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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审查本区域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四个领域取得的进展：消除扩大市场

一体化的障碍 

 

 

 

亚洲及太平洋消除扩大市场一体化的障碍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件讨论了亚太区域走向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分析了其驱动因素和可

能遇到的障碍，并提出了处理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文件强调需要进一步放

宽和促进区域内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并谈到外国直接投资和区域投资制度

的重要性以及实现跨境流动劳动力的未开发潜力。 

第二届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部长级会议不妨审议建议，

并就如何消除阻碍本区域扩大一体化的障碍、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协同作用。会议还不妨就如何最好地支持这些努力向

秘书处提供指导。 

 

一． 导言 

1. 一体化进程就是减少商品、服务、资本、劳动力、知识和信息的市场分散

化，以便降低商业交易和贸易成本。它可促进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

动及货物和服务的更自由流动。这些因素推动提高投资流动、贸易和产业效率并

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促进技术创新和传播。在市场主导的定价机制下，市场一

体化促成货物、服务和生产要素的价格趋同。自由市场催化竞争、但常常只能导

致有限的价格和经济趋同。这是因为这种趋同也会、并且往往是在更大程度上受

到结构（和地理）差异的影响，例如运输障碍，能源短缺或其他增加交易成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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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碍。广义上，应该在协调统一、或是相互认可的政策法规指导下加强市场主导

的一体化。 

2. 历史上，相邻国家之间的一体化一直更为密集。资本流动和贸易的日益增

长、技术进步以及运输和交易成本的下降，都推动扩大了一体化的地域范围。过

去几十年中，亚洲各经济体已在不同程度上全球化，并因此随着本区域内以及与

世界其他地区日益密切开展贸易和投资而更为相互连通。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发

展属于主要以贸易为主导的增长，这为区域经济体不论从经济活动或是就业创造

来说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区，2016 年亚洲和太平洋占

全球出口的 40%和全球进口的 35%，相比之下 1970 年分别为 7.8%和 7.2%。东亚

和东北亚次区域历来是本区域贸易业绩的推动者，占亚太区域与世界其他地区贸

易总额的 60%以上。尽管近年来增长有所放缓，但中国仍然是促使东亚和东北亚

在区域贸易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主要力量。
1
 

3. 深化区域合作有可能进一步增加贸易和商业联系，同时吸引越来越多的跨

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一带一路”倡议具有良好前景，包括加强区域基础设施

以促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潜力在于进一步推动全球和区域价值链，帮助

本区域有效部署（盈余的）储蓄并投入到具有投资机会、回报更高的国家。 

4. 欧盟成员国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如今显然超出了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

范围（见方框 1），但这种合作和一体化可侧重于推动进入区域价值链，使所有

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特殊需求的国家可从充满活力的区域经济中受益。需要引导

市场一体化支持和培育可持续发展，它有可能促进就业和创收等效益。消除贸易

禁令、增加开放和有效率的边界将有助于加强正式网络并减少非法贸易和资金流

动。 

5. 本文件探讨市场一体化的趋势和驱动因素，确定了主要障碍所在，并提出

了解决这些障碍的政策建议。文件还讨论了利用市场一体化促进技术转让和创

新。文件基于 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 3 月在曼谷举行的亚太区域建立一体化市

场工作组的分析和建议。还讨论了以下会议的成果：2016 年 5 月举行的亚洲及

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第七十二届会议、2017 年 4 月在曼谷举

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促进可持续发展高级别对话、以及

2017 年 5 月经社会第七十三届会议期间举行的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支持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部长级专题小组讨论会。 

方框 1 

寻求理想的市场一体化模式：欧洲做法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做法的比较
a 

 尽管英国脱欧前后出现的种种担忧，欧盟仍被视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区域一

体化举措，目前它由 28个经济体组成。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一体化方法的成功可归功于强大的政治意愿，其基础

在于共同认为市场一体化有助于维持欧洲国家之间的和平，
b
  以及认识到成员

们需要积极合作以推动各国经济走向更为趋同的区域。尽管在国家和区域机构

之间如何实现平衡问题上仍然颇有争议，但建立一个资源充足的区域体制机制

                                 
1
  2016 年中国占该次区域 52%的出口额以及 47%的进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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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委员会）以支持这项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 

 通过发展贸易、货币和经济关系，欧洲联盟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区域集

团之一。如今它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通过其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而发挥重

