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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新的⼀年也要有新的開始，把握機會多多利用我們的線上學習平台，隨時隨地都可以充實自

己，為未來做好準備！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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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貿易戰下，由中國大陸投資與貿易看供應鏈的可能變化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吳佳勳 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美中貿易戰發生迄今已逾年餘，相關衝擊影響已漸顯現，尤其對於以出口型民營和

外資企業衝擊為甚，加徵關稅所帶來的營運成本上升，迫使其不得不透過產能移轉、另

尋市場等方式，來沖抵加徵關稅等相關成本。本文擬由中國大陸近一年來投資與貿易之

變化，初探貿易戰對在陸供應鏈的可能影響。

隨著美中貿易戰自去（2018）年 3 月起對全球實施鋼鋁稅後，並自同年 7 月份起對

首波 340 億美元商品開始相互加徵關稅，其後更衍生一連串美中加徵關稅作為，再加上

美國針對特定中國大陸企業的科技戰發酵，使得過去一年以來美中情勢始終緊蹦，亦迫

使在陸供應商為規避風險，紛紛外移，帶動了新一波全球產業供應鏈的移轉風潮。

貿易戰發生迄今已逾年餘，相關衝擊影響漸已顯現，對於中國大陸本身深層的結構

改革和國有企業本質雖難有動搖，但對於在陸民企和跨國性外資企業卻確實造成了經營

上的壓力和衝擊，其中又以出口型民營和外資企業為甚，加徵關稅所帶來的營運成本上

升，迫使其不得不透過產能移轉、另尋市場等方式，來沖抵加徵關稅等相關成本。

然而這些供應鏈的移轉和重組，都需要一段時間調整。根據調查指出：生產線和供

應鏈的調整週期約在 12 個月左右。因此在過去一年裡，關於供應鏈的可能調整，短期

內可先藉由貿易資料的變化來觀察，再輔以投資的增減來佐證。故本文擬先透過中國大

陸內部投資、對外貿易與市場結構變化，一探貿易戰對在陸供應鏈的可能影響。

貿易戰後，中國大陸外人投資變化

為因應貿易戰壓力，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常委會）在短短

3 個月內迅速審議通過《外商投資法》，擬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該法重點分成 9

大類項目，分別為：國民待遇與負面清單、智慧財產權保障、地方政府招商引資、有形

資產保障、組織型態、資訊報告、反壟斷併購、國家安全審查，以及反歧視措施等。藉

以彰顯對外資企業權益的保護，並以更大幅度對外資開放來提振投資信心。

就實際外人投資數據表現來看，根據中國商務部統計，在上（2018）年 7 月美中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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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關稅後，下半年包括新加坡、臺灣、美國、荷蘭等國在陸投資金額均有所下滑，及至

2019 年上半年與上年同期相比，臺灣、美國、英國、荷蘭等在陸投資亦相形萎縮；但韓

國、新加坡、德國等卻較上年同期有明顯成長，日本則是大致持平（見圖 1）。

註：不包含香港、澳門二地資料。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全國利用外資情況統計。

圖 1 主要國家在中國大陸外人直接投資變化

同樣再以 2019 年上半年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數來看，就全中國數量與上年同期相

比，大幅減少 32%，其中農林漁牧業同比減少 35.8%，製造業同比減少 11.8%，服務業

則同比減少 34.3%（見表 1）。突顯貿易戰對於外人投資信心確實帶來衝擊。

表 1 中國大陸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數變化

2018 年

1-6 月

2018 年

7-12 月

2019 年

1-6 月

全中國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 29,591 30,942 20,131

同比（%） 96.6% 50.2% -32.0%

農林漁牧業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 338 301 217

同比（%） 58.7% -17.8% -35.8%

製造業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 3,066 3,086 2,704

同比（%） 42.6% 8.8% -11.8%

服務業
新設外商投資企業（家） 26,169 27,527 17,198

同比（%） 106.4% 58.4% -34.3%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全國利用外資情況統計。

而在對外投資方面，根據《2018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資料，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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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對外直接投資達 1,430 億美元，同比下降 9.6%，略低於日本（1,431.6 億美元），

降為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但就存量來說，2018 年底中國大陸對外投資累計已達第 3 位，

僅次於美國和荷蘭。對外投資行業主要集中在租賃和商務服務、金融、製造、批發零售

等 4 行業投資，占比超 7 成，但流向特定領域例如資訊傳輸、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電

力生產、文化教育等投資，則是快速成長。

貿易戰後，中國大陸貿易市場變化

再談到貿易市場結構變化，若由 2018 年 7 月加徵關稅後累計 12 個月來看，中國大

陸這一年來進出口市場結構有著戲劇性的改變。

對外出口方面，中國大陸對美國市場出口值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 55 億美元（占

