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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編快報

活動⼀場接⼀場，接下來是很熱鬧喔！沒有時間及時參加沒關係，上我們的線上學習平台，
隨時隨地都可以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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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解析中國大陸推動新型消費之意涵
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大陸經濟）研究所

劉柏定 助研究員

本文在中國大陸推動國內大循環與數位發展的政策脈絡背景下，分析其近來力倡新
型消費發展之意涵，並進一步論述細部執行面可能帶來的企業商機，以及其長期投資可
能增加的成本與風險。最後以對相關企業參與之建議作為總結。
中國大陸在 2020 年受到新冠肺炎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而造成經濟緊縮，為了提振需
求與促進就業，在去年 9 月發布《國務院辦公廳關於以新業態新模式引領新型消費加快
發展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
）
，盼能結合數位經濟之推動，促進其國內消費升級進而
蓬勃發展，朝向建立國內大循環的重大發展目標前進。本文從中國大陸近期發展之重點
政策背景，解析推動新型消費之意涵，檢視其近來實際推動的方式，並探討其中可能之
機會與限制因素，最後總結。

新型消費：結合數位發展與培養內需的政策體現
中國大陸在今年 3 月兩會後，正式發布《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
2035 年遠景目標綱要》
（以下簡稱《十四五規劃》
）
，由於這是在美中貿易戰以及疫情衝
擊全球經濟等背景下所發布的國家級重大戰略，因此特別受到關注。與其先前所揭示的
經濟轉變戰略一致，
《十四五規劃》共分十九篇，第四篇就談到要「形成強大國內市場，
構建新發展格局」
，開篇即提到，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
系，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以創新驅動、高質量
供給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
。其後各章分別以「暢通國內大循環」
、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
、
「加快培育完
整內需體系」等方向，論述如何加強內需市場的發展培育。因此，無論如何以新的循環
等名詞包裝，其實主要重點就是要擴大國內需求，以避免因國際外部政經環境變化所導
致之國際需求下降產生過大的衝擊。
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第五篇「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比較過去眾多五年
規劃的篇章議題排序來衡量其重要性，此次是數位發展議題最靠前、最受到重視的一次，
顯示數位發展議題在中共領導階層心中的地位不斷上升。該篇分別以「打造數字經濟新
優勢」
、
「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
、
「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
、
「營造良好數字生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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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闡述如何加快中國大陸全面經濟與社會向數位轉型深化的做法。
因此，從上述國內大循環或擴大內需政策，加上數位發展的政策背景，可以看出 2020
年 9 月發布《意見》的用意所在。所謂「新型消費」
，基本上可以理解為加深加快消費型
態的數位化，透過數位化的努力來達成提振內需消費的目的。此一政策因此具有支持、
落實上述兩大政策方向的作用。我們可以看到，在《意見》中提到的主要重點做法面向
為：加力推動線上線下消費有機融合、加快新型消費基礎設施和服務保障能力建設、優
化新型消費發展環境，以及加大新型消費政策支持力度等。後面三項基本上可以視為是
輔助支持第一項的配套作法。因此，可仔細檢視第一項的三個執行方向，如下：進一步
培育壯大各類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推動線上線下融合消費雙向提速、鼓勵企業依託新型
消費拓展國際市場。可以看到，
《意見》基本上就是要把經濟社會全面融入數位內涵，線
上向線下延伸，線下儘快進行數位轉型。無接觸消費等所謂「新零售」模式，自然也是
後疫情時代的重點推動方向。
值得特別提醒的是，在《十四五規劃》數位發展的重點當中，在相關發展論述之後，
都會提及如何在「治理」的面向上也做出相應調整與變革，亦即在這些新的發展下，黨
國對於這些新技術與新業態等之管控方式也會與時俱進，除了確實有必要之政府提升自
身數位化治理能力以匹配民間發展之外，其實也反映了中共要持續在新形態的經濟與社
會運作模式上，維持甚至精進其有效掌握社會全方面發展的意圖。

