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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的进展、障碍及中国的策略选择

张 彬 张 菲

摘要：RCEP是由亚太十六国共同参与，旨在削减成员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实施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组织形式。作为通向亚太自贸区的重要路径之一，RCEP是应对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

“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的措施之一，也是亚太区域内国家加强联系与合作，推进本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重要一步。RCEP自提出以来受到谈判国的一致认可，积极展开对话，目前已经进行了13轮谈判，并取

得实质性进展。由于各成员对RCEP的态度不同，致使RCEP在谈判中遇到许多障碍，中国应积极参与、

推进RCEP谈判，并做出相应的策略选择。

关键词：RCEP；谈判障碍；“意大利面条碗”效应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是由东盟于

2011年首次提出，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其

目的是为促进亚太地区经济恢复与增长，应对亚太地区错综复杂的“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加强亚

太区域内国家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向纵深发展。

一、RCEP推进的动因

（一）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亚太各国保持经济增长的突破口

目前，世界经济呈低速增长，进口需求量萎缩，贸易壁垒高筑，进而对东亚各国经济的稳定增

长带来不利影响。如2015年上半年，中国共计遭遇14个国家（地区）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37起，包

括反倾销案件32起，反补贴案件4起，保障措施1起，涉案金额35亿美元。同时，拉美国家对中国

立案呈上升趋势，共有14起。⑥显然，这些调查和立案影响着中国对外贸易的顺利发展。东盟成员

大多数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且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出口主要依赖于欧美发达国家。欧美

经济的不景气使得东盟出口量下降，经济受到影响。以马来西亚为例，2015年马来西亚货物进出

口额为3759.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15.2%，同年马来西亚进口的五大类商品：机电产品、矿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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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机械设备、塑料及制品、运输设备降幅分别为11.9%、38.1%、11.5%、6.9%和6.5%。①可见，恢复

贸易增长，寻求更广阔的市场与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东亚各国当前经济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二）亚太地区亟需有约束力的一体化组织解决APEC现行机制面临的困境

APEC成立是以其灵活性在亚太地区经济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随着茂物目标搁浅，

APEC对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受到挑战，各成员并没有像当初承诺的采取切实的市场开放

措施。例如，日本农产品的关税水平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APEC各成员在消除非关税壁垒

方面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困境是APEC现有合作机制造成的。第一，APEC坚持“开放的地

区主义”难以避免非成员“免费搭便车”；第二，单边承诺的监督制度不完善，自愿成分过多，降低了

承诺的严肃性；第三，APEC缺乏明确的长远目标而仅有阶段性的措施；第四，争端解决机制不健

全，很难对各成员形成约束力。因此，自主单边行动的合作方式难以为APEC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提

供足够的动力，亚太区域内部亟需一个具有约束力的组织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三）寻求另外的合作机制成为TPP非参加国的迫切需求

2009年11月14日，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并开始主导TPP谈判，紧随其

后澳大利亚、秘鲁、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加拿大、日本加入。2015年10月，TPP的12个成员宣

布完成谈判。2016年2月4日，12个成员在新西兰的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TPP谈判的完

成使亚太区域分为TPP的参加国和非参加国。对于非参加国而言，一方面担心被边缘化；另一方

面，TPP的高标准又阻碍他们的加入。因此，寻求除TPP外的合作机制，增强自身在亚太区域经济

合作中的作用成为非参加国的迫切需要。

二、RCEP谈判的进展与主要内容

RCEP从 2013年第一轮谈判至今，已经进行了 13轮谈判，谈判的进展分为酝酿阶段、推进阶

段、加速发展阶段，且各阶段都有其主要内容。

（一）RCEP酝酿阶段与主要内容

自美国2008年宣布加入并开始主导TPP谈判后，东盟意识到要维护自身在东亚的“轴心国”地

位，必须要有所作为，因此提出加快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整合的倡议，并得到东亚各国的积极响

应。2011年2月，在第18次东盟经济部长级会议上首次提出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

的概念和草案。2012年8月，“10+6”经贸部长发表联合声明，就启动RCEP谈判达成共识，并通过

《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2012年11月在东亚峰会上，“10+6”成员的领导人共同发布《启动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标志着RCEP谈判的正式启动。