比減少 0.54 個百分點），而這些減少的市場占比則大量移轉到對越南出口同比增加 106

億美元（占比增加 0.29 個百分點），對墨西哥出口同比增加 57 億美元（占比增加 0.16 個

百分點）、對印、馬和臺灣的出口也都有所成長（見圖 2）。

資料來源：ITC 資料庫及作者繪製。

圖 2 中國大陸對主要國家出口占比變化（2018/7-2019/6 與上年同期比）

進口變化方面，貿易戰加徵關稅 1 年後，美國在中國大陸進口市場占比同樣大幅下

滑，進口占比與上年同期減少 1.84 個百分點，取而代之的是部份國家在這段期間在中國

大陸進口市場占比明顯提升，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巴西、俄羅斯等國，其在中國大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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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市場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都增長約 0.58 個百分點，澳洲也增加 0.34 個百分點，這

些國家對陸的出口增加，可能多在能資源及農產品方面，以彌補自美採購農產品的缺口。

（見圖 3）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亞洲重要國家如韓國、日本、臺灣、新加坡等，同樣也呈現在

陸進口占比與上年同期相比減少現象。這些國家在陸進口占比的下降，意謂著對陸出口

減少，反應的現象可能即是前揭國家在這段期間已紛紛將其供應鏈移出中國大陸。上述

現象或許說明：美中貿易戰加徵關稅後，迫使原在中國大陸的製造業供應鏈紛紛外移，

進而造成來自臺、日、韓、星等製造業零組件進口需求有所減少。

資料來源：ITC 資料庫及作者繪製。

圖 3 中國大陸進口市場占比的變化（2018/7-2019/6 與上年同期比）

由中國大陸進出口貿易市場結構變化來看，日、韓兩國不但在陸的進口占比減少，

同時占中國大陸的出口占比也在減少，或顯示日、韓自貿易戰後與在陸供應鏈逐漸脫鈎，

其在陸供應商的移動，可能更多移向其他海外如東南亞國家而非回流日、韓母國。此現

象與臺灣情況有所不同，臺灣呈現的是雖在中國大陸的進口占比減少，但在中國大陸的

出口市場占比中卻有所增加，突顯兩岸供應鏈的同質性可能較高，使得原本在陸供應鏈

得以移轉回臺，將產能移回臺灣生產，此貿易效果也映證了此波「臺商回臺投資」的熱

潮。

然而前述不論投資或貿易變化，均仍在動態快速改變中，尤其影響貿易結構變化因

素眾多，未必能直接推論到供應鏈調整，僅能就結構占比大致掌握各國貿易變化，後續

仍需就產業面資訊才能得到更多具體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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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因應貿易戰的思維與策略

探究美中貿易戰的本質，在於美國對中國大陸經濟與科技崛起感到不安，認為有必

要制定新的國際秩序來規範新經濟。因此在國際新秩序未穩定前，預期美中兩強仍將持

續對抗。其中，美國對中國大陸的警戒主要源自於技術競爭，而非單純當前關稅戰所針

對的貿易問題，因此與更形複雜的科技戰或金融戰相比，關稅戰衍生的貿易、投資移轉

現象，影響層面較為外顯且反應期間相對快速。

本文回顧自 2018 年 7 月後美中相互加徵關稅情勢迄今，可發現確實對於中國大陸

不論在投資或進出口市場結構都帶來影響。全球供應鏈的悄然重組或移轉已是現在進行

式。就跨國企業的全球供應鏈布局而言，關稅壓力迫使其必須提早思考新的布局模式，

而在中國大陸境內的企業亦不得不更多轉型為內需市場導向，從而形成了美中供應鏈分

流趨勢。

中國大陸為對應美國貿易戰衝擊，亦提出多項策略迎戰。主要包括：更大幅度開放

市場、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過去中國大陸吸引外資主要靠政策優惠，現在則必

須更多依賴投資環境改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大陸在十九大後採取「新型全球化

戰略」，其基本脈絡正是要由傳統的「外向型經濟體制」走向「開放型經濟體制」。

所謂「外向型經濟體制」，係指過去長久以來中國大陸高度依賴外貿市場，採取生產

代工、從事服務外包等模式來賺取外匯，藉以換取經濟成長。但在「開放型經濟體制」

型態下，中國大陸必須要更大幅度開放本身市場，吸納全球商品流入，其關鍵就是推升

內需市場的持續壯大，這也正是中國大陸推動 2020 年達成全面小康的根本目標，即透

過全面小康提振內需消費，再輔以進口開放策略，提升對全球市場及商品定價的影響力，

讓中國大陸得以由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

承此脈絡，光是自 2019 年以來，中國大陸各部委密集提出多波促消費政策，重點

聚焦於汽車、綠色智慧商品、農產冷鏈，以及鼓勵夜間經濟和假日消費等商業行為。由

於中國大陸向來慣以消費政策結合產業需求，並利用其龐大市場的消費動能創造產業成

長空間，用以對應美中貿易戰未解之壓力下，逐步減少對外貿的依存度。

同時為減緩貿易戰衝擊，避免對美過度技術依賴，中國大陸在技術層面上正轉向「自

力更生」，除了「中國製造 2025」外，更在 2018 年 3 月由中國工程院啟動「中國標準

2035」，在半導體和資通訊產業努力發展自製晶片和自有規格，企圖以其龐大內需市場

為基礎，建立具國際性的產業生態系。

此外，中國大陸亦持續透過「一帶一路」倡議，將之視為內需市場的向外延伸，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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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美中貿易戰持續下，不僅是在陸外資紛紛向外撤離，外向型陸資企業也同樣面臨著

