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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特朗普推行“美国优先”政策、中美博弈长期化、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并肆虐全球、世界经济严重衰

退的形势下，发展滞后的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进展。继 2018年 3月亚太 11国达成 CPTPP后，2020
年 11月该地区 15国签署了 RCEP，“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成员构成最多元化、发展最具活力”的自由贸易区

即将建成，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增添新动力。RCEP与 CPTPP是目前亚太地区已成型的两大

FTA，今后其如何发展演变，关涉未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前景。追踪 RCEP动向，分析其可能带来的

经济效果、政治影响，尤其对亚太自贸区建设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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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 90年代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演进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世界贸易组织（WTO）多边贸易谈判步履维艰，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

日益增强。在欧洲，1993 年欧洲共同体开始向欧盟（EU）过渡；1999 年欧元问世，标志着欧洲

区域经济一体化走向更高层次。在北美，1994 年建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并逐步向南扩展。这

一时期，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合作平台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 1994 年确立了“茂物目标”，

即到 2020 年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为此，各成员在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提高贸易投资便

利化、加强功能性合作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也取得了成效。由于 APEC 是一个松散的组织，

缺乏约束力，并且成员较多，国家和地区间差异较大，加之亚太地区长期存在领土争端、历史

区域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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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外部势力干扰等问题，该地区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建设滞后。

（一）亚洲金融危机推进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面对日益兴起的区域化潮流，东亚各国和地区意识到只有加强合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才能提升自身及本地区在国际经贸体系中的地位，90 年代东亚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依

存度有所加深。以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契机，东亚形成东盟 10 国加中国、日本、韩国的所

谓“10+3”合作框架。在这一框架下，2000 年 5 月各国签署了“清迈协议”，东亚区域经济一体

化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此后，相继出现有关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提案和构想。

2002 年，中国提出以“10+3”为框架的“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构想，并获得通过。

2004 年，第八次“10+3”领导人会议正式宣布，将建设“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长远

目标，并成立专家小组研究东亚自贸区问题。2006 年，日本提议在“10+3”的基础上吸收澳大

利亚、新西兰、印度参加，即以“10+6”为框架的“东亚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构想。日本

此举的一个目的在于消除美国的疑虑，牵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在“10+3”和“10+6”框架的基

础上，逐渐演变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随着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①潮流兴起、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进展，缔结双边 FTA 成

为众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截至 2010 年 1 月，东盟与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分别建成“东盟+1”自贸区。日本与印度、澳大利亚签

署了 FTA，分别于 2011 年 8 月、2015 年 1 月生效。韩国与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达成 FTA，分

别于 2010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 12 月生效，与中国签署的 FTA 于 2015 年 12 月生效。中

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2015 年 12 月建成自贸区。［1］可见，在 RCEP 成员范

围内，相互之间已缔结十几个双边 FTA。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下亚太自贸区愿景诞生

2004 年，加拿大在由工商界代表组成的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上提出，就建立亚太自由贸

区的可行性进行研究。一些国家和地区担心建立亚太自贸区违背 APEC“开放的地区主义”原

则，有可能改变 APEC 机制，因而持慎重态度。随着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和双边 FTA 的不断进

展，美国担心在东亚出现一个将其排除在外的区域贸易集团，开始积极倡导建立亚太自贸易

区。2006 年 11 月，APEC 领导人峰会发表《河内宣言》，正式提出亚太自贸区的长期愿景。

2008 年 11 月，APEC 成员共同发表《利马宣言》，其中提到将继续研究亚太自贸区的可行

性。2010 年 APEC 领导人峰会发表《横滨宣言》，提出“我们要求亚太经合组织采取具体措施，

实现亚太自贸区。这是进一步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要载体”。 2014 年 5 月，

APEC 成员就推进亚太自贸区采取切实行动达成共识，制订了《北京路线图》，由此亚太自贸区

由愿景向具体行动迈出了重要一步。

① 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FTA）作为 WTO 最惠国和非歧视性原则的最大例外，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主权国家或单独关税区之间签署的以取消关税壁垒等为目的的协定。由 FTA 的缔约方所形成的特定区域被称为自由

贸易区，它涵盖所有成员的全部关税领土。日本强调缔结高质量、内容广泛的 FTA，称之为“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co⁃