根据《RCEP谈判指导原则和目标》，其内容主要包括：确保与WTO的一致性，包括符合GATT

第24条款以及GATS条款；对现有“10+1”FTA进行大幅度改进，兼顾谈判参与国不同的国情；确保

贸易、投资便利化和参与国贸易投资关系的透明性，便利谈判国融入全球和地区供应链；适当引入

灵活性，对最不发达的国家给予特殊照顾；继续保持现有FTA的有效性，包括“10+1”FTA和个别参

与国之间双边或多边FTA；坚持开放性，引入与新参加国有关的条款，既可在谈判过程中吸收东盟

的其他FTA伙伴国，也可在谈判达成后吸收区域外的其他经济伙伴国；平行推进货物贸易、投资和

① 中国商务部国别报告：《2015年马来西亚贸易及中马双边贸易概况》，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qikan110209.
asp?id=7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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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领域的谈判，以期实现全面、均衡的谈判结果等。RCEP的谈判范围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

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协议等议题。

（二）RCEP推进阶段与主要内容

RCEP推进阶段，是指RCEP2013年第一轮谈判到2015年第九轮谈判结束，具体进程及主要内

容详见表1。这个阶段的谈判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货物和服务贸易是RCEP谈判的重点；第二，

谈判进展缓慢。RCEP谈判伊始，平均每年谈判三次，由于各成员在货物和服务贸易领域分歧较

大，谈判进程较为缓慢。

表1 RCEP推进阶段与主要内容

轮次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第五轮

第六轮

第七轮

第八轮

第九轮

时间

2013年

5月

2013年

9月

2014年

1月

2014年

4月

2014年

6月

2014年

11月

2015年

2月

2015年

6月

2015年

8月

地点

文莱

澳大利亚

布里斯班

马来西亚

吉隆坡

中国

南宁

新加坡

日本

东京

泰国

曼谷

日本

京都

缅甸

内比都

主要内容

正式成立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三个工作组，并就货物、服务和投资等

议题展开磋商。各方就三个工作组的工作规划、职责范围、未来可能面临

的挑战等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还就其他领域谈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货物贸易方面，重点讨论关税减让模式和章节结构及要素等问题，并就关

税和贸易数据交换、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决定成立原

产地规则分组和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分组。服务贸易方面，对协定章节

结构、要素等问题展开讨论，并就各国感兴趣的服务部门开放问题初步交

换意见。投资组就章节要素进行了讨论。

继续围绕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技术性议题展开磋商，推动谈

判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决定成立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经济技术合作和争

端解决四个工作组。此外，各方还就部分成员提出的新领域进行了交流，

并分别召开知识产权、服务与投资两场研讨会。

继续就RCEP涉及的一系列议题进行磋商。在货物、服务、投资及协议框架

等问题上取得了积极进展。

货物贸易方面，各方重点讨论了关税减让模式、贸易救济、原产地规则、海

关程序与贸易便利化、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等议题。服务贸易方面，就谈判模式、章节要素等领域充分交换意见。

投资方面，就投资模式文件和投资要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针对各方分歧最大的商品特许协商方针、服务和投资自由化等问题展开集

中讨论。

召开货品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及法规和制

度工作小组会议、电子商务专家会议等，并讨论谈判进行方式及谈判领域。

原产地工作组就原产地规则及操作程序合并文本进行了逐条讨论，并对产

品特定原产地规则的第1-24章产品进行了沟通，明晰各方观点，为进一步

推动谈判奠定了基础。

结束货物、服务和投资的市场准入模式谈判。在货物、服务和投资三个领

域取得实质性进展。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http://search.mofcom.gov.cn/swb/searchList.jsp。

（三）RCEP加速发展阶段与主要内容

2015年第十轮谈判至今，是RCEP谈判的加速发展阶段。在谈判内容上，RCEP各成员已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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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贸易初始出价模式和服务贸易、投资市场准入减让模式上达成一致，并开始对竞争政策、知识产

权、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法律与机制问题展开谈判。在谈判时间上，平均两个月谈判一次，显

得更为紧凑，详见表2。2015年11月东亚峰会上，16国签署了《RCEP联合声明》，要求谈判团队加

紧工作，力争在2016年结束谈判。

表2 RCEP谈判加速阶段与主要内容

轮次

第十轮

第十一轮

第十二轮

第十三轮

时间

2015年

10月

2016年

2月

2016年

4月

2016年

6月

地点

韩国

釜山

文莱

澳大利亚

柏斯

新西兰

奥克兰

主要内容

各方按照8月部长会议达成的共识，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

展开实质性磋商，并举行了竞争政策、知识产权、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

务、法律与机制工作组会议。此外，协定文本谈判也在稳步推进。

举行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原产地规则四个分组会议，重点推进货

物、服务、投资三大领域的市场准入谈判，并推进文本磋商。同时，为落

实领导人关于力争2016年结束谈判的指示，各方初步确定了2016年谈

判计划。

各方就货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经济技术合作、电子商务、法律条款

等进行深入磋商。

各方继续就货物、服务、投资、知识产权、经济技术合作、竞争、电子商

务、法律条款领域进行深入磋商。其中，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工

作组对这些领域进行细节谈判，而对其他领域则侧重于谈判方法和谈

判范围的讨论。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http://search.mofcom.gov.cn/swb/searchList.jsp。