另覓海外生產基地的壓力，此現象具體表現在近一年來中國大陸在「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的投資比重不斷增加，且成長速度快於對外投資的平均值，而透過陸企在「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投資的持續成長，在規避美國貿易戰的同時，也助長了中國大陸對該投資地區

乃至於全球經貿的實際影響力。

我國及臺商因應策略

美中貿易戰迫使跨國企業必須儘早思考其生產布局模式。對臺商而言，如何持續推

動產業升級，以求在供應鏈中取得關鍵地位，是在美中貿易戰中的生存重點。對我國政

府而言，可思考協助企業強化臺美雙方產業供應鏈的整合，面對美國新的製造業回流政

策，臺灣有機會重新定義與美國關係。從過去的單純代工，爭取融入美國在地價值鏈體

系，增加臺灣與美國的供應鏈連結，並從中獲取創新的能量。

另一方面，鑑於部份臺商已考慮將產能轉回臺灣或是轉到第三地投資，政府應持續

完善國內投資環境，協助臺廠供應鏈的重新布局，解決廠商對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勞動

力、用水、用電的需求。對此，我政府已推出一系列輔導臺商回臺措施，例如成立「投

資臺灣事務所」，發揮投資臺灣單一窗口功能，積極協助投資廠商排除各種投資障礙。而

除了返臺投資的選擇外，廠商亦可趁此變局，多元化布局國際市場，拓展營運版圖。

觀察美中貿易戰發展至今，型態愈趨多元，由最早期的關稅制裁，到針對外人投資

及科技出口管制，乃至於未來可能進展到匯率戰和金融戰等面向。在此其中，美中關稅

問題相對單純，或可能在短期內透過談判，達成過渡性臨時協議暫時休兵，然而美中關

係正式陷入體制之爭，可能長達數 10 年而難解，未來包括人權問題，乃至於臺海、南

海問題，都可能成為美中關係角力場域。

可以預期的是，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態度轉趨強硬已是必然，雙方的制裁模式也會更

加多元，各式貿易障礙、投資限制，以及技術管控等針對產業、企業行為等制裁作法，

會更趨白熱化。多位國際學者包括美國前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都指出：新

的「經濟鐵幕」（Economic Iron Curtain）正在美中兩大強權間興起，全球大量自由貿易

和投資將因此受阻，這對於高度倚重外需市場的臺灣，需及早預判可能結果並預作準備。

尤其在美中市場持續分歧趨勢下，臺商恐被迫將其供應鏈分流，輸美產線需有重新設廠

打算，移轉到生產成本相對具競爭力的地區如東南亞、印度或墨西哥等地。另方面在中

國大陸的原有產能，則需有深耕其內需市場的打算，不論在地化發展或技術自主創新等

方面，都必須有更深層的長遠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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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世界銀行：全球債務激增已達 50 年來最嚴重情況

