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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快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

式签署 - 全球贸易领域新机遇 

 

 

 
 

2020 年 11 月 15 日，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盟十国

（以下简称“成员国”）共同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以下简称“RCEP”）。作为一项覆盖 22 亿人口的市场，全球近三分之

一经济总量的大型区域贸易安排，RCEP 的正式签署有望建立目前世界上

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规模将超过美加墨和欧盟两大自由贸易区。 

 

RCEP 由东盟十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

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于 2012 年发起，旨在通过削减关税及

非关税壁垒，建立一个区域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从发起至今，

RCEP 历经了 8 年 31 轮正式谈判。目前，协定生效仍需 15 个成员国中至

少 9 个成员国批准，其中要至少包括 6 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

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中至少 3 个非东盟成员国。鉴于协定已正式签

署，接下来各成员国将各自履行国内法律审批程序，推动协定早日生效

实施。 

 

RCEP 生效实施后，预期将对区域经济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成员国间货

物、服务、投资等领域市场准入将进一步放宽，原产地规则、海关程

序、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等逐步统一，从而降低区域贸易、服务和投资

成本。 

 
 

RCEP亮点 

 

货物贸易 



 

15 个成员国之间采用双边两两出价的方式对货物贸易自由化作出安排，

协定生效后区域内 90%以上的货物贸易将最终实现零关税，且主要以立

刻降税到零和 10 年内降税到零为主。 

 

值得关注的是，RCEP 的签署使得中日两大结构高度互补的经济体首次达

成双边关税减让安排。这一历史性突破无疑会推动中日贸易格局的变

化。以汽车行业为例，日本向中国出口的汽车零部件大多在中国减税范

围内，日本车企在中国产能的分配和布局势必将受此影响。 

 

对于货物贸易涉及的原产地管理，RCEP 就相关规则达成重要共识。RCEP

明确采用区域累积原则，使得产品原产地价值成分可在 15 个成员国构成

的区域内进行累积，来自 RCEP 任何一方的价值成分都会被考虑在内，这

将显著提高协定优惠税率的利用率，有助于跨国企业更加灵活地进行产

业布局，建立更精细更完善的产业链分工体系，降低最终产品的生产成

本。从宏观效应来看，这一规则设置对于扩大 RCEP 成员间贸易，促进区

域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和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也为将来区

域内实现充分累积留下了审议空间。 

 

此外，除了传统原产地证书，RCEP 还将允许经核准的出口商声明以及出

口商的自主声明。这标志着原产地声明制度将由官方授权的签证机构签

发模式转变为企业信用担保的自主声明模式，在丰富原产地证书类型的

同时有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和企业经营支出，从而提高货物的通关时

效。 

 

服务贸易 

 

协定生效后，中国将在 6 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方式的开放承诺，达到中

国已有自贸协定的最高水平，承诺服务部门数量在中国入世承诺约 100

个部门的基础上，新增了研发、管理咨询、制造业相关服务、空运等 22

个部门，并提高了金融、法律、建筑、海运等 37 个部门的承诺水平。 

 

电子商务 

 

作为首次在亚太区域内达成范围全面、水平较高的电子商务规则成果，

RCEP 专门设立了电子商务章节，规定了电子认证和签名、在线消费者保

护、在线个人信息保护、网络安全、跨境电子方式信息传输等条款。中

国则首次于符合我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自贸协定中纳入数据流动、信

息存储等规定。这些规则的制定将为协定成员国加强电子商务领域合作

提供制度保障，推动成员国间跨境电商贸易的活跃发展。 

 

其他 

 

各成员国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 5 个

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自贸协定

项下以负面清单形式对投资领域进行承诺。 

 

在自然人移动方面，各成员国亦作出高水平承诺，为投资者、随行配偶

及家属等跨境流动提供有关居留、签证，以及开展各种贸易投资活动方

面的便利。 

 

观察解读 

 

德勤通过全球网络就 RCEP 对部分成员国的预期关键影响，以及国内法律

审批程序时间表情况总结如下： 



 
 

中国 

 

 RCEP 签署后，中国对外签署的自贸协定将达到 19 个，自贸伙伴将达到

26 个。中国与自贸伙伴贸易覆盖率增加至 35%左右，大大提升中国自

贸区网络的“含金量”。 

 RCEP 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总额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三分之

一，RCEP 成员国对中国的实际投资占中国实际吸引外资总额比重超过

10%。因此，RCEP 将会进一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长

远来看，RCEP 将进一步巩固中国在自贸区内经济领域的领导地位。 

 通过 RCEP，中国首次与日本建立了自贸伙伴关系，或为未来进一步的

贸易谈判铺平道路。 

 RCEP 将推动中国电子商务平台运营商向自贸区内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

销售。作为协议中专门设立的章节，有关电子商务的规定将为促进无

纸化贸易、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

保护在线消费者权益提供更有利的贸易环境。 

新加坡 

 