RCEP谈判至今，谈判领域和内容较之《RCEP谈判的指导方针与目标》有如下变化：第一，谈判

范围更加集中。根据《RCEP谈判的指导方针与目标》，RCEP涉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

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政策、争端协议和其他八个谈判领域，但从目前的谈判范围来看，RCEP

谈判主要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条款为主。第二，谈判深度不及预期。根据《RCEP谈判的

指导方针与目标》，RCEP将全面消除货物贸易所有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从目前RCEP成员自

由化水平来看，日本对农产品的高度保护、印度较低的开放水平都使全面消除货物贸易领域的所

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目标变得困难重重。第三，谈判时间的延迟。根据《RCEP谈判的指导方针

与目标》，RCEP于2015年结束谈判，现在这一目标显然没有实现。根据2015年11月发布的《RCEP

领导人联合声明》，RCEP将力争2016年结束谈判，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需拭目以待。

三、RCEP各成员的态度

（一）东盟对RCEP的态度

在对待RCEP问题上，东盟各成员均持支持的态度，希望通过RCEP将FTA框架下的货物、服

务及投资贸易自由化扩展到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为启动RCEP谈判，东盟

成立了RCEP工作组，并通过了《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与目标》。2012年11月，在东亚峰会期间，

东盟发表了《启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联合声明》，标志着RCEP进程的正式启动。

可见，东盟是RCEP的发起者，并力推RCEP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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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对RCEP的态度

自TPP谈判达成后，日本对于RCEP的态度变得扑朔迷离。日本认为“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圈构

建上，与RCEP和中日韩FTA相比，TPP处于领先的局面日趋明显”①。可见，日本对于TPP的期望

高于RCEP和中日韩FTA。在RCEP谈判的深度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二十国集团（G20）首脑

会议上强调“TPP构建的经济秩序将成为RCEP制定规则时的蓝本”。不难看出，日本认为RCEP

协议应该与TPP协议保持一致，使其成为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如果RCEP协议标准无法达到日本

的预期，日本对RCEP的热情会减退。

（三）韩国对RCEP的态度

自RCEP谈判以来，韩国积极响应。早在2012年，韩国外交部表示“目前东亚正在展开各种一

体化相关的讨论，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通过推进韩中日FTA和RCEP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②。

2015年9月，在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副部长文在焘表示，“韩方将积

极推动RCEP，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我们需要在现有谈判的基础上将RCEP变成现实”③。

可见，韩国将建立RCEP视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四）印度对RCEP的态度

印度将加入RCEP视为打开亚太市场的重要窗口，十分重视RCEP的建立。 由于印度担心自

己是 TPP的局外人而失去竞争优势，因此“加入RCEP对印度显得十分重要。它是印度打开中国、

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市场的良好契机”④。亚洲发展银行经济学家Ganeshan Wignaraja指出，印度同

RCEP合作上取得的突破将弥补其未加入TPP的竞争劣势，同RCEP签订协议将成为莫迪政府的

重要里程碑。印度有望于2016年达成一项关税削减协议，更显其加快同RCEP取得合作进展的意

愿。但面对RCEP谈判，印度面临降低关税壁垒、加强本国企业能力建设方面的挑战。

（五）澳新对RCEP的态度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RCEP作为打开亚太大市场的重要一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研

究所主任德赖斯代尔认为，“在RCEP问题上，不仅限于扩大贸易自由化，而是建立一个基础设施投

资和监管合作的框架，助推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经济一体化”⑤。RCEP的目标是消除内部贸易壁

垒、降低关税，其自由化程度将会超过中国-东盟自贸区，如此，澳新进口商从中国或东亚进口商品

的成本将会大大降低，其居民的福利将会大大增加。可见，澳新将RCEP作为其融入亚太、打开亚

太市场的重要途径。

（六）中国对RCEP的态度

自RCEP提出以来，中国对RCEP一直持积极响应并努力推动其发展的态度。早在2013年，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第八届东亚峰会时表示，中国愿与东盟一道推动RCEP谈判，深化本地区的