世界銀行於日前發布，2018 年新興市場和開發中國家債務達 55 萬億美元，已連續

8 年增長，而且規模、速度及擴及層面，皆為 50 年來之最。

根據「全球債務狂潮」（Global Waves of Debt）報告，在過去的 50 年中，全球經濟

經歷了 4 次債務激增浪潮，前 3 次是以許多新興國家和開發中國家爆發金融危機收場。

而此次全球債務增加情形之盤點結果，乃是自 2010 年開始以來最大的一次，開發中國

家的債務與 GDP 的比率攀升了 54 個百分點，已升至 168%。總體來看，乃是每年平均

上升約 7 個百分點，約當 20 世紀 70 年代拉丁美洲債務危機期間增速的 3 倍。增長的層

面異常廣泛，既包括政府債務，也包括私人債務，同時涵蓋全世界各大地區。

此次債務激增情形不僅同時包含公共債務和私人債務，還涉及新類型的債權人，同

時不僅限於一兩個地區。部分債務增加主要源於中國大陸，其債務與 GDP 比率自 2010

年以來上升了 72 個百分點，達到 255%。然而，即使不包括中國大陸在內，新興國家和

開發中國家的債務亦顯著偏高，債務水準為 2007 年正常水準的兩倍；外債在其政府債

務所占比率達到 50%，遠超過 2010 年的水準，就低收入國家而言，這些債務中有大量

案件為非優惠性條件，且非 OECD 債務解決架構之下所設。在新興國家和開發中國家面

臨增長前景不佳，脆弱性不斷增加，以及全球風險上升等問題之下，報告建議，各國政

策制定者應立即強化其經濟政策，降低金融面所受到的衝擊，降低新興國家和開發中國

家引發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同時在發生危機時，可以減輕其影響。

世界銀行指出，報告顯示的結果突顯出各國必須將債務管理和透明度列為政策規劃

的首要之務，從而促進增長與投資，確保債務有助於為人民帶來更好的發展結果。雖然

各國實施低利率政策的作法暫時緩解了全球危機的爆發，但是根據經驗顯示，自 1970 年

以來，在開發中國家出現的 521 次國家債務激增中，約 5 成明顯削弱一國的人均收入和

投資。從歷史來看，開發中國家大規模債務激增往往與金融危機同時發生，可能形成巨

大的代價。因此，政策制定者應立即採取行動，提高債務之可持續性，降低其對經濟的

衝擊；亦即，建立相應機制並增強債務之透明度，以利及時提出債務解決方案與因應。

【由蘇怡文報導，取材自世界銀行，2019年 12月 19日】



10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8期（2020.01.10）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國際海事組織頒布新船舶燃油規定將有助於減緩空氣汙染和酸雨的

產生

因為重視生態環境的永續發展並減緩空氣汙染排放，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自 2020 年 1 月起正式要求船舶的燃料用油須使用硫含量極

低之油品。此一政策經過 10 年的規劃，要求各國船舶的交通運輸都應遵守對燃油硫含

量之限制，否則將面臨來自國際海事組織的處罰與關切。

國際海事組織秘書長林基澤（Kitack Lim）表示，成員國、運輸業者與油品供應商

在過往三年中積極地為此項重要的政策變革做足準備，相信大眾將很快感受到其所帶來

之實質效應，即對人類健康與生態環境帶來正面的影響。國際海事組織對船舶燃料用油

的限制，短期內將可以減少酸雨的產生、減少空氣汙染物、降低溫室氣體排放，並且可

敦促船舶業者提高船隻燃料的能源效率。然而，使用能源效率較高的燃油，也使得船舶

運輸的成本提高，例如每噸燃油價格將由 400 美元上漲至每噸 600 美元；較高的運輸成

本將使各項商品及服務供應價格上揚，從事於跨國經貿往來的企業將首當其衝。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國際貿易日漸密切，船舶航運大量增加，船舶運輸所導致的空氣

汙染對地球的傷害逐漸引起關注。以 2017 年為例，由船舶運輸所產生的碳排放量約是

全球總碳排放量的 3%，同時也造成酸雨及空氣汙染。此外，因船舶運輸過程大多為遠

離陸地的區域，因此期間所造成的空氣汙染，以及航運過程中所排放的廢水，在過往均

較少受到關注與討論。

根據《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from Ships, MARPOL）的強制規定，在 2020 年 1 月 1 日以前，燃油硫含量須低於 3.5%；

而根據國際海事組織的新制，船舶燃油的硫含量須低於 0.5%，此舉將可減少 77%二氧

化硫的排放；除了減少二氧化硫的排放外，國際海事組織的成員國也將在 2020 年 3 月

至 5 月之間，針對船舶交通運輸的碳排放進行討論，並且制定未來應遵循的政策法規。

國際海事組織最早成立於 1959 年，係聯合國下屬 15 個專門機構之一，其總部設立

於英國倫敦。該組織旨在促進國際社會對海上安全的重視，並且防止海洋汙染進一步擴

大，目前共有 169 個成員國。《防止船舶汙染國際公約》的前身係於 1954 年所簽訂的《海

上油污染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Prevention of Pollution of the Sea by

Oil）後經國際海事組織先後修改調整至今日版本。

【由黃英傑綜合報導，取材自 Guardian，2020 年 1月 1日；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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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美國發佈對中國大陸部分產品豁免通知

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布一項對中國大陸產品的豁免通知（Notice of product exclusions）。該通

知係美國根據《1974 年貿易法》（Trade Act of 1974）第 301 條，對中國大陸的技術轉讓、

智慧財產權與創新之相關法規、政策及實踐進行調查，於 2018 年 9 月 24 日所課徵的第

三輪（List 3）報復性關稅，金額約 2,000 億美元，稅率於 2019 年 5 月由 10%調升至 25%。

此次豁免產品涵蓋紫外線日光燈、無線手機充電器、機車通風扇、腳踏車坐墊、不鏽鋼

餐具等 68 項產品。然而本次公布的產品豁免通知，須待 USTR 於聯邦公報（Federal

Register）正式公布後始能生效，生效期限可追溯自 2018 年 9 月 24 日至 2020 年 8 月 7

日止。

自美中貿易戰開打後，美國政府為避免國內產業受到衝擊，因而開放利害關係人，

以及律師事務所、貿易協會、報關行等第三方，可向 USTR 請求產品豁免。綜合美國對

中國大陸的第一輪至第三輪之加徵關稅措施，USTR 迄今共授予了 19 份產品豁免清單。

USTR 對於產品豁免共有三項審核標準：第一，該特定產品是否僅能從中國大陸購買，

換言之，是否可從美國或第三國購買到該特定產品或類似產品？第二，對該特定產品徵

收額外關稅，是否對豁免請求申請人或是美國利益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害？第三，該特定