 新加坡已经与其他 14 个成员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包括东盟协定和其他

双边协定）。从长远来看，相较于直接经济效应，强大的区域一体化

带来的更多是经济的溢出效应。               

 新加坡位于战略性的区域枢纽位置，出口商将受益于至少 92%的货物

贸易关税减让，以及获得更优惠的市场准入。 

 

日本 

 

 RCEP 是日本与中韩两大重要贸易伙伴建立的首个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的消费品、工业产品和清酒的关税将会降低，尤其是预计工业产

品会有更多出口，综合 14 个成员国总体来看，91.5%的工业产品都将

受益于关税豁免。 

 

韩国 

 

 韩国与除日本以外的其他成员国都已经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因此预

计 RCEP 将扩大韩国的对日贸易。 

 主要受益行业包括汽车、零部件和钢铁行业。 

澳大利亚 

 

 根据 RCEP 原产地规则，某个 RCEP 成员国生产的产品，在澳大利亚加

工后出口到其他 RCEP 成员国时，仍可享受 RCEP 下的优惠关税税率，

澳大利亚出口商可以考虑运用该规则拓展其在区域内价值链上的多种

商业机会。 

 RCEP 将促进解决非关税壁垒，包括检验检疫、技术标准、知识产权、

跨境电商等领域，将促进各成员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和提升透明度，有

利于促进澳大利亚与区域其他成员国的贸易包括数字产品贸易，满足

澳大利亚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RCEP 为中国和东盟市场（如马来西

亚、菲律宾和泰国）的服务供应商和投资者提供新的市场准入承诺；

也为出口商提供更广阔的市场，进入与澳大利亚有高标准贸易协定承

诺的市场，如日本、新西兰、韩国和新加坡。 

 

新西兰 



 

新西兰已经与多个 RCEP 成员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RCEP 主要利好包括: 

 总体上预期为新西兰增加约 20 亿美元 GDP； 

 为新西兰出口商提供更多出口机会； 

 区域内贸易规则进行了优化和整合，降低企业利用自贸协定的制度性

成本； 

 新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和电子商务为新西兰出口商提供了更多的商

机。 

 

 

审批流程或时间表 

 

中国 

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要求按时间表抓紧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落地实施国内相关工作。考虑 RCEP 的重要意义，预

计审批时间不超过 6 个月。 

 

新加坡 

新加坡贸易和工业部长表示，RCEP 将在未来 12 个月内获得批准，暂时

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日本 

依照日本国内法，通常需要经过议会决议后方可生效实行。日本政府正

在积极探讨在 2021 年常规议会上批准相关法案的可行性。实际的时间表

有待确认。 

韩国 

暂时没有明确的在国民议会得到批准的时间表，但据报道，可能会在

2020 年 12 月举行的议会会议上得到批准。 

澳大利亚 

RCEP 需先提交议会条约委员会批准，然后提交议会，并由参众两院通

过。批准需要一定时间，预计在 2021 年底或 2022 年初将获批。 

新西兰 

新西兰将在完成议会条约审查程序并实施必要的国内立法修改后，完成

该协议的批准。该批准仍需要一定时间。 

 

 

行动建议 

 

基于上述预期，如何积极行动，享受 RCEP 贸易优惠红利是众多企业应尽

快思考的问题之一。我们建议参与全球贸易的企业就 RCEP 的影响进行主

动评估，审视亚太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供应链布局，根据自身情况作

出合理安排，在合规的前提下充分享受 RCEP 的各项优惠待遇。具体而

言，在全球贸易领域，企业可以围绕 RCEP 进行以下方面的考量： 

 

 根据 RCEP 在贸易、服务、投资等方面的市场准入条件和便利措施，

综合考虑 RCEP 与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国内自贸区，海南自贸港等扶

持政策，更加灵活地进行产业布局，提升产业链分工体系的精细程

度，制定可落地的整体策略。 

 

 全面分析 RCEP 以及其他自由贸易协定的原产地制度，复核相关商品

的海关归类，结合关税减让幅度和时间节点的差异，合理适用原产地



规则享受优惠关税，降低生产或运营成本，促进企业供应链、价值链

的优化发展。 

 

 根据 RCEP 管理要求，部署或升级贸易自动化管理系统，改进原产地

规则分析，原产地证书符合性和适用性判断的作业效率，提高企业合

规管理水平，防范风险。 

 

 充分利用 RCEP 确立的归类、估价、原产地预裁定原则，考虑运用预

裁定制度，提高贸易结果的可预知性。 

 

 根据区域价值链考虑并实施适当的布局调整，通过合理的海关估价规

划（包括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的转让定价规划）有效管理关税成本。 

 

 密切关注 RCEP 缔约方有关行业准入、出口管制等政策变化，以及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态势，及时应变并采取救济措施，保护企业的合法

利益。 

 
 

德勤间接税/海关与全球贸易咨询团队在全球贸易咨询、自动化方案设计

与实施、争议解决方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可以在以上方面提供专业协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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