推動新型消費下之近期消費發展熱點
我們可由今年 3 月《十四五規劃》推出後，國家發改委等 28 個部門和單位聯合印
發之《加快培育新型消費實施方案》
（以下簡稱《實施方案》
）
，進一步觀察其落實推動新
型消費的細節。
《實施方案》的任務在於具體推動《意見》之內容，其開頭就提到，此方
案對於「支持新型消費發展，對保障居民日常生活需要、全面促進消費、培育完整內需
體系和構建新發展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更長遠地說，也是為了「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五
中全會精神和《政府工作報告》部署，順應消費升級趨勢，進一步培育新型消費，鼓勵
消費新模式新業態發展，促進線上線下消費融合發展。」
《實施方案》具體的執行細節規劃主要可分為 24 項執行方案，包括具體要發展的
領域或做法共 10 項：培育壯大零售新業態、積極發展「互聯網+醫療健康」
、深入發展
數字文化和旅遊、有序發展線上教育、大力發展智能體育、加強商品供應鏈服務創新、
暢通農產品流通管道、加強新一代資訊基礎設施建設、推進新型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加
快以新技術促進新裝備新設備應用、推動車聯網和充電樁（站）布局應用等；以及比較
屬於配套作法的 14 項：提升新型消費網絡節點布局建設水準、加強新職業新工種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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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培訓、維護新職業從業人員勞動保障權益、優化消費相關用地用能支持、強化財政支
持、加強金融支持、引導社會資本融資、降低平臺交易和支付成本、完善法規制度、簡
化優化證照辦理、優化監管服務、健全標準體系、深化統計監測等。
觀察以上實施細節，可以看到此一「新型消費」基本上就是以數位化、智慧化、網
路化為手段，要重新改造傳統消費與生活領域的商業服務型態，並輔以各項所需之環境
面、金融面、人力資源面、基礎建設與法規面的配套作法。涵蓋層面可說是非常廣泛，
連較受管制之醫療、教育等領域都有很新穎的規劃方案，可見得中共推動新型消費的政
策力度與廣度是非常大的。在改造傳統消費同時，同時也想解決部分的社會面問題，例
如以此來發展體育、擴大農村銷售管道等。因此，在新型消費此一政策大旗號召下，各
地方政府也紛紛展開了促進與支持當地新型消費的各式措施與活動，以及推動相關綜合
服務和配套基礎設施建設。

解析新型消費推動下之機會與疑慮
一、中國大陸以數位化來促成國內大循環的發展
由上述分析可知，中國大陸當前所強調的國內大循環的發展，在消費層面，是以所
謂建立促進新型消費的概念來新增或改造以往所缺乏的消費模式，進而催化整體國內消
費水準向上提升。而所謂新型消費，大致上就是以數位化手段來重新改造傳統消費和生
活面向的各種活動，希望能夠同時促成數位化轉型與建立新型消費的雙重目的，以利其
長遠國內大循環經濟模式的建立。從《意見》到《實施方案》
，都可以看到這樣的模式，
具體並已在《實施方案》中指出更明確的發展領域、做法與配套措施等。因此，在對於
此一議題之追蹤分析，應從數位發展的視角，確認新型消費的發展是否有做大蛋糕，還
是只是換了吃蛋糕的人與方式？
二、資訊軟硬體以及新商業模式，將成為短期中國大陸經濟新商機，但其長期持續性有
待觀察
中國大陸的產業政策往往是以補貼為主要手段。在新型消費政策的下達與執行下，
從中央到地方已經興起一波「新型消費」補貼熱潮。具體領域已經在《實施方案》中大
致勾勒：零售、醫療健康、文化旅遊、教育、體育、資訊商品與設備、農品物流、資訊
建設、車聯網和充電樁等，以上領域只要注入資通訊軟硬體的內涵與資源，大概就是未
來數年內中國大陸「新型消費」的投資熱點所在。對於臺商或是有機會銷售到中國大陸
的臺企而言，這確實可能是一個新的政策商機，尤其是臺灣與臺商以資通訊硬體製造見
長，軟體部分雖然較弱，但可以在當地尋求商業模式與軟體部份的合作夥伴，共同結盟
經營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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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種短期由補貼速成的消費推動模式，是否能夠有長期持續效果，進而產生
投資必要，則須再謹慎思考。畢竟，消費模式是人民生活的延伸，生活模式是來自於長
期文化與社會傳統習慣的累積，即便數位科技與產品快速推進變化，但消費模式的轉變
事實上需要更長的時間來醞釀。因此，在商機的看待上，要以獲得政府補貼為主要切入
點，但長期消費商機則需要繼續審慎觀察與投入經營。
三、新型消費政策拉動下的外商商機將受到美中對立與數位管控手段制約
對於中國大陸以外的臺外商企業而言，新型消費的商機則更需要考慮更多制約因素。
包括在美中貿易戰與科技戰背景發展下，所形成的國際與中國標準雙軌化的趨勢，可能
會為在中國大陸投資之臺外商帶來額外成本。也就是說，經營中國大陸市場，並不是純
粹另一個新的海外市場，而是需要重啟一套適應中國大陸環境的模式。其次，我們也可
以看到，中國大陸在數位發展相關政策方面，往往十分強調治理與管控層面的配合。由
於數位系統具有資料共享流通的特性，未來臺外商企業在經營新型消費的內需市場時，
可能會受到各級政府在資料方面更高程度之監控與管制。易言之，透過數位化所獲得的
商機，其實也加快了廠商相關商業機密資料，在政府端受到關注與掌控的程度。以上這
兩項因素都是在當地投資之臺外商所必須仔細思考的重要中國特色因素。