產品是否具有戰略重要性？是否與中國大陸的「中國製造 2025」或其他工業計劃有關？

申請人為證明符合特定豁免標準，須向 USTR 提交相關資料，例如：涉及產品之美國統

一稅則編號（Harmonized Tariff Schedule of the United States, HTSUS）前 10 碼、特定產

品的完整詳細說明、產品在美國及第三國的可替代性，以及近三年向中國大陸採購該特

定產品之金額及數量等，以證實該特定產品符合上述豁免標準。

針對第三輪的 2,000 億美元產品清單，其豁免申請程序於 2019 年 6 月開始，日前已

結束。根據彭博法律（Bloomberg Law）統計，截至今年 1 月 2 日，共有 30,285 項豁免

請求，然而 USTR 拒絕了 8,341 項，僅接受 313 項。其中以汽車零組件製造與銷售的 AEP

控股公司提出最多件豁免申請，共有 10,221 項；不過由於 USTR 認為 AEP 控股無法證

明其產品只能由中國大陸進口，因而拒絕大部份的豁免請求。目前，已有 173 間公司取

得部分產品豁免資格，其中以摩托車製造商北極星工業（Polaris Industries Inc.）取得 15

項產品豁免位居第一，接續為科技大廠蘋果公司（Apple Inc.）取得 10 項產品豁免位居

第二，以及電子產品製造商 Channel Products Inc.取得 8 項產品豁免位居第三。

此外，USTR 正在審視是否需延長 2019 年 3 月 25 日授予之豁免清單，若未獲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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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該豁免清單之有效期將至今（2020）年 3 月 25 日屆滿。對此，USTR 於今年 1 月 15

日將公開徵詢意見至 2 月 15 日止，持續檢視相關產品是否僅能從中國大陸購買，包括

淨水器、電動馬達和變壓器、平板顯示器模組等。最後，針對第四輪 A 清單（List A）

的 3,000 億美元產品清單之豁免請求申請，已於 2019 年 10 月 31 日展開，各利害關係人

可於今年 1 月 31 日前提交所需資料供 USTR 進行審查。

【由吳欣慈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2020 年 1 月 3 日；USTR，2019 年 12

月 31日】

▲歐盟貿易專員計畫於 1 月中訪問美國以舒緩雙邊緊張關係

歐盟新任首席貿易專員霍根（Phil Hogan）計畫於今（2020）年 1 月 14 日至 16 日

訪問美國，以修復因美國加徵歐盟進口品關稅及其擾亂全球商業秩序而受損之雙邊關係。

霍根將與美國貿易代表萊泰澤（Robert Lighthizer）會面討論數個爭議議題，其中包括：

美國威脅對法國 24 億美元商品加徵關稅，以報復法國實施的數位服務稅。

法國參議院於 2019 年 7 月通過數位服務稅（Digital Services Tax, DST）法案，在該

法案尚未通過之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即指示對法國數位服務稅展開 301

調查，以確認其是否具歧視性或不合理。美國貿易代表署（The Office of United States

Trade Representative, USTR）於 12 月 2 日發布調查報告表示，法國數位服務稅之結構及

運作確實歧視美國數位企業，追溯徵稅、以企業總收入為徵稅之計算基礎、對未於法國

設立商業據點之企業徵稅等措施，均不符國際稅收現行原則，為美國企業帶來額外的負

擔。

基此，USTR 研議對特定法國商品徵收 100%關稅，涵蓋乳酪、手提包、化妝品及瓷

器等價值約 24 億美元商品。除了尋求公眾對此提議之評論，USTR 亦徵求對法國服務徵

收費用或加以限制的意見，書面意見於今年 1 月 6 日截止，並於 7 日舉行公聽會。此次

301 條款徵稅為川普行政團隊首次對歐洲部署的政策工具，迄今為止僅用於對中國大陸

的貿易戰。霍根於 12 月 19 日在法國史特拉斯堡（Strasbourg）向歐洲議會表示，解決貿

易爭端唯一可接受的途徑是透過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裁判程序，對於多邊貿易體系

之外的任何單邊措施，歐盟將採取行動並做出回應。

自川普於 2017 年 1 月上任以來，其美國優先的主張已動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

