员 白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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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生效——

域内贸易便利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
本报记者 高 乔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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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露驻日美军与日“旧疾”
本报记者 贾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