結語
中國內需概念，從最早期的先行者紅利，到後來的當地競爭加劇或依賴補貼，對於
我國臺商或出口企業來說，既是吸引人的大餅，卻往往也是吃不著的肥肉。中國大陸以
其經濟規模，近來要力圖提振內需，勢必又開始新一輪的補貼熱潮。但同時在新型消費
以數位化帶動轉型的內涵下，對於我國及臺商生產之資通訊產品或服務，確實預期可能
會有更高的需求。我們認為，若能正確理解這樣的特性，亦可審慎以適當方式參與這一
波新的商機，但若要長期深入經營與投資，則有必要特別考量前述諸多中國特色之成本
面與經營面的風險，保守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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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焦點
全球與區域焦點
▲美國與墨西哥四年來首次高階經濟對話會議達成四項願景共識
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Devi Harris）於 2021 年 9 月 9 日帶領美方代表舉行近
四年來首次美墨高階經濟對話（High Level Economic Dialogue, HLED）
，此次會議雙方
均避開有爭議的貿易問題，著重在討論構成雙方共同願景的四項支柱，包含「共建支持」
（building back together）
、
「促進南墨西哥與中美洲的永續性經濟及社會發展」
、
「確保未
來繁榮的工具」
，以及「投資人民」
。
該四項支柱的主要工作目標分別如下：
第一支柱－共建支持：美墨將成立雙邊供應鏈工作小組，以建立更加安全且互惠的
供應鏈，透過改善區域性的商業環境及強化美墨供應鏈的彈性來「共建支持」
，防止供應
鏈中斷並透過減少其脆弱性以促進競爭力。此支柱下的工作還包括如何最好的促進經濟
復甦並強化基礎建設、貿易便捷化及創新。
第二支柱－促進南墨西哥及中美洲之永續性經濟及社會發展：美國與墨西哥將會確
認雙方互補性及合作機會，透過在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瓜地馬拉及南墨西哥創造短期、
中期及長期就業機會來改善生計，增加其貿易潛能及刺激投資，同時亦增加美墨國際發
展組織間的技術性合作、促進價值鏈、乾淨能源及農村發展。
第三支柱－確保未來繁榮的工具：美國和墨西哥將支持在資通訊技術、網路、網路
安全、電信及基礎設施等相關問題上的監管兼容性和風險緩解（risk mitigation）
，在全球
供應鏈中加強網路安全保護，同時加強美國與墨西哥之間的跨境數據流及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
第四支柱－投資人民：美國及墨西哥將促進合作，打造更具包容性、更高教育水準、
更具競爭力且經良好訓練之勞動力，使人民具備符合 21 世紀經濟需求的技能，為婦女、
青年、原住民及性少數（LGBTQ+）社群提供更多的經濟機會。
HLED 為 2013 年歐巴馬政府時期由時任副總統拜登（Joe Biden）所領導建立，至川
普政府（Trump Administration）期間暫停，時隔四年後再度重啟，也賦予此次會晤重要
意義。美國在會後也發出聲明，表示承諾對 HLED 倡議的進展和方向進行持續反饋，目
標是使 HLED 成為能夠幫助兩國克服當前障礙、實現未來潛力的動態機制。美國和墨西
哥承諾將每年舉行一次內閣層級會議，每半年舉行一次次內閣層級（sub-cabine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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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透過 HLED，美國及墨西哥重申對區域經濟成長、整合，以及使兩國聯繫在一起
的長期策略性夥伴關係的承諾。
【由劉亮君綜合報導，取材自 Washington Trade Daily，2021 年 9 月 9、10 日；Inside
US Trade、The White House，2021 年 9 月 9 日】