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EPA）。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定义，EPA 是指“在特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之间，以促进贸

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取消国内限制及协调各种经济制度、加强广泛经济联系为目的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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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1 月，APEC 第 27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制定《2040 年亚太经合组织布特拉加亚愿

景》，提出“通过市场驱动的方式继续推进‘茂物目标’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推进亚太自贸

区议程”，表明 APEC 继续将实现亚太自贸区作为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清晰目标。

由于进入 21 世纪后缔结双边 FTA 的潮流愈演愈烈，亚太地区先后出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中日韩 FTA、RCEP 等多边贸易谈判，很多国家和地区参与其中，客观上也导致

APEC 机制的作用弱化，亚太自贸区建设滞缓。

（三）国际金融危机后亚太地区出现三大FTA谈判

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陷入萧条，贸易保护主义升温。为规避风险、促

进经济稳定增长，一些国家和地区积极推动区域贸易自由化和经贸合作，新缔结的 FTA 数量

明显增加。2009~2012 年，全球新建立的自贸区有 61 个。［2］由于 FTA 对自贸区外的经济体形成

排他性，一个 FTA 的诞生往往会催生新的 FTA，引发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缔结 FTA、参与区域经

济一体化方面的竞争加剧。2013 年以后，FTA 谈判呈现大型化趋势，特别是在亚太地区最为

活跃。

美国自 2009 年 11 月宣布参加 TPP 后，开始主导谈判。在美国的推动下，澳大利亚、秘鲁、

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加拿大、日本陆续加入，到 2013 年 7 月 TPP 谈判成员扩大至 12 个。这

期间，中日韩三国于 2008 年 12 月启动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开始独立于“10+3”框架外举行会

谈。2009 年 10 月，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决定推动三方自贸区建设，并于 2013 年 3 月开始首轮

FTA 谈判。东盟在 2011 年 11 月第 19 届首脑会议上提出 RCEP 构想，2012 年 8 月 16 个成员就

“RCEP 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达成一致，2013 年 5 月开启谈判。

在亚太地区之外，美国与欧盟于 2013 年 6 月启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

（TTIP）”谈判。美国主导和参与的大型 FTA 已横跨几大洲，反映了美国着力塑造以其为中心

的全球经贸网络、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意图，而亚太仍是美国重点经营的地区。

（四）新形势下亚太地区CPTPP与RCEP应运而生

随着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加快。2016 年 6 月，英国公投决定

脱离欧盟，脱欧谈判历经波折。2017 年初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全面推行“美国优先”和贸

易保护政策，其下发的第一个行政令就是退出 2016 年 2 月签署但尚未生效的 TPP。对于美国

的退出，日本劝说无果后开始在 TPP 谈判中发挥主导作用。2018 年 3 月，在没有美国的情况

下，11 个成员签署“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2017 年 11 月 TPP 更名为

CPTPP），基本保留了原 TPP 内容。

2018 年 7 月，特朗普政府对华实施加征关税措施，挑起中美贸易摩擦，并延伸至金融、科

技、人员往来等领域。由于美国和中国的经济总量合计约占世界经济的四成，中美贸易摩擦

所造成的影响远不限于双边范围，而波及众多国家和地区。在中美博弈显性化和长期化的态

势下，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担忧加剧，加之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有损其盟友的利益，很多

国家和地区从地缘角度寻求出路，推动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动力增强。2019 年 11 月，

RCEP15 个成员结束所有文本及实质性完成有关市场准入问题的谈判。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给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冲击，物流受阻，消费骤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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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市场需求萎缩，经济活动显著放缓。随着疫情蔓延及不确定性日益增多，各国和地区感受

到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只有加强合作才能有效防控疫情、增强产业链供应链及经济发展

的韧性。于是，“抱团取暖”成为众多国家和地区的现实需求，希望通过区域合作和经济一体

化推动贸易投资发展，促进疫后经济复苏。2020 年 7 月，美国与加拿大、墨西哥重新谈判缔结

的“美墨加协定（USMCA）”生效，取代了之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同年 12 月，

英国与欧盟达成脱欧后新的贸易协定。尤其受到关注的是 RCEP，历经八年、31 轮正式谈判，

15 个国家在 2020 年 11 月 15 日终于签署协定。

二、RCEP主要内容、效果及影响

RCEP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FTA。如表 1 所示，一方面 2019 年，RCEP15 个成员 GDP 合计