经济融合。2015年11月22日，李克强总理再次强调，愿与参加东盟和中日韩（10+3）峰会的各方共

同努力，力争2016年结束RCEP谈判，建成世界上涵盖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中国“十三五”规划指

出：“目前美国主导TPP、TTIP和TISA，将决定未来区域合作的规则，中国需要通过加入谈判、建立

① 日经中文网，http://cn.nikkei.com/。
② 人民网：《韩就中日韩FTA和RCEP举行听证会》，http://world.people.com.cn/n/2012/1010/c1002-19215008.html。
③ 新华网：《第 12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大会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副部长文在焘致辞》，http://www.gx.xinhuanet.com/2015dm/

2015-09/18/c_1116606064.htm。

④ 《RCEP对于印度：机遇与挑战并存》，《雅加达邮报》2013年8月2日第7版。

⑤ 新华网：《亚太大市场建设可以从RCEP起步——访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东亚经济学教授德赖斯代尔》，http://news.xinhuanet.
com/world/2014-11/07/c_11131647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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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和越来越多的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进行积极应对。”可见，中国十分重视RCEP谈

判，并将促进RCEP谈判纳入国家的发展规划中。

四、RCEP推进中面临的障碍

RCEP自 2013年 5月第一轮谈判至今已历时三年，但谈判却迟迟未决，结束谈判的时间表从

2015年延续至2016年。可见RCEP谈判存在障碍。

（一）整合5个“10+1”困难重重

RCEP内部已经有 5个FTA，存在着相互叠加的优惠措施，各项优惠政策之间的差异给整合 5

个“10+1”带来困难，成为建立RCEP面临的一大障碍。

1.货物贸易自由化的降税时间和敏感产品差异大

从降税时间表来看，5个FTA的降税时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东盟-韩国FTA与东盟-中国FTA

属于第一个层次，降税时间从2010年至2018年实现零关税；东盟-印度FTA属于第二个层次，降税

时间从2010年至2022年实现零关税；东盟-日本FTA和东盟-澳新FTA实现全部商品零关税的时间

较晚，属于第三个层次，降税时间从2019年至2026年实现零关税。

从敏感产品设置上，5个“10+1”FTA中均设置了敏感产品。中国对东盟提出402个税目（HS8

位编码）敏感产品，主要涉及农产品、矿产品、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和家具等领域。韩国对东盟提出

858个税目（HS10位编码）敏感产品，涉及领域除HS24章烟草及代用品的制品没有敏感产品外，其

余23章每章都有敏感产品，敏感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产品，其比重为65.4%，其他分布在矿产品、化

工产品、机电产品等领域。日本对东盟提出656个税目（HS6位编码）敏感产品，主要集中在农产品

领域，其比重占敏感产品数的87%。东盟-澳新FTA中，澳大利亚、新西兰与新加坡没有提出敏感

产品；其余国家提出的敏感产品很少，占比在 10%以下。印度对东盟提出 3142个税目（HS8位编

码）的敏感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化工产品、塑料及其制品等领域。可见，RCEP在货物贸易领

域谈判困难重重，仅降税时间的跨度就有16年之久，全面实现零关税的时间难以确定；零关税税目

和敏感产品的差异也使5个FTA的整合十分困难；由于对农产品的重点保护，使其成为RCEP谈判

成功的关键因素。另外，印度较低的开放程度，也将成为RCEP谈判必须面对的难题。

2.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开放部门和承诺水平相差悬殊

在服务贸易领域5个FTA的差异很大。中国承诺开放服务领域主要涵盖建筑、环保、运输、商

务和体育 5个服务部门的 33个分部门，其中有 21个分部门超出WTO多哈回合谈判出价的承诺。

韩国在服务领域对东盟开放了10个部门，分别为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旅游、休

闲文化体育和运输，涉及85个分部门，均超出WTO谈判出价的承诺。日本对印尼、越南、菲律宾、

马来西亚开放了11个部门，分别开放112、164、155和156个分部门，对泰国、文莱、新加坡开放了12

个部门，均高出WTO谈判出价的承诺。印度开放了商业、运输、通讯、教育、金融、旅游和健康及社

会7个部门，均未超出WTO谈判出价的承诺。澳大利亚对东盟开放了11个部门，分别为商业、通

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金融、健康和社会、旅游、娱乐文化体育、运输，涉及85个分部门，均超出