▲IPCC 氣候變遷評估報告對歐美地區氣候訴訟之影響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於今
（2021）
年 8 月 9 日公布最新版氣候變遷第六次評估報告
（Sixth Assessment Report）
：
第一工作小組報告的最終版草案（final draft of WGI AR6）
，長達 3,949 頁的科學解讀報
告引起國際熱議。報告中明確指出人類活動對全球氣候變遷的影響，倫敦政經學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格蘭瑟姆氣候變遷與環境研究所（Grantham Research
Institut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vironment）政策分析師海厄姆（Catherine Higham）
表示，未來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多訴訟，尤其可能會號召一些過去未必有意訴諸法律的團
體，基於此報告採取行動。
多年來，環保人士試圖透過法院管道減緩氣候變遷的影響，讓公司和政府對危機負
出責任，但至今收效甚微。氣候訴訟中，勝訴案件大多出現在歐洲，今年有二個重大案
例，一是荷蘭法院判決皇家殼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 Plc）須在 2030 年底前將其在
全球碳排放量減少至 2019 年水準的 45%；二是德國聯邦憲法法院（Federal Constitutional
Court）認定現行《聯邦氣候保護法》
（Bundes-klimaschutzgesetz, KSG）原定到 2030 年將
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 1990 年 55%的減排目標，遠不足以保障人民基本權利，須在 2022
年底前完成修法。德國聯邦政府因而重新調整目標，承諾將原訂減排目標提高到 65%，
並到 2040 年減排 88%，且將比原定時程提早 5 年，於 2045 年實現氣候中和。
由於 IPCC 報告中的國際科學共識可在各地法院運用，未來可能會看到更多年輕人
在世界各地採取法律行動，這一趨勢在德國等地已經呈現上升趨勢。綠色和平國際組織
（Greenpeace International）法律顧問富尼耶（Louise Fournier）認為將會有更多關係人提
起訴訟。IPCC 每六到七年發布一次報告，先前的報告內容即已出現在後續訴訟案件中，
包括法國環保團體控訴政府在氣候問題上毫無作為，秘魯農民對德國萊茵能源集團
（RWE AG）進行索賠，以及環保人士在荷蘭、哥倫比亞和南非的勝訴案件和殼牌（Shell）
案中，均使用 IPCC 報告數據。在殼牌案中代表環保團體的律師考克斯（Roger Cox）表
示，第六次評估報告較過去更明確地指責人類的活動，因而更容易論證溫室氣體排放與
極端氣候間的因果關係，將有利於主張損害賠償。牛津大學永續法律專案管理團隊創始
人史密斯（Rupert Stuart-Smith）也表示，諸如殼牌等類型的大型石油公司將可能面臨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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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訴訟。
反觀在美國，此類訴訟一直難以獲得關注，IPCC 報告發人深省的結論未能引發大
量新訴訟或支持已經在美國提起的訴訟，美國有幾家法院已經表明不願干預國際問題。
根據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薩賓氣候變遷法中心（Sabin Center for Climate
Change Law）估計，美國約有 1,400 起與氣候相關的案件，世界其他地方約有 400 起。
在美國的氣候訴訟，大多試圖針對氣候變遷的成本或涉嫌在全球暖化風險方面誤導投資
者而起訴石化燃料公司。即使美國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在 2007 年明確判決
二氧化碳是一種空氣污染物，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EPA）
應可依據《空氣清潔法》
（Clean Air Act）加以監管，但很少有法院願意對減排承擔責任。
部分美國法院表示，與全球變暖相關的問題需要透過國會立法和國際條約來解決，而不
是通過訴訟。此外，要找到對氣候變遷造成特定損害負責的個別公司可能很困難，法院
很難確定責任歸屬。倫敦政經學院報告指出，環保人士會繼續鎖定能源公司以及為其提
供資金的銀行，IPCC 報告對暖化達成更強烈的科學共識，為環保團體提出氣候訴訟和
推動政策變革提供了新工具。
紐約法院過去曾駁回要求世界上前五大石油公司償還該市氣候變遷成本之控訴，並
駁回紐約州檢察總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就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對
全球暖化帶來的金融風險向投資者撒謊之控訴。但麻薩諸塞州檢察總長希利（Maura
Healey）也在 2019 年起訴了埃克森美孚公司，控訴其對於產品會導致氣候變遷進行欺騙
性廣告，目前正在纏訟中，而希利發言人在近期郵件中提到 IPCC 最新報告強化了其對
埃克森美孚基於科學的指控。對此，美國獨立石油協會（Independent Petroleum Association
of America）
、美國探勘與生產委員會（American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Council）以
及美國石油協會（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等業界團體均發表聲明表示關注。雪佛
龍公司（Chevron Corp.）執行長沃斯（Mike Worth）表示，調查結果將需要調動大量資
金和重大政策行動。
【由鐘雲曦綜合報導，取材自 Bloomberg，2021 年 9 月 11 日；Reuters，2021 年 7 月 23
日；Mass.gov，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Lawsuit Against ExxonMobil；Eye on ESG，
2021 年 6 月 4 日；NRDC，2007 年 4 月 2 日】