26.3 万亿美元，约占全球 GDP 总量的 30%；出口额合计 5.5 万亿美元，人口合计 22.6 亿人，在全

球的占比均为 30% 左右，其人口数量相当于 CPTPP 的四倍多。RCEP 的整体经济、贸易、市场

规模及后发潜力，决定了其重要性及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力。另一方面，RCEP 成员

构成及经济发展水平多元，既有发达国家日本、发展中大国中国，也有缅甸、老挝、柬埔寨等欠

发达国家，成员人均 GDP 为 11 611 美元，略高于世界平均值，为 CPTPP 的一半左右。鉴于多元

化和多样性，RCEP 的门槛和自由化程度总体上低于 CPTPP。

表 1 世界主要大型 FTA

2019 年

RCEP15（不含印度）

日本

中国

东盟 10 国

RCEP16

印度

CPTPP（TPP11）

TPP12（含美国）

USMCA

美国

EU28

世界合计

出口额

（亿美元）

54 790（36.1）

7 060（4.7）

24 990（16.5）

14 190（9.4）

58 030（38.3）

3 250（2.1）

29 350（19.4）

45 760（30.2）

25 480（16.8）

16 410（10.8）

62 860（41.5）

151 650（100.0）

进口额

（亿美元）

49 610（32.1）

7 210（4.7）

20 690（13.4）

13 990（9.1）

54 400（35.2）

4 800（3.1）

28 840（18.7）

53 830（34.8）

34 600（22.4）

24 980（16.2）

62 270（40.3）

154 500（100.0）

GDP
（亿美元）

262 850（30.0）

50 800（5.8）

147 320（16.8）

32 350（3.7）

291 540（33.3）

28 690（3.3）

112 600（12.9）

326 930（37.3）

244 280（27.9）

214 330（24.5）

184 520（21.1）

875 520（100.0）

人口

（百万人）

2 264（29.4）

126（1.6）

1 400（18.2）

656（8.5）

3 632（47.1）

1 368（17.7）

509（6.6）

838（10.9）

494（6.4）

328（4.3）

511（6.6）

7 713（100.0）

人均 GDP
（美元）

11 611

40 256

10 522

4 935

8 028

2 098

22 112

39 028

49 493

65 254

36 106

11 351

注：表中括号内数据为在世界中占比。

资料来源：大木博巳 .RCEPは多様性に富んだ22 億人の成長市場～RCEPは中国の経済圏か～［R/OL］.

2020 年 12 月 4 日 .http：//www.iti.or.jp/flash475.htm，登录时间，2021-02-27.

（一）RCEP主要内容与预期经济效果

RCEP 内容包括 20 个章节，其中关于削减货物关税的承诺，主要分两个步骤，即自协定生

效之日起立即取消关税、10 年内逐步取消关税。具体来看，RCEP 货物贸易零关税的品类数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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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总体将达到 91%。以日本为例，其承诺对已缔结 EPA 的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货物品类的

88% 实行零关税，对中国、韩国取消关税的品类比率分别为 86% 和 81%。东盟、澳大利亚、新西

兰承诺对日本实行零关税的货物品类达到 86%~100%，中国、韩国对日取消关税的品类比率分

别为 86% 和 83%（参见表 2）。

表 2 RCEP取消关税情况

RCEP 整体

91%

日本对其他成员

已缔结 EPA 对象

88%

中国

86%

韩国

81%

其他成员对日本

全体

92%

已缔结 EPA 对象

86%~100%

中国

86%

韩国

83%

资料来源：中田一良 .RCEPの概要と日本への影響~日本、中国、韓国の間で進む関税削減~［R/OL］.2020

年 12 月 23 日 .https：//www.murc.jp/wp-content/uploads/2020/12/report_201223.pdf，登录时间，2021-02-27.