WTO谈判出价的承诺。新西兰对东盟开放了9个部门，分别是商业、通讯、建筑、分销、教育、环境、

金融、旅游和运输，涉及116个分部门，但没有超出WTO谈判出价的承诺。

可见，RCEP各国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悬殊，如何协调各国对服务业的保护程度，对服务业的承

诺应该在WTO承诺范围内还是超出WTO承诺，仍是RCEP各国谈判必须面对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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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领域的承诺水平高低不等

在国民待遇方面，东盟-韩国FTA、东盟-澳新FTA、东盟-印度FTA及日本与东盟6国的EPA（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既包含了准入后国民待遇，也包含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只有东盟-中国FTA仅限

于准入后国民待遇。

在业绩要求方面，东盟-澳新FTA专门设置“业绩要求禁止条款”；东盟-韩国FTA则是以正面的

方式提出“业绩要求条款”；日本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签订的EPA中均

设置了“业绩要求禁止条款”，在与泰国签订的EPA中则设置了“业绩要求条款”；而东盟-中国FTA

和东盟-印度FTA中没有设置这一条款。

在透明度方面，5个FTA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东盟-印度FTA，仅要求提供获得信息

的渠道，最为简单。第二个层次是东盟-中国FTA、东盟-韩国FTA和东盟-日本FTA。前两个FTA

规定应及时发布相关信息和公布有关法律等内容，并建立获取所有信息的咨询点。日本与东盟6

国在EPA协定规定的投资部分没有提及透明度，但在EPA协定的总则中提及。第三个层次是东

盟-澳新FTA，提出了详尽的透明度要求，如规定法律法规的最低期限是生效之前必须公布。

可见，RCEP谈判面临投资领域应采取何种方式、准入前还是准入后国民待遇、对企业的业绩

是否有要求、透明度的设置等困难。

4.知识产权条款的设置不一

在知识产权方面，RCEP谈判中已明确有知识产权条款，但5个“10+1”中各国的知识产权条款

不一，有的FTA没有出现知识产权条款，有的已经超出了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承

诺范围。如东盟-中国FTA、东盟-韩国FTA和东盟-印度FTA均未在协议中单独提及知识产权条

款，但中国与东盟于2009年10月签署了《知识产权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韩国仅在《框架协议》的

附件《经济合作》中列出将知识产权作为合作的重点领域。东盟-澳新FTA单独列出了知识产权条

款，条款中规定了国民待遇、知识产权法律透明度等相关承诺。日本与东盟6国的EPA均单独列出

知识产权条款，比东盟-澳新FTA的规定更为严格，超出了TRIPs的承诺。

可见，RCEP各成员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差异很大，如何协调各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差异，统

一标准将是RCEP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面临TPP的竞争与挑战

2016年2月4日，TPP的12个成员在新西兰正式签署了TPP，标志着TPP谈判完成。TPP以其

标准高、涉及范围广而著称，它不仅涵盖传统议题，也包括投资、政府采购、劳工和环境等领域。目

前既参加TPP谈判也参加RCEP谈判的国家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

南。韩国、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家也表示了加入TPP谈判的浓厚兴趣。最终这些既参加TPP也参加

RCEP谈判的国家对RCEP条款的标准制定将会产生很大影响。另外，TPP与RCEP的竞争关系很

可能导致东盟国家的不团结，进而削弱东盟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从而拖慢RCEP

的谈判进程。

（三）“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的权衡

RCEP的谈判领域和议题虽然仍以传统议题为主，但在RCEP谈判中也多次提到了高质量的

要求，如RCEP规定其关税免除水平标准至少达到95%。但RCEP在开放程度方面将仍低于TPP。

同时，RCEP谈判的指导原则还包括“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在启动RCEP

合作的最初成员选择上具备灵活性，如一个或部分RCEP成员在某个特定领域不能立即参与合作，

可以暂时不参加，待国内条件成熟时再逐步加入合作。其次，伴随着RCEP的展开，中国香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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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以及南美洲国家都可成为RCEP新成员考虑的对象。再次，允许发展中国家按不同的时间表

实施协定，这一“灵活性”在谈判中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它可能有助于打破僵局，保护不同国

家的利益，但也可能会阻碍自由化尽快实现。因此，“灵活性”和“高标准”之间的矛盾可能会阻碍

RCEP谈判进程。

五、中国参与RCEP的策略选择

对于中国来说，现阶段尚不具备加入TPP的条件下，积极推进RCEP谈判，对于缓解TPP的排

他性压力，提升自身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对此，中国应积极参与

RCEP并从以下方面作出策略选择。

（一）坐实东盟-中国FTA升级版

建设东盟-中国FTA升级版是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建设的重要助力，是建立RCEP的重要基