▲WTO 副秘書長呼籲透過貿易政策以促進海洋經濟之永續
WTO 副秘書長波岡（Jean-Marie Paugam）
，於今（2021）年 9 月 7 日，在國際自然
資源保育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主辦之全球保育
大會（World Conservation Congress）閉幕式上發表演說，內容提及貿易對促進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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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永續發展所能扮演之角色，並表示 WTO 應針對以下三個對海洋永續利用造成直接
影響之項目採取措施：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漁業補貼改革談判；第二個問
題是影響海洋健康之塑膠污染；第三則為環境商品自由化議題。
首先，波岡就海洋保護與國際貿易體系在歷史脈絡上之關聯進行說明，其表
示 1947 年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1947, GATT
1947）與 IUCN 分別於 1947 年與 1948 年完成談判，兩者幾乎同時進行且談成，
且 GATT 第 20 條亦訂有環境保護例外規定，將環境保護納入考量，是故其認為
環境與貿易兩者間並非完全獨立、毫無關 聯之議題，而 是可相對互利（mutually
beneficial）之關係。
在漁業補貼談判方面，波岡呼籲 WTO 會員於今年 11 月底召開之 WTO 第 12
屆部長會議（12th Ministerial Conference, MC12）前完成談判，以禁止對從事非
法、未通報和不受管制（illegal, 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 IUU）捕撈的船隻提供
補貼，並改革導致過度捕撈和產能過剩的補貼。根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UNFAO）估計，全球三分之一魚類資源已被過
度捕撈，資源近乎耗盡。此外，全世界約有 3.5 億個與漁業捕撈有關的工作，而
且有近 90%的漁民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另外，亦有近 30 億人生活在海岸附近，
魚類為其飲食相當重要之一部分。基此，波岡認為漁業補貼談判的改革將對環境、
經濟與人類三個面向帶來正面影響，其亦強調由於漁業資源並無國界，因此透過
WTO 此全球性談判場域改革漁業補貼將是最有效的。
在塑膠汙染方面，根據 IUCN 估計，每年產生的塑膠垃圾的重量相當於所有
人加在一起的重量，這兩三年來，人們越來越關注塑膠汙染海洋以及其可能導致
之環境汙染問題。波岡提到目前已有中國大陸和斐濟等 WTO 會員就此議題發起
倡議，藉由提高透明化、監測貿易趨勢、促進最佳實務、強化政策一致性以及評
估可提供之技術援助等作法，以促進各國間之貿易合作，並減少塑膠汙染，促進
全球走向循環經濟。
最後，在環境商品貿易自由化方面，波岡表示有許多想法可以付諸實踐，包
含恢復環境當商品貿易自由化談判，降低處理海洋汙染設備之關稅，並促進相關
技 術 的 流 通 。 此 外 ， 波 岡 亦 指 出 目 前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IMO）等其他組織及私部門使用更環保燃料提供船舶動力並減少硫
排放等措施，均可納入 WTO 環境討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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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洪文婕綜合報導，取材自 WTO，2021 年 9 月 7 日；WTO Document，2021 年 7 月
26 日】