在工业品领域，其他 14 个成员对日本实行零关税的品类达到 92%。其中，中国对日零关税

的品类比率为 86%，包括部分发动机、锂离子电池等汽车零部件及钢铁制品等。韩国对日零关

税的品类比率为 92%，包括汽车安全气囊、车用电子产品、化学制品等。日本对其他 14 个成员

将立即或逐步取消化工制品、纤维等产品关税。［3］

在农产品领域，中国对日切花、调料汁、扇贝等逐步削减关税，对日清酒关税率从 40% 逐步

下调，协定生效后第 21 年取消关税；韩国对日清酒在第 15 年取消关税；印度尼西亚对日牛肉、

酱油等产品逐步削减关税。日本在农产品市场开放问题上依然保守，其对东盟、澳大利亚、新

西兰的零关税品类比率为 61%，对中国零关税的比率为 56%，对韩国仅为 49%，［4］低于 CPTPP、

日欧 EPA 中有关农产品的自由化水平。日本五类敏感农产品以及自中国进口较多的鸡肉调

制品、大葱、香菇、洋葱、胡萝卜、冷冻西兰花等产品被排除在外。

在服务贸易领域，RCEP 成员达成一些开放性措施，如印度尼西亚在电影制作和放映、污

水处理等方面承诺外资出资比率最高可达 51%；泰国在海运货物安置、冷冻冷藏、货物仓储等

服务方面承诺外资出资比率最高可达到 70%；中国对美容美发、生命保险和证券、老年人福利

相关服务的外资出资比率不再设限；缅甸对广告、海运货物仓储服务的外资比率不再设限；老

挝对国内陆路货运服务的外资比率不再设限。［5］

除贸易领域外，RCEP 也涵盖原产地规则、海关手续和贸易便利化、贸易救济、人员流动、

投资、知识产权、电子商务、竞争政策、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争端解决等内容，在一些领域的开

放承诺超越了 WTO。譬如，在投资方面，成员方对制造业、农林渔业、采矿业投资均采用负面

清单方式，这也是中国首次在 FTA 中对投资领域以负面清单形式进行承诺。再如，在海关手

续和贸易便利化方面，RCEP 采取预裁定、抵达前处理、信息技术运用等方式，简化通关手续，

对快运货物、生鲜产品等尽可能在抵达后六小时内放行。RCEP 还积极推动各成员国在标准

认可、技术法规等方面减少贸易壁垒，鼓励各方标准化机构加强信息沟通与合作。这些措施

有利于降低经贸成本和提高效率，促进新型跨境物流的发展以及地区一体化市场的形成。

根据自贸区理论和实践，RCEP 生效后，对缔约方会产生“贸易创造”、促进投资及企业竞

60



NORTHEAST ASIA FORUM

RCEP签署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争等效应。随着区域内壁垒减少，贸易投资便利性大大提高，企业运营成本降低，消费者可购

买到更加质优价廉的商品，惠及相关企业和国民，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祉。有机构

估测，到 2025 年，RCEP 将拉动出口、对外投资存量、GDP 分别增长 10.4%、2.6% 和 1.8%。［6］另据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到 2030 年，RCEP 将拉动出口增加约 5000 亿美元。［7］ 也有

人质疑 RCEP 的经济效果，认为 RCEP 成员在世界贸易中多为出口方，或是像日本、韩国那样

的工业品主要卖方市场，或是像澳大利亚那样的资源品主要供应国，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RCEP 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拓展自贸区内市场，需要进一步观察。

在 RCEP 成员中，由于东盟内部的很多贸易接近于零关税，东盟与其他 RCEP 成员之间、

其他成员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双边 FTA，关税率已降至较低水平，而中日韩三国首次形成制

度性的贸易关系，相互间削减关税和自由化的空间较大，RCEP 拉动区内贸易增长的很大部分

将来自中日韩三国。

（二）RCEP对地区及世界的影响

作为全球最大的自贸协定，RCEP 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地区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政治

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

1. 为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固基础

在经济一体化方面，东亚及亚太地区一直落后于欧美。RCEP 的签署，为进一步推动区域

合作、建设亚太自贸区、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筑牢基础，也为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创造了条

件。截至 2010 年，东盟与“10+6”中的六国分别缔结了 FTA，形成多个“东盟+1”网络，这些

FTA 在贸易自由化率、原产地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参见表 3）。不仅如此，该地区还有日澳、

韩澳、中韩等 FTA，存在“圈中有圈”、交织重叠的“意大利面碗”现象，给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