础。中国应该加快落实东盟-中国FTA升级版，深化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增强各方战略互信，

消除互相开放的猜忌。在贸易领域，应为商品要素的流动提供更为公平的条件，降低关税壁垒，促

进贸易的发展和升级；在投资领域，应鼓励中国企业在东盟地区延伸产业链，通过投资增强东盟国

家的经济活力；在基础设施方面，应全面提速国际大通道建设，尽快打通我国与缅甸、老挝、越南、

泰国等国际通道，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基础设施区内无障碍互联互通。在各成员平等协商的前

提下，加快东盟-中国FTA升级版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区内无障碍流通，形成区内货物、服

务、资本、资源、劳动和技术自由流通的统一市场，尽快形成较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格局，为

建立RCEP奠定基础。

（二）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面对TPP，提高亚洲区域内FTA质量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趋势。但目前中国参与

的FTA还停留在传统的合作领域。面对不断加深的区域一体化合作趋势，中国需要不断扩大开放

领域，提高开放水平，为应对不断扩大和提高质量的FTA创造良好的国内条件。为此，中国加快自

由贸易（试验区）进程，进一步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提升科技对经济发

展的推动力，不断改进中国在国际合作与分工格局中的地位，提升区域经济合作水平。

（三）稳步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

中国、日本和韩国是区域内三个最大的经济体，实现中日韩FTA，将是RCEP进一步发展的重

要推力。中日韩自贸区自2012年启动谈判以来，目前已进行十轮谈判，但进展缓慢。中日韩由于

政治制度、领土和历史等问题存在巨大分歧，国家之间缺乏信任，严重影响了谈判进程。

因此，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的问题上，中日韩三国应从大局出发，尊重历史加强合作，共同推

进RCEP谈判早日达成。具体而言：第一，加强政治互信。三方应增加政治对话与交流，发挥中日

韩领导人会议机制的作用，化解三方政治和历史矛盾，为达成RCEP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第二，

加快经济融合。三方应该发挥自身在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特色，充分利用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增

强贸易联系，深化贸易合作。第三，妥善处理自贸区谈判中的矛盾。从目前来看，日韩对国内的农

业保护较为严重，要求日韩全面开放农业领域并不现实，在谈判过程中可以为农业等敏感领域设

置较长的过渡期，暂时搁置分歧较大的领域，争取在关键领域尽快达成共识。

（四）积极参与RCEP规则的制定

RCEP建立过程中凸显出主导权问题。一是RCEP的建立将使其成为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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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如果深化自贸区内贸易、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必须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推动力；二是“10+6”中的

6国经济实力较强，协调6国与东盟10国的关系，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主导机制进行协调；三是RCEP

谈判不能仅限于关税减让和贸易自由化，还涉及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多方

面问题。因此，修改、完善国际经贸规则，推动各国国内相关政策有效协调与合作方面成为不能回

避的重要问题。

中国要积极参与RCEP规则的制定，这不仅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要，也是作为负责任大

国，建立公正合理经济秩序的需要。对此，可以从以下方面考虑：首先，鉴于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以东盟国家为主导，中国在支持东盟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可以积极引导RECP进程。如RCEP谈

判可以采用轮值主席国的领导机制，在这一机制制定过程中，中国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其次，

从规则构建角度看，RCEP应致力于建立一个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区，但由于区域内成员经济发展水

平参差不齐，差异较大，据此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差别待遇机制，即给予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成员过

渡期，让其创造条件赶上其他成员。这里要说明的是给予经济落后成员过渡期并不是降低规则所

要求的水平。

The Progress and Obstacles for RCEP and China’s Strategy
Zhang Bin, Zhang Fei

Abstract: RCEP consists of sixteen Asia-Pacific countries. It aims at reducing tariff and non-tariff barriers among

members. RCEP encourages members to open markets and to accelera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n important

pathway to the FTAAP, RCEP is one of the measures to deal with“spaghetti bowl”effect in Asia-Pacific Region,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step to strengthen the contact and cooperation of Asia-Pacific Region. Since the proposed RCEP was

unanimously approved by the negotiating parties, 13 rounds of negotiations have been conducted which achieved sub-

stantive progress. However, because the members’attitudes to RCEP are still different, the negotiations for RCEP en-

counter various obstacles. China should take initiatives in participating in and promoting the negotiations for RCEP and

adopt appropriate strategies in this pro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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