▲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打造具有競爭力的非洲工業部門
奈及利亞製造商協會（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of Nigeria, MAN）舉行 50 周年慶
祝 活 動 ， 會 中 集 結 工 商 業 者 及 專 家 學 者 共 同 討 論 非 洲 大 陸 自 由 貿 易 區 （ African
Continental Free Trade Area, AfCFTA）將面臨的挑戰，並對其挑戰提出因應之策。首先，
該會議強調 AfCFTA 除了重視龐大的市場規模，同時也應注重相關的支付系統、人員流
動、對中小企業的影響、智慧財產權、以及區域價值鏈等議題，而製造業者及相關利害
關係人亦應思考如何將非洲的製造業打造成具有國際競爭力之策略，以及審視非洲許多
現存的關稅同盟失敗的原因，使 AfCFTA 不會重蹈覆轍。此外，挹注非洲各國工業化所
需的資金亦相當重要。上述議題都需要政策制定者、立法機構、以及民間企業共同努力
解決，以確保 AfCFTA 的穩定運作。
此外，會中提到非洲製造業必須盡可能地以低成本製造高品質產品的方式，以期跟
其他國家現有的廠商競爭；而在銷售策略上，非洲製造業應先著重在滿足內銷的需求，
再求進一步外銷。要達成上述目標，非洲政府必須給予廠商穩定的經商環境，但目前非
洲普遍還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基礎建設薄弱、電力供應不足、港口收費昂貴、以及人
員、產品和服務的跨境障礙。非洲各國政府必須針對上述弊病作出積極改善，如此才能
提升非洲的競爭力。
另一方面，非洲輸出入銀行（Afreximbank）的代表表示，資金缺乏並不是非洲工業
化所面臨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在於缺乏可融資的項目。缺乏融資項目、基礎建設薄弱以
及其他一系列不利因素，使非洲的工業能力不足。非洲開發銀行（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ADB）將非洲定位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底部，其對全球製造業的貢獻不到 2%。針對
上述問題之改善，與會成員也提出了一些相關看法：首先，非洲政府應該先採取正確的
總體經濟政策及產業政策以提供好的經商環境，並且解決價格波動、經常帳和預算赤字
惡化，以及龐大負債的問題。其次，非洲的工業化轉型，最好是由私部門的投資帶動，
才能充分發揮工業潛力。在其他議題方面，如缺乏可融資的項目，非洲進出口銀行成立
了投資促進部門，協助優質企業獲得資金；至於基礎建設薄弱，可以透過制定工業協定
來解決相關問題，並先在較小的區域內提供高品質的基礎建設，如此會比全面提高國內
的基礎建設更具可行性。最後，若非洲想脫離全球價值鏈的底部，應該投資教育及研發，
以提高其製造能力，使非洲由技術消費者轉型為技術提供者。
【由蔡心遠報導，取材自 allAfrica，2021 年 9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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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消息剪影
▲馬來西亞今年有望批准 CPTPP
馬來西國際貿易暨工業部（Minist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y, MITI，簡稱貿
工部）於今（2021）年 9 月 8 日發佈新聞稿，表示馬來西亞目前正在準備批准《跨太平
洋 夥 伴 全 面 進 步 協 定 》（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CPTPP）之程序，並等待內閣詳細而明確的授權。貿工部策略談判組高級主
任阿麗薇雅（Arividya Arimuthu）表示，政府將繼續推行貿易和商業友好政策，並對互
利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持開放態度。
貿工部方面最具企圖心的時間表，是預期在今年年底之前獲得內閣批准 CPTPP 方
向的相關指示，在批准案進入內閣之前，必須整合很多事情。此外，貿工部業已委託進
行成本和收益分析，以幫助馬來西亞國民了解與 CPTPP 相關的成本和收益。
阿麗薇雅在近期由「民主與經濟事務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Democracy and
Economic Affairs, IDEAS）舉辦的網絡研討會上表示，正在與利益相關者進行磋商，而
各部會亦在其職權範圍內修改相關法律。一旦內閣批准 CPTPP，批准文書將提交給位於
紐西蘭的 CPTPP 秘書處之存管機構，並通知其他成員馬來西亞已準備就緒實施該協議。
CPTPP 將在批准文書提交後 60 天生效。
CPTPP 是一個高標準、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並為其成員提供優惠待遇，包括馬
來西亞在內已有 11 個國家簽署加入該協議；迄今只有澳洲、加拿大、日本、墨西哥、紐
西蘭、新加坡和越南等七個國家批准了 CPTPP。CPTPP 幾乎涵蓋貿易的所有面向，包括
電子商務、國有企業（SOEs）
、智慧財產權（IP）
、技術性貿易障礙等。
另一方面，英國已啟動正式加入 CPTPP 的程序，馬來西亞作為簽署國將無法阻止
已批准 CPTPP 的國家做出的任何決定。阿麗薇雅表示，阻撓決定並不是馬來西亞談判
者的本性，馬國將歡迎英國加入，一旦英國加入 CPTPP，將提供市場進入機會給予較目
前 11 國更多的國家，這是馬來西亞需要認知到的。
此外，今年上半年，馬來西亞前首相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曾表示，馬國政府
將迅速批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及《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以及推動「新國家投資願景」
（New
National Investment Aspiration）
，以期待吸引高品質的前瞻性策略與創新、高科技、綠色
經濟和帶動國內供應鏈的投資與發展。
【由林士清報導，取材自 Malaysian National News Agency，2021 年 0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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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大辭典
環境商品 Environmental Good
係杜哈部長宣言第 31.3 段「環境商品及服務的關稅及非關稅貿易障礙之削減或消
除」所授權之談判項目。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環保產業非正式工作小組
（Informal
Working Group on the Environment Industry）對環境商品與服務之定義：環境商品與服務
包含為了衡量、預防、限制、減少與矯正對於水、空氣與土壤的環境損害以及與廢棄物、
噪音以及生態系相關之問題，而生產之產品與活動；並包含減低環境風險，及降低污染
與能源使用之清潔技術、商品與服務。 在 WTO 的談判中，由於環境商品通常具多重用
途及多樣化，因此不易進行明確的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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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園地
好書推薦
書名： WTO dispute settlement: one-page case summaries.
網址：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publications_e/dispu_settlement_e.htm
摘要：