便。RCEP 生效后，将会使之前分散的双边 FTA、次区域合作、多边 FTA 等得到整合，形成一个

共同市场，在区内实行统一的规则和标准，这有利于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降低企业成

本，促进地区产业链的构建和地区经济发展，从而为实现区域经济整合创造条件。

表 3 “东盟+1”FTA概要

ACFTA

AKFTA

AJCEP

AIFTA

AANZFTA

自由化率

92.5%
94.6%（中国）

89.8%
92.1%（韩国）

89.8%
91.9%（日本）

77.0%
74.2%（印度）

93.5%
100%（澳大利亚、新西兰）

原产地规则

附加值基准 40%

附加值基准 40% 和税号变更基

准（HS4）的选择

附加值基准 40% 和税号变更基

准的选择

附加值基准 35% 及税号变更基

准（HS6）的并用

附加值基准 40% 和税号变更基

准（HS4）的选择

特征

AFTA 型协定、多数国家汽车、摩托

车、家电制品等例外

AFTA 型协定、朝鲜开城工业园的

产品为对象

与 CLM 以外的七国缔结一揽子双

边协定

AFTA 型协定、减免关税制度复杂

自由化率最高，一揽子协定但不含

政府采购

资料来源：石川幸一 . 東アジアの経済：展開と課題［J］.アジア研究，2018（1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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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凸显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仍是未来发展大方向

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的形势下，15 国达成 RCEP，彰显了亚太国家支持多边自由贸

易的决心，有助于提振人们对未来的信心。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所指出，RCEP 的签署

“不仅仅是东亚区域合作极具标志性意义的成果，更是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胜利，必将为促

进地区的发展繁荣增添新动能，为世界经济实现恢复性增长贡献新力量。”在疫情导致经济衰

退的情况下，RCEP“让人们在阴霾中看到光明和希望，表明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是大道、正

道，仍然代表着世界经济和人类前进的正确方向。让人们在挑战面前选择团结与合作，而不

是冲突与对抗，选择守望相助、同舟共济，而不是以邻为壑、隔岸观火，向世界表明开放合作是

实现各国互利共赢的必由之路。”［8］

3. 推动世界形成三足鼎立的区域化格局

随着 FTA 的发展演变，早已超出单纯的经济范畴，人们越来越多地从地缘战略的角度审

视 FTA 所带来的政治影响。如前所述，RCEP 的签署，为亚太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加固了基

础，它预示着该地区的内聚力及区域合作趋势将会增强，由此降低对美国等区域外经济体的

经贸依存度，推动全球政治、经济秩序调整加快。RCEP 代表的世界最大自贸区一旦建成，自

贸区内的经贸往来会扩大，世界将形成北美、欧洲、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区域化经贸格局，进

而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影响。

（三）RCEP对中国的影响和意义

2007 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 2009 年政

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这也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到 2020 年底，中国已与 26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19 个 FTA。［9］此次 RCEP 的签署，对中国具有重

大的经济和政治意义。

首先，促进中国经济贸易进一步发展。2020 年，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

美国、日本和韩国，其中东盟、日本、韩国均为 RCEP 成员，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分别约占 15%、

7% 和 6%。［10］尤其东盟与中国已相互成为最大贸易伙伴，显现出东亚贸易的区域化态势。

RCEP 生效后，这种发展趋势会进一步增强。

其次，推动改革开放及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随着国际形势变化、不确定

性日益增多，中国已失去稳定的发展环境。在此情况下，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

础上，中国加快推进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循环。RCEP 不仅会推动中国进一步推动深化改

革，扩大市场开放，不断完善营商环境，也将有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促进“双循环”有效运行。

再次，减缓美国对华经贸和政治压力。一方面，RCEP 签署后，中国已生效和签署的 FTA

覆盖对外贸易的比率从 27% 提高到 35% 左右，［11］对外经贸关系进一步扩大和巩固，可减轻中

美贸易摩擦及部分企业转移生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 RCEP 框架下，中国与日本、韩国

等美国盟友同时建立了制度性的经贸合作关系，特别是与日本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不仅

表明美国盟友在经贸政策上不想在美国和中国之间作出选择，不愿失去中国发展带来的机

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的地位和影响力有所弱化，日韩基于本国利益在努力提升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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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正如新加坡星展集团经济师谢光威所指出，“RCEP 和 CPTPP 的签署都应敲响美国

