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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对日本意义非同寻常
本报驻东京记者

首个覆盖中国、日本、韩国、东盟等东
亚主要经济体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
（RCEP）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这对
促进贸易自由化、区域内经济合作、全球贸
易和投资新经济规则制定都具有重要意
义。日本媒体评价称：
“这是本地区人口规
模、经济水平、政治体制不同国家间为经济
发展和地区稳定建立的新平台，使亚洲主
导世界通商战略调整成为可能。
”
该协定内容共涉及削减关税、原产地
原则、跨境电子交易、知识产权保护、人员
移动等 20 个领域。其中，在商品关税方
面，各成员国 91%的商品关税将取消，中
日贸易商品的 86%、日韩贸易商品的 83%
将最终取消关税。其他国家间撤销关税的
商品比例也将达到 86%至 100%。中国对
日出口的服装、冷冻食品、蘑菇、绍兴酒，日
本对华出口的电动汽车电池材料、车轴、农
用拖拉机、部分钢铁制品、扇贝、日本清酒

等均将取消关税。各国对日出口的工业品关
税撤销率将达到 98.6%。
RCEP 的原型最早是在中国提议下，于
2005 年 4 月份开始由东盟 10 国和中日韩共
同研究的“东亚自贸区构想”。日本于 2007
年 6 月份邀请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
合作范围扩大。2012 年由东盟正式发起，历
经 8 年谈判，最终签署。
东盟 10 国始终是推动自由贸易的积极
践行者。东盟分别与中、韩、澳、新签订了自
由贸易协定，
与日本签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但上述协定互不相通，RCEP 可以将上述国
家间经贸关系进行整合。例如此前东盟从 5
国中任何一国进口原材料加工后出口给其他
4 国时，需要分别遵守不同的贸易规则。如
果原材料比例超过一定标准，出口给其他国
家时可能难以享受原产地优惠规则而蒙受关
税损失。RCEP 启动后，域内贸易将执行统
一规则，使各方共享实惠，
这将更加有利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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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资本对本区域的投资。可见 RCEP 是推
动贸易自由化的各方共赢的结果。
RCEP 协定符合各方需求和利益。在
谈判期间，日本安倍政府及后期的菅义伟
政府均以恢复经济为最优先课题，本区域
国家占日本进出口贸易额的 46.2%，在日
本国内市场饱和状态下外需显得更为重
要。因此，
“东亚自贸区”对日本而言不可
或缺。日本外务省官员称：
“日本从一开始
就没有不参加的选项，只是如何获取更加
有利条件。
”
从谈判结果看，协定将促进各成员国
间的商品免税或低税贸易，日本商品可以
以更低成本进入中、韩两个重要贸易伙伴
国市场。2019 年，对中国贸易占日本外贸
总额的 21.3%，韩国占 5.3%。因此，RCEP
对日本意义非同寻常。此外，RCEP 协定
还在亚洲地区首次规范了知识产权保护和
数字经济等发展规则，进一步优化了投资

环境。据统计，日本在此协定成员国内的投
资企业达 4 万多家。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中西宏明称，
“RCEP 协定对日本扩大贸易、投资及提高产
业链效率将发挥重要作用”
。日本媒体称，
尤
其将给产业链分散在东亚各国的日本汽车、
机械等制造业带来更多好处。
当然，
协定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例如，
日本对农林水产品进口的关税撤销率不高，
因为亚洲地区农产品丰富，日本国会为保护
本国农业曾经通过将大米、小麦、猪牛肉、乳
制 品、糖 类 5 种 重 点 农 产 品 免 于 开 放 的 决
议。同时，
协定减税过渡期较长，
食品类过渡
期为 11 年，酒类过渡期 20 年。对此，日本媒
体不无遗憾地说：
“百姓的餐桌尚难享受到更
多实惠。
”
这与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和牛、大米、
水果等高质量农产品及东北地区海产品出口
政策形成反差。未来，RCEP 在实施过程中
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韩国建国大学国际通商学部副教授金旭：

RCEP为韩国经济发展增加新动能
本报驻首尔记者
近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式签署，形成了世界上人口数
量最多、成员结构最多元、发展潜力最大的
自贸区，具有重大积极意义。韩国作为
RCEP 成员国之一，此消息一经公布，便在
韩国国内引发高度关注。
韩国建国大学国际通商学部副教授金
旭表示，RCEP 覆盖了全世界约三分之一
人口，成员国 GDP 总和也约占全世界的三
分之一。在近年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对全球经济造成不良影响的情况下，
RCEP 的签署对区域经济发展、塑造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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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环境以及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负面影
响，都具有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
金旭认为，首先，期待 RCEP 成员国之间
能像欧盟一样，在开展对外贸易的同时，
也能
超越经济范畴，促进域内各领域交流。其次，
韩国业界对 RCEP 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例
如，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最近发布报告
预计，韩国未来 10 年 GDP 将因此协定增长
0.41%至 0.51%。第三，RCEP 将刺激韩、日、
澳等多国中间品出口。RCEP 生效后，中国
对东盟国家的出口势必增多。因此，向中国
大量出口中间品的韩、日、澳等国也会进一步