"One-Page Case Summaries" covers all panel and Appellate Body reports adopted by
the WTO's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 up to 31 December 2020. Devoting a
single page to each dispute, it provides a succinct summary of the key findings of
every panel report and, where applicable, the relevant Appellate Body report.

期刊介紹
篇名：

Financial constraint, trust, and export performances: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Africa

出處：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 Volume 17 , Issue 4 , August 2021 , pp. 583 605

作者：

Maty Konte and Gideon Ndubuisi

摘要：

Several existing studies have documented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
financial constraint and export activities but do not attempt to examine factors that
could attenuate this relationship in Africa. In this paper,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constraint on exports in Africa and explore how the level of trust in
countries where firms are located shapes this relationship. We combine the World
Bank Enterprise Surveys with different measures of country-level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computed from the Afrobarometer surveys of 19 African
countri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constraints negatively affect export
activities. However, this negative effect is attenuated for firms that are located in
trust-intensive societies. These findings are robust to different specifications.
Interestingly, we find that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Africa are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financial constraints but also more likely to benefit from a
higher level of both personal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while for larger firms only
interpersonal trust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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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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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arning 線上學習平台
課程名稱

主講人

課程大綱
1.實質貿易障礙的移除:GATS「國內規
章」規定
2.The right to regulate vs. Discipline
on Regulation
3.GATS 對貿易障礙的規範體系
4.服務貿易國內規章(Domestic
Regulation)與基本義務
5.國內規章「準則」(Disciplines on
Domestic regulations)

110 年－經貿議題系列課
程 04-服務業國內規章準

李淳

6.國內規章與國內規章「準則」的授權與
範圍

則

7.國內規章準則的談判發展
8.「DR 聯合倡議」草案的架構
9.國內規章準則制「DR 聯合倡議」草案
之歷程
10.「DR 聯合倡議」內容及與我國規範
比較
11.國內規章準則特色
12.結論
※歡迎進入線上學習平台修習更多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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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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2-

5/12-

12/24

12/24

工商協進會

9/17

9/23

中國大陸反壟斷對產業發展的意涵分析

https://tinyurl.com/kcftks52

全國工總

9/24

9/24

COVID-19 疫情過後-佈局投資越南論壇

https://tinyurl.com/ah2w7w8d

國經協會

9/17

9/29

第四屆台斐經濟聯席會議

中經院新南向辦公室

9/22

9/23

印度與泰國 2021 年醫療現況與展望 產業座談會

中經院日本中心

9/23

9/28-29

2020 台日科技高峰論壇

中經院第二所

9/23

9/29

數位醫療科技發展與趨勢研討會

經濟部貿易局

9/27

9/29

「穆斯林市場拓展商機」說明會(9/29 彰化場)

金融研訓院

愛學習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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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ttps://www.accupass.com/event/2108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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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aita.org.tw/industry01?id=39
8
https://www.cier.edu.tw/news/detail/80518
https://www.trade.gov.tw/Activity/Detai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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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歐盟對外關係」學術研討會徵稿