的警钟，让美国意识到即使没有他，亚太各个经济体仍会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前进”。［12］

三、RCEP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建立亚太自贸区是 APEC 提出的长远目标，也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内容。有学

者分析认为，要实现亚太自贸区的目标，有几种可能路径：经由 TPP（CPTPP）、经由 RCEP、将

TPP（CPTPP）与 RCEP 融合、通过 APEC 内部已有区域贸易协定或 FTA 进行整合、与 APEC“茂

物目标”的实施相结合。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需要发挥 APEC 的引领作用。［13］继制

定《北京路线图》之后，APEC 在 2016 年发表的《利马宣言》中，进一步明确了实现亚太自贸区的

路径，指出“亚太自贸区应建立在正在开展的区域安排基础上，包括通过 TPP（CPTPP）、RCEP

等可能路径加以实现”。［14］如今，CPTPP 与 RCEP 两条可能路径均已成型，其今后如何发展演

进，将关涉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与前景。

（一）RCEP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RCEP 的达成，为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提供了制度性保障，也成为通往亚太自贸区及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可能路径之一。RCEP 一旦生效，不仅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降低贸易壁垒和

企业成本，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市场的流动和重新配置，加快疫后经济复苏，而且在中美博

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形势下，有助于促进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构筑稳定的区域

生产网络，助力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因此，需要积极推进 RCEP 落地生效，把

握其动向及对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1. 退出 RCEP 的印度会否再加入

印度是世界人口大国，市场规模庞大，也是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成员。印度的区域

经济政策走向，对亚太经济一体化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根据 RCEP 规定，协定生效一年半后方

可接受新成员。但是，对印度设有开放性条款，允许其随时加入，也可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相关

会议。

2019 年 11 月，印度之所以宣布退出 RCEP，主要有几方面原因：（1）经济减速下国内矛盾

突显。2003 年以后，印度经济增长率每年（除 2008 年外）保持在 5% 以上，多数年份超过 7%，

2017 年开始放缓，2019 年降至 5% 以下。［15］伴随经济下行，国内农业、贫困、失业等问题突出，反

对党不断向莫迪政府施压，指责 RCEP 将损害印度农民、中小企业的利益，执政党不得不考虑

农民的诉求。（2）产业竞争力及市场开放承受力较弱。与 RCEP 成员相比，印度人均 GDP 仅高

于缅甸和柬埔寨，制造业竞争力较弱。印度领导人对开放国内市场一直审慎，以防止给本国

产业和经济造成冲击。在“东盟+1”FTA 中，只有印度的关税自由化率不到 80%，除新加坡、文

莱、柬埔寨之外，印度与东盟成员国间的关税自由化率均低于 80%。［16］（3）与 RCEP 成员的贸易

逆差较大。在印度货物贸易逆差中，RCEP 成员约占六成，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

利亚都是其逆差来源国，尤其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超过 500 亿美元。［17］印度担心 RCEP 会给国内

市场带来冲击，导致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

鉴于本国经济、产业、对外贸易发展及国际关系现状，印度要再次加入 RCEP，恐怕其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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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考虑一些条件，如国内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执政党地位稳固；RCEP 生效并运行良好，印度感

受到在区域外的利益损失；贸易逆差缓解，有能力应对外国产品大量涌入。由此看来，印度短

期内不会加入。为消除未参加 RCEP 的负面影响，印度已在积极寻求扩大海外其他市场，推动

与欧美国家的经贸谈判。2020 年，印度与欧盟重启搁置了 7 年的贸易谈判，与美国开始探讨缔

结 FTA 的可能性。

2. 兼跨两大 FTA 的日本将发挥何种作用

日本是同时加入 RCEP 和 CPTPP 的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日本签署和生效的 EPA 覆盖其

对外贸易的 79%，［18］已实现安倍政府设定的 70% 目标，［19］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占有一定

优势，其今后在 RCEP 中的作用不容忽视。RCEP 的成员框架源于日本，日本在“10+3”成员的

基础上拉入澳新印三国，自然不愿看到印度的退出，一再强调要签署有 16 国参与的 RCEP，并

劝说印度回归。实际上，在日本对外贸易中，印度所占比重不到 1.5%，［3］而日本如此重视印

度，有着地缘政治考量，希望拉进印度，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突发、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和地区推动区域合作的意愿增强，日本