支持確立的全球秩序，歐美於政治及經濟等多方面之雙邊關係均在惡化。而歐盟與美國

之間在貿易方面之摩擦，除了法國數位稅可能引發美國加徵報復性關稅之外，尚包括：

美國不斷杯葛新法官之任命而導致世界貿易組織之上訴機構停擺、WTO 裁決歐盟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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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空中巴士並准許美國課徵報復性關稅、美國基於國家安全理由對歐洲鋼鐵產品課徵

關稅、美國基於國安理由揚言將對歐洲汽車和零組件課徵關稅，以及美國要求將農產品

納入雙邊關稅削減的談判範圍等歧見。

【由李宜靜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 Law 2020年 1月 3日】

▲美伊衝突打擊印度對伊朗農產品貿易

今（2020）年 1 月 2 日伊朗高階軍事指揮官蘇雷曼尼（Qassem Soleimani）遭美國

政府暗殺，該事件間接影響印度香米（basmati rice）及茶葉等農產品對伊朗的出口。根

據統計，2018-2019 年印度香米出口額共 47.1 億美元，其中有 15.6 億美元出口至穆斯林

國家，由於美國於暗殺行動前已對伊朗實行經濟制裁，以美元進行交易的進出口商受到

衝擊，也進一步影響印度出口商與伊朗貿易之意願，市場預期此次暗殺事件將加深對印

度商品出口的負面影響。

由於印度長期依賴自伊朗進口石油，且印度為美國對伊朗實施石油禁運的豁免國之

一，伊、印雙方遂發展出一套特殊的交易模式：印度透過國有銀行UCO銀行（UCO Bank）

向伊朗支付盧比以進口石油，伊朗再以該筆款項向印度進口貨品，其中以香米、茶葉、

黃豆粉等為大宗。根據印度政府統計，2019 財政年度印度向伊朗出口約 1.54 億美元的

茶葉，黃豆粉出口量則由 2 萬 2910 噸（2017-2018 年度）增加至 51 萬噸（2018-2019 年

度）。

然而，美國於 2019 年 4 月宣布終止印度的石油豁免權，印度遂逐漸停止向伊朗進

口石油，伊、印雙方的交易機制因此受阻，連帶影響香米、茶葉等農品貿易。有印度香

米出口商坦言，由於進口商支付款項的不確定性高，加上近日伊朗軍官遭暗殺導致美、

伊衝突升溫，伊朗政府也宣布至今年 11 月中旬才會再次頒發農產品進口許可，伊、印

農產品貿易勢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

以印度香米而言，2019 年 10 月香米出口額超過 5.7 億美元，約占總出口額 26%，

然 6 月時伊朗進口商已向印度賒帳高達 80-90 億美元，顯示雙方農產品貿易已受到一定

程度衝擊。另一方面，由於伊朗自印度進口的茶葉逐漸超越俄國等傳統進口大國，成為

印度茶葉的最大出口目的地，印度茶農及出口商因此十分擔憂對伊朗的出口會受到美、

伊衝突升溫影響。

近年，印度茶葉對伊朗出口呈上升趨勢，2019 年 1 至 11 月，印度對伊朗的茶葉年

出口量首度以每公斤 3.91 美元的價格賣出超過 5,000 萬公斤，使伊朗成為印度茶葉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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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出口目的地，因而有茶葉出口商表示，美國持續對伊朗採取攻擊行動、伊朗也誓言進

行報復，對伊、印茶葉貿易形成極大的不確定性。不過，印度茶葉局（Tea Board of India）

主席則對現況表示樂觀，其認為印度在伊朗進行的查巴哈港（Chabahar Port）建設項目

不在美國的制裁範圍內，確保了印度對伊朗貿易的往來口岸，並且雙方透過印度盧比對

伊朗里亞爾（Rial，伊朗貨幣單位）的方式進行交易，印度仍可藉此守住貿易利益。

【由廖倍妤綜合報導，取材自 Business Standard、The Indian Express，2020 年 1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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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Causality 因果關係

係指行為與結果之間是否具備邏輯上之關聯性。此概念反映在反傾銷法之構成要件

時,按《反傾銷協定》第 3.5 條規定,即指進口增加造成之傾銷效果,必須造成國內產業受

有實質損害或有實質損害之虞。在 GATT 的自由化原則下,採取貿易救濟措施如防衛措

施、反傾銷措施等會員,必須能夠證明進口產品的增加或傾銷,導致國內產業受到損害。

因此主管機關必須對此因素進行調查,以確定其間因果關係是否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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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近期中國大陸外資政策的重點及其影響分析