中国残联：

增加对华出口。第四，有助于促进中日韩三
国经济合作。在中日韩三国间，目前只有中
韩两国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韩
日、中日之间都尚未签署 FTA。RCEP 的签
署不仅为中日、韩日之间形成了间接 FTA，
也为今后三国开展新的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
契机。最后，RCEP 将使域内国家间生产及
供应网络效率更高，域内国家对价值链的参
与度也会得到提升，部分域内国家的价值链
联系还会更加紧密。
金旭表示，RCEP 对韩国的意义不言而
喻。韩国未来的合作重点将包括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韩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超过
60%，韩国不可能忽略 RCEP 的存在。韩
国政府将灵活运用 FTA 和 RCEP，维护好
与中国、日本、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
第二，韩国总统文在寅前不久曾连续多日
与东盟国家领导人共同举行视频会议，集
中讨论了防疫和贸易合作问题。这两个问
题势必将成为韩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合作重
点。第三，在韩国与东盟召开的领导人会
议 期 间 ，韩 国 提 出 了“ 新 南 方 政 策 + ”概
念。文在寅总统曾于 3 年前提出旨在维护
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南方政策，
此次提
出的“+”则代表了一揽子医疗合作、教育
及人力资源开发、促成互惠的贸易投资环
境等 7 项新内容。所有这些合作重点都将
在 RCEP 框 架 下 得 以 实 现 ，并 发 挥 更 好
作用。
金旭认为，RCEP 的签署对韩国后疫
情时代经济发展也具有推动作用。RCEP
为受疫情影响的韩国出口注入一剂有力的
强心剂，这对韩国经济整体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

金砖国家将成世界
经济复苏主要动力
本报讯 记者田士达报道：俄罗斯对外经济银行研究院发
布最新研究报告称，明年金砖国家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
动力。
报告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0 年世界经济总量将
下降 4.3%至 4.4%。如果能够避免第三波疫情，并免受防疫限
制措施的影响，2021 年世界经济预计可增长 4.4%至 4.9%。中
国、韩国和东盟等将成为推动 2020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
报告说，2020 年金砖国家经济跌幅预计不超过 2%，2021
年经济增幅有望达到 6%至 7%，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报告指出，金砖各国开发银行通过支持医疗系统和中小企
业、发行债券、落实社会福利项目等方式，为本国和世界克服疫
情带来的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

墨西哥举行国际热气球节

墨西哥国际热气球节日前在墨西哥瓜纳华托州莱昂市举
行，
图为在国际热气球节上飘飞的热气球。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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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收官之年，也是实现残疾人共同奔小康目标的关键之年。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帮扶扩大贫困地区农副
产品销售渠道，近日中国残联融媒体平台联合各省残联微信公众号推出“脱贫攻坚 助残带货”栏目，推介各地扶贫特色产品。通过多渠道、多产品
的融媒体传播，
提升产品品牌，帮助贫困地区绿色优质农产品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走进千家万户，
助力脱贫增收。

脱贫攻坚 助残带货
汝南麦草画是河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几代
人的传承，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汝南县袁月英麦
草画工艺品有限公司是一家集麦草画研发、生产、销售于
一体的特色艺术品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壮大，从家
庭作坊式经营发展到今天的“公司+农户”
（包括残疾人
户）经营。几年来，通过助残帮扶活动，对残疾人开展麦
草画技能培训 50 多期，吸收 200 名残疾人就业，让他们
就近就地实现转移就业，走上了自食其力、脱贫致富的道
路，增强了贫困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

兴文县隶属四川省宜宾市，位于四川盆地
南缘，这里种植猕猴桃历史悠久。45 岁的何帝
娇小时候因一次意外摔伤了右手，落下了终身
残疾。2014 年，仙峰苗族乡大力推行产业扶贫
政策，全村种植富硒红心猕猴桃 300 余亩，作为
建档立卡扶贫户的何帝娇牢牢抓住了机会，租
地种植了 50 余亩。今年是何帝娇种植猕猴桃
的第六个年头，他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种植方法，
就算要多花几倍的劳动力，也要像呵护孩子一
样细心照料猕猴桃，他说：
“消费者吃了健康，挣
来的钱才安心。
”
陈国玉幼年因患小
儿麻痹症而导致右肢残
疾 ，爱 好 艺 术 的 他 于
2007 年创办了百年根
艺根雕厂，把“以文化创
意为本，带领残疾人伙
伴，发展雷州根雕事业”
作为使命，专注于原木
茶盘、大板茶桌、树头茶
几、凳子、休闲椅、摆件、手串、笔筒、茶宠、壁挂、书法
木匾等各类根雕艺术品的制作与销售。他还免费为
残疾人传授根雕技艺，现有 3 名残疾人在他的根雕厂
就业，对于根雕艺术，陈国玉有自己的深刻理解。他
说，其实每块木头都是一个艺术品，都不该被忽略
该被忽略。
。
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根雕艺术的美
的美，
，让更多人了解到
根雕艺术，
让根雕艺术文化继续流传下去
化继续流传下去。
。

（以 上 产 品 请
关注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微信公众号脱
贫攻坚专栏购买）
贫攻坚专栏购买
）

（数据来源：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