的态度亦发生变化，不再坚持 16 国共同签署 RCEP，而转向为印度争取日后可随时加入的“特

权”。对日本而言，参与和推动 RCEP 有利可图。据日本政府 2021 年 3 月 19 日发布的最新测

算结果，RCEP 将拉动日本经济增长约 2.7%，增加就业岗位约 57 万人。［20］其经济效果明显大于

CPTPP，也略高于有美国加入的 TPP。日本依托 RCEP 与中国、韩国首次达成关税减让安排，

可有效扩展对中、对韩贸易空间。2021 年 4 月底，日本基本完成 RCEP 国内核准程序，使该协

定按时生效的可能性增大，也反映出新形势下日本在经贸领域的务实性及其区域经济政策的

取向。

（二）CPTPP扩容动向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CPTPP 生效至今两年有余，已有多个国家和地区表达了加入意向。在 RCEP 达成后，中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在 2020 年 11 月 APEC 领 导 人 非 正 式 会 议 上 表 示 ，中 国 将 积 极 考 虑 加 入

CPTPP。同年 12 月，韩国总理文在寅首次公开表示韩国考虑加入 CPTPP。随着 2021 年 1 月拜

登就任美国总统，很多人猜测美国有可能重新加入 CPTPP。CPTPP 将如何吸纳新成员，也关

涉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

1. 美国会否重新加入 CPTPP，将对亚太经济一体化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奥巴马时期美国加入并主导 TPP，是其“重返亚太”战略在经贸领域的体现。美国的盟友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其合作伙伴越南、新加坡等现 CPTPP 成员，希望拜登执政后能够修正

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政策，同时也希望美国继续保持在亚太地区的存在。由

于疫情下美国国内矛盾突显，拜登执政后忙于应对国内事务，全面评估特朗普执政 4 年来的经

贸政策和外交遗产，暂且搁置 CPTPP 等外部事务。但是，拜登展现出的重振美国、领导世界的

强烈愿望和目标追求，决定其今后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度会有增无减。

美国前贸易副代表卡特勒（Wendy Cutler）表示，RCEP 和中欧投资协定等将促使拜登政府

参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事务，但“CPTPP 并不是美国重新建立亚太地区关系的唯一机制”。［21］此

言传递了两个信息：亚太地区是拜登政府对外关注的重点目标；美国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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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式未必限于 CPTPP，也可通过其他路径。可以说，即使美国重新加入 CPTPP，也不可能

以新成员的姿态出现，而是谋求对现有协定进行修订，使之更加符合美国的利益，包括其所关

切的劳工问题等。如果现有成员再加上美国，CPTPP 的经济体量从 11 万亿美元扩大至 30 万

亿美元以上，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市场空间，势必影响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发展和重组。

2. 英国申请加入 CPTPP，将使亚太区域合作走向“跨区域”范式

2020 年 1 月底，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开始加快推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间的经贸谈判。同年

6 月，英国与日本启动贸易谈判，双方仅用四个多月时间便签署了协定。在日英两国各自对外

贸易中，对方所占比重均不超过 2%，［22］日英 EPA 给双方带来的经济效果有限，而两国之所以

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达成协定，有着深层的战略需求。对英国而言，与主要发达国家日本签署

脱欧后的首份贸易协定，可彰显英国独立进行贸易谈判的能力，证明英国市场今后将更加灵

活趋稳，增强人们对英国未来的信心。同时，作为大西洋国家，脱欧后的英国急于寻求欧盟之

外的市场，尽快消除脱欧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英国希望以日英 EPA 为“跳板”加入 CPTPP，

以开拓广阔的亚太市场，就像英国国际贸易大臣特拉斯所言，“加入 CPTPP 将为英国企业创造

巨大机会……也会加深与世界上一些发展最快市场的联系。这意味着降低英国汽车制造商

和威士忌生产商的关税，改善服务提供商的市场准入条件”。［23］

缔结日英 EPA 以及英国申请加入 CPTPP，对日本也有利可图。随着日英 EPA 生效，日本

与英国的关系、经贸规则上与欧盟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海外市场有所扩展。由于日英