網址： https://www.cier.edu.tw/publish/books/detail/3695

摘要：
本研究透過資料整理歸納分析的質性研究方式，剖析近二年大陸外資政策（包

括監管政策）之發展脈絡，結果顯示大陸外資政策明顯著重體制面改革與擴大

開放，但政策的成效最終仍取決於實際落實的進展，未來應關注中國大陸外資

政策的落實性與監管障礙的排除。而自由貿易試驗區的試行前導有其限制性，

會因產業特性而側重不同面向。另外因應美中貿易戰，美國技術圍堵策略已引

發外（臺）商對美加工出口的國際跨境供應鏈變遷，讓企業重新審視中國大陸

的製造中心地位，臺資企業也開始重視非大陸地區的投資布局。此非中國大陸

外資政策所能阻止，而國際跨境產業鏈的分散，對臺灣在供應鏈地位的可能影

響，則是未來值得關注的研究議題。

期刊介紹

篇名： Building A Market Economy Through Wto-Inspired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出處：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Volume 68, Issue 4, October 2019 ,
pp. 977-1022

作者： Weihuan Zhou, Henry Gao and Xue Bai

摘要： This article challenges the widespread view that existing WTO rules are

insufficient for dealing with State capitalism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further

emboldened by the latest round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 reforms. Through a

careful review of WTO agreements and jurisprudence, it is argued that new rules

are not necessarily needed because the unique challenges created by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can be appropriately addressed by the WTO's existing rules on subsidies

coupled with the China-specific obligations. A more realistic approach would be

to encourage China to undertak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through WTO litigation

based on existing rules rather than trying to negotiate new rules.

■本中心圖書室新到 WTO 及 RTA 相關書籍及期刊，歡迎查詢及利用。謝謝！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advancedsearch?q=all_titles%3A%E8%BF%91%E6%9C%9F%E4%B8%AD%E5%9C%8B%E5%A4%A7%E9%99%B8%E5%A4%96%E8%B3%87%E6%94%BF%E7%AD%96%E7%9A%84%E9%87%8D%E9%BB%9E%E5%8F%8A%E5%85%B6%E5%BD%B1%E9%9F%BF%E5%88%86%E6%9E%90&source=local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volume/36895245595ADC8C681D4C3831C9455B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journals/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law-quarterly/issue/31C65F4C3B4F1D37F42B6746110D6885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Weihuan%20Zhou&eventCode=SE-AU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Henry%20Gao&eventCode=SE-AU
https://www.cambridge.org/core/search?filters%5BauthorTerms%5D=Xue%20Bai&eventCode=SE-AU
http://192.83.168.142/toread/o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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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歡迎進入線上學習平台修習更多相關課程！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大綱

108 年－第 16屆WTO

及 RTA 青年研習營

【課程二】國際服務貿易

規則

顏慧欣

 服務貿易之意義

 國際服務貿易規範：GATS 及

RTA兩大來源

 四種模式、基本名詞與定義

 正面表列與負面表列之市場開

放類型

 ⼀般性義務

 RTA（以 CPTPP為例）對投資

之規範

http://training.wtocenter.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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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快訊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13 台灣醫材拓銷新思維論壇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10

930493606468230

工研院產經趨勢研究中心、

ITIS 研究團隊
1/12 1/14

「由MEDICA 2019 觀測全球醫療器材發展趨勢」

研討會

https://www2.itis.org.tw/Act/ActivityDtl.as

px?acno=ACT10812015

國際貿易局 1/15 1/16 貿易法修法及防範洗產地措施說明會(1/16 高雄場)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px?nodeid=52&pid=381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1/16、

2/19
2020 美粧產業: 新南向推廣策略及社群行銷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

134061966514925

國際貿易局 額滿為止 2/11 中美貿易戰，台商奇兵競爭策略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2

11A

工商協進會 2/11 2/13 2020 經濟局勢與未來展望 https://tinyurl.com/r76l6ay

國際貿易局 額滿為止 3/10 中美貿易戰，台商奇兵競爭策略（嘉義場）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

1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10930493606468230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10930493606468230
https://www2.itis.org.tw/Act/ActivityDtl.aspx?acno=ACT10812015
https://www2.itis.org.tw/Act/ActivityDtl.aspx?acno=ACT10812015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81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px?nodeid=52&pid=381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134061966514925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1912120134061966514925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211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211A
https://tinyurl.com/r76l6ay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1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TN20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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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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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2/7 2/23-29 翻轉生產線，探索新科技–以色列工業 4.0 週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I4

外貿協會 1/30 3/15-25 2020 年印巴貿易訪問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

Asia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3/22-25 2020 年法國巴黎連鎖加盟展-臺灣連鎖品牌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外貿協會 2/2 3/26-28 2020 年印尼臺灣形象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

外貿協會 2/7 3/26-28 印尼臺灣形象展-「輕時尚智慧生活館」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

AFSL

外貿協會 1/25 4/1-3 2020 年日本 AI 人工智慧應用展 https://tinyurl.com/vvtpb8f

外貿協會 2/3 4/1-3 2020 東京時尚匯集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ashi

on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4/8-10 2020 年中國健康食品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81