中研院歐美所

10/5

8/10-10/5

台綜院

逕自洽詢

10/5

全國工總

逕自洽詢

10/6

我國電子產業疫後佈局研討會-⾺來⻄亞及泰國

經濟部投資處

9/24

10/19

2021 臺灣-東協、印度投資策略線上博覽會

國經協會

10/13

10/19

第 21 屆臺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資策會

逕自洽詢

10/22

台日亞太數位創新研討會暨國際創新商談會

中華⺠國仲裁協會

逕自洽詢

10/21-28

2021 台北國際仲裁暨調解研討會

《TRI 政策高峰論壇》系列二「全球淨零碳排挑戰與
因應」

Call for Papers: 7TH ASIAN INTERNATIONAL
SMU

9/30

12/9-10

ECONOMIC LAW NETWORK (AIELN)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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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ea.sinica.edu.tw/SeminarL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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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orms.gle/dH1ZFb85AtnGPGsh9
https://tinyurl.com/pwjuhsrh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12
7
https://ievents.iii.org.tw/EventS.aspx?t=0&i
d=1223
https://tinyurl.com/v3pvyrjr
http://www.ntu.law.acwh.tw/news_c.php?si
d=0&pid=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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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經貿相關活動
主辦/執行單位

報名
截止日期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活動網址
https://www.ieatpe.org.tw/eboard/view.asp

台北市進出口公會

逕自洽詢

9/22

《後疫情時代貿易創生-品牌決戰力》

外貿協會

9/17

11/2

2021 ⻄歐線上論壇暨媒合會

外貿協會

10/11

11/2-4

2021 年美國汽車售後服務零配件展

外貿協會

9/17

11/3

2021 年中東歐貿易暨布局線上拓銷團

外貿協會

10/20

11/23-25

2021 年臺灣工業產品拓銷印度線上團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2021India

外貿協會

9/30

11/25-26

2021 新加坡亞洲連鎖加盟暨授權展線上展-臺灣連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FLAsia202

外貿協會

10/15

12/8-10

2021 年日本顯示器製造展及高機能材料展

外貿協會

9/30

2/11-15

2022 年法蘭克福國際春季消費品展

鎖品牌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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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d=6760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WE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APEX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2021CEE

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FinetechJapan2021
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ambiente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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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執行單位
外貿協會

報名
截止日期
9/24

活動日期

活動名稱

2/24-26

2022 年日本國際醫療產業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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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vents.taiwantrade.com/page/EBS/
medicaljapan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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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貿行事曆
2021 年 9 月 17 日～2021 年 10 月 17 日
日期

星期

會議
WTO

9/15，17

三，五

9/16-17

四～五

9/17

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Argentina






ITA Symposium: 25th Anniversary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
Trade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tructured Discussions (TESSD)
Committee of Participants on the Expansion of Trad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Open-ended meeting of the Joint Initiative on Services Domestic Regulation

9/20-21

⼀～⼆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 Special Session

9/21

二




Working Party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Union of the Comoros
JSI -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 Discussion on Scope

9/22，24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Singapore

9/23

四





Committee on Budget,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Working Group on Trade, Debt and Finance

9/23-24

四～五



Committee on Agriculture

9/24

五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Special Session

9/27

⼀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9/2810/1

二～五



WTO Public Forum

10/4-5

⼀～⼆



Structured Discussions on Investment Facilitation for Development (JI)

10/5

二



Working Party on State Trading Enterprises

10/7-8

四～五



GENERAL COUNCIL

10/8

五




Committee on Import Licensing
Committe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 Session on Aid for Trade

10/11-12

⼀～⼆



Committee on Market Access

10/12

二



Committee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10/13-14

三～四



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10/13，
15

三，五



Trade Policy Review Body - Korea

10/14

四



Committee on Rules of 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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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星期

會議
RTA
CPTPP、RCEP
APEC 及其他國際組織

9/1510/1

三～五

OECD Global Blockchain Policy Forum

9/20-24

⼀～五

OECD Youth Week

9/21

二

APEC: HCP Session; Patient Roundtable

9/22

三

APEC: “APEC Cross Border E-commerce Training (CBET) Workshop II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ward Inclusive Growth – the COVID-19 Impact”

9/24

五

APEC: Women and the Economy Forum

9/27

⼀

9/2710/5

⼀～四

9/29-30

三～四

10/5

四

10/5-6

四～五

10/11-14

⼀～四

10/14

四

APEC:
 Perspectives on 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for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2021 APEC Business Ethics for SMEs Plenary
APEC: Community-Based Entrepreneurship (CBE) in Rural Tourism through Digital
Empowerment
IMF: 4th IMF Macro-Financial Research Conference
OECD:
 MCM Public Event – High-level Panel on Catalysing Quality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to
“Build-Back-Better”
 MCM Public Event: Blue Dot Network: Catalyzing Quality Infrastructure / Investment
Webinar
OECD: Meeting of the OECD Council at Ministerial Level (MCM) "Shared Values: Building a
Green and Inclusive Future”
OECD: 8th Forum on Green Finance and Investment
APEC: APEC Digital Trade Policy 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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