EPA 是以日欧 EPA 为参考，日本与英国加强经贸关系，可最大限度地降低英脱欧对日本企业

的影响，同时日英 EPA 内容又不局限于日欧 EPA，如数字贸易条款所涉及的范围便超出前者，

符合日本意欲参与制定和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的战略意向。因此，对于英国申请加入 CPTPP，

日本持积极态度，此举有利于推动日英关系在日英 EPA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也有助于日本

加快开发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的印度、非洲等大市场。如果英国成为 CPTPP 成员，则意味着

传统意义上的亚太区域合作范式发生变化，区域化趋势中也带有“跨区域”成分。

3. 中国积极考虑加入 CPTPP，将为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添加正能量

中国表示考虑加入 CPTPP，向世界表明了继续推动全球化、多边贸易体制的决心和未来

发展方向，但是，鉴于中美博弈长期化、地缘政治环境复杂化，中国加入 CPTPP 的路程不可能

一帆风顺。CPTPP 是从奥巴马时期美国主导的 TPP 演化而来，从一开始就带有牵制中国的意

图。特朗普时期对华挑起贸易摩擦并不断升级，中美关系恶化。拜登政府在对华关系上形成

共识，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4］威胁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并试

图通过重振同盟体系、与盟友加强合作来遏制和打压中国。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会参与或

被卷入其中。

在 CPTPP 中，日本发挥主导作用，更希望经由这一路径通往亚太自贸区及亚太区域经济

一体化。对于同处东亚地区的中国，日本始终存有戒心，这种心理影响着其战略选择。如何

牵制中国，成为日本制定区域政策的重要考量因素。对于中国加入 CPTPP，菅义伟首相在多

种场合表示，如果没有其他成员国的同意不可能加入，并强调“CPTPP 的规则标准很高，以中

国现行的体制很难加入”，［25］实际上是婉拒之意。尽管如此，中国积极考虑加入的意向，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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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向 CPTPP 靠拢，为此也将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扫除制度性障碍，以适应 CPTPP 的规

则和标准，这本身就是对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力支持。

此外，泰国、韩国也有意加入 CPTPP。泰国在 2019 年明确表达了加入意愿，外界普遍猜测

泰国可能会成为首个加入 CPTPP 的非创始成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扩散，泰国国内反对加入

的声音渐涨，担心本国经济尤其农业、卫生体系受到损害，政府不得不暂且搁置这一计划。韩

国表示加入 CPTPP 除了考虑经济利益外，也为避免拜登上台后美国重新加入 CPTPP 而陷入被

动。可见，韩国与中国考虑加入 CPTPP 的出发点虽有不同，但都受到美国因素的影响。对于

韩国加入，日本并不积极。2019 年以来，日韩关系因韩国劳工索赔案而持续恶化，韩国国防部

在 2021 年 2 月初发布的《2020 国防白皮书》中，将日本称为“邻国”而不是之前的“伙伴”，日韩

关系现状也不利于推进中日韩 FTA 谈判。

综上分析，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过程，区域内各大

贸易集团之间、大国之间、成员之间将展开错综复杂的竞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不确定性日

益增多，现阶段很难研判其未来变化。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与前景将取

决于诸多因素，如国际形势的演变、主要国家对一体化的共识、区域成员间的政治关系与合作

需求、领导人的决策力、主导方的领导力以及相关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开放承受力、贸易

结构、利益诉求、谈判能力等。

当前，亚太自贸区建设及区域经济一体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中美关

系是该地区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基础。然而，美国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

对华政策从牵制、遏制到联合盟友全面打压，使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色彩日趋浓烈。改善中

美关系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也需要 APEC 有所作为，积极搭建中美沟通桥梁，维护和推

动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不仅如此，RCEP 和 CPTPP 的成员中均包括文莱、马来西亚、新加

坡、越南四个东盟国家以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APEC 成员，APEC 可发挥现有机制作

用，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求同存异，推动成员方在传染病防控、贸易投资便利化、经济数字

化、脱碳化、新能源开发利用、互联互通等方面加强务实合作，促进 RCEP、CPTPP 等区域贸易

安排相互衔接和融合，朝着构建亚太自贸区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积累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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