外貿協會 2/10 4/11-22 2020 年中東及中亞市場貿易布局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I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I4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As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SouthAsia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ri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Download/1217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AFSL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IDN2020-AFSL
https://tinyurl.com/vvtpb8f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ashion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0Fashion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8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middleeastcentralasia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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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貿協會 1/10 4/12-18 2020 年日本大型藥粧通路拓銷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0JapanBeauty

外貿協會 1/31 4/18-29 2020 年臺灣智慧物聯網商機布局團 https://tinyurl.com/wgnhn6y

外貿協會 1/13 4/20-24 2020 年「智利國際礦業展」臺灣館
http://www.ieatpe.org.tw/upload/2020_Chi

le_EXPOMIN.pdf

外貿協會 1/31 5/5-7 2020 年全美五金展參展團 https://tinyurl.com/syxmah8

外貿協會 1/31 5/12-14 2020 年南非公共事業週及非洲 PowerGen 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PG2020

外貿協會 1/17 5/13-15 2020 年澳洲雪梨國家製造展暨先進製造技術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dvancedManufacturing2020

外貿協會 2/28 5/13-16 2020 年泰國國際工業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NTERMACHSUBCON2020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5/19-21 2020 年中國美容展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x?id=5552

外貿協會 1/30 5/26-29
2020 年斯洛伐克國際電器、能源、電子、照明暨

通訊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ELOSYS2020

外貿協會 額滿為止 6/17-19 2020 年德國太陽光電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

ntersolar2020

https://tinyurl.com/wgnhn6y
https://tinyurl.com/syxmah8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P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P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dvancedManufacturin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AdvancedManufacturing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ACHSUBCON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MACHSUBCON2020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x?id=5552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OSY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ELOSY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ntersolar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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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外貿協會 1/17 6/23-25
2020 年美國邁阿密醫療儀器設備暨復健保健展覽

會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ME2020

外貿協會 3/1 9/4-9/9 柏林消費電子展新創區 IFA-NEXT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IFANEXT2020

外貿協會 1/20 10/18-22 2020 年巴黎國際食品展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SIALPARI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M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FIME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IFANEXT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PARIS202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SIALPARIS2020


22 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中心

WTO及 RTA電子報 第 678期（2020.01.10）

本刊係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委託，中華經濟研究院WTO及 RTA 中心編纂發行，

內容為研究單位之觀點，不應引申為委託機關之意見及立場。

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0 年 1 月 10 日～2 月 10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1/13 ⼀  ITLOS/FAO Workshop on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Law

1/16 四  Simply Services ITIP

1/27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1/29 三 Informal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1/30 四 Informal Committee on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RTA

CPTPP、RCEP

1/9-16  RCEP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RCEP-TNC) Meeting

APEC及其他國際組織

1/9-16

ASEAN:

 1stMeeting of the ASEAN Coordinating Committee on E-Commerce (ACCEC) and
Related Meetings

 1stMeeting of the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for the 51stASEAN Economic Ministers’
Meeting (SEOM 1/51) and Related Meetings

 ASEAN-EU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SEOM-EU)

 Preparatory ASEAN Caucus of the Trade Negotiating Committee

 CLMV Senior Economic Officials’ Meeting (SEOM)

 ASEAN Trade Facilitation Joint Consultative Committee (ATF-JCC)

1/13-14 ⼀～⼆
OECD: Global Conference on Governance Innovation: Towards Agile Regulatory Frameworks
in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1/15 三 OECD: BIAC Council Liaison Committee Meeting

1/16 四
OECD: OECD high-level policy forum: Building a Whole-of-Society Approach to Emerging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Challenges, Paris, France.

1/17 五 OECD: Ministerial Meeting on Migration, Paris, France.

1/21-23 二～四 WB: WBG Equitable Growth, Finance & Institutions Development Partners Forum

1/28-30 二～四 OECD: Private Financ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2/3-22 ⼀～六 APEC: First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1) and Related Meetings

2/4 二 OECD: Global Deal Conference, Paris, France.

2/4-6 二～四 ASEAN: 19th AJCEP-JC Meeting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82672%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26meetingIndex%3D5%26meetingID%3D182672%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javascript:openAPopup('https://www.wto.org/library/events/meetings_lightbox_e.htm?Query%3D%40MeetingId%3D177573%26Language%3DEnglish%26bodyCode%3DDSB%26meetingIndex%3D6%26meetingID%3D177573%26Year%3D2020'%2C'links'%2C720%2C750%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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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2/5-6 三～四 OECD: High-Level Conference on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Paris, France.

2/10-11 ⼀～⼆ ASEAN: ASEAN-EU Senior Officials Meeting (SOM)

資料來源：WTO、IMF/World Bank、OECD、APEC、ASEAN、USTR 等各組織行事曆

https://www.oecd.org/els/soc/ending-violence-against-women-202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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