要的政治影响，并且尤其在贸易事务方面具有独特的能力。它还拥有自身外交

能力，在联合国享有增强的观察员地位，并且有能力为欧盟内部大型发展项目

提供资金、以及加强欧盟与其他区域的合作。 

 然而，实现这种程度的一体化并非易事，需要同时在政治和经济两方面作

出平行的努力，而且要采取步步为营的做法。欧洲钢铁协会成立于 1951 年，这

个由 6 个欧洲国家建立的组织，旨在创造一个煤炭和钢铁共同市场，它是当今

欧盟的前身。同样这 6 个国家签署了《罗马条约》(1957 年)，设立欧洲经济共

同体，为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铺平道路。《罗马条约》业经多次修改，使

该集团从关税联盟转向共同市场、并且最终成为经济和货币联盟，成员数目增

加。今天，这个条约被称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 

 市场一体化经历了几个阶段。1957 年至 1990 年间，欧洲经济共同体的主

要成就是使成员国通过了共同贸易政策。成员在取消关税和配额并建立共同关

税后，同意赋予欧洲委员会独家权限，以便与世界其他地区家(1968 年)协调关

税。欧洲国家还决定将其标准规范化，制定农业共同政策(1962 年引入共同农

业政策)和共同运输政策。为了实行共同货币，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大多数国家决

定在 1979年创建欧洲货币体系，以防止欧洲货币之间的波动。 

 1990 年至 2002 年期间，成员国试图深化经济一体化、建立经济和货币联

盟。1990 年，成员们决定在欧洲经济共同体内开放资本流动，并为想要采用欧

元作为共同货币的国家制定一些关于通货膨胀、债务、赤字和利率的“一致标

准”。1997 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条约”，1998 年确定了欧洲货币与欧元的兑

换率。最后，在欧元于 2002 年 1 月 1 日发行之前，1999 年引入了单一货币政

策和非物质形式的欧元。 

 像欧洲一体化一样，1967 年由东南亚五国设立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也是以政治因素为驱动。然而，自 1992 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以来，一体

化的经济因素成为推动力。到 1999 年，该集团已有 10 个国家，如今共有 6.29

亿人，国内生产总值达 2.4 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七大市场。与欧洲一体化相

反，国家政府并没有向东盟秘书处授权，甚至在贸易领域也没有形成关税同盟

或共同的贸易政策。然而，东盟也采取了“共同体建设”的方式，选择建立三

个共同体：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推进一体化。东盟经济共同体原本预

计到 2015 年应全面实施、其 10 个成员国共享竞争激烈但追求公平经济发展的

单一市场和生产基地，一个完全融入全球经济的地区。在东盟经济共同体的成

就基础上，成员们提出了 2015 年后东盟的愿景，称为“2025 年东盟经济共同

体蓝图”，要深化经济一体化，加强政治凝聚力和社会责任。根据此蓝图，将

加强必要机构以推进一体化。这是否会使东盟更接近于欧洲模式，还是欧盟将

变形为更像东盟的模式，让人拭目以待。 

a
 www.ec.europa.eu/；www.touteleurope.eu/；and Bruno Jetin and Mia Mikic, 

eds.,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A Model for Asia-wide Regional Integration? 

(Palgrave-Macmillan, New York, 2016). Available from http://www.palgrave.com/gp/ 

book/9781137537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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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欧洲一体化进程早期包括提议建立欧洲防务共同体（1950 年）但没有成功，只是

在 1955 年墨西拿会议上，欧洲六个领导人得以重新探讨通过注重经济整合而实现一体化和团

结的想法，并因此导致《罗马条约》以及设立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的条约（EURATOM 条

约）。 

二． 开放和促进贸易走向货物和服务市场一体化 

6. 亚太区域发展中国家日益增强的活力，加上区域经济融入全球价值链，这

是本区域在国际贸易中重要性上升的推动力。本区域工资相对较低，劳动力庞大

而多样化，充足的投资来源及先进的技术能力等因素，均有助于亚太地区融入全

球价值链。除此之外，降低贸易壁垒和改善交通运输和信通技术互联互通都有助

于强化这一趋势并促成创建区域价值链和生产网络。 

7. 本区域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区域生产网络推动了区域内贸易，使其超

过区域贸易总额的半数以上。然而，区域内贸易量各次区域不尽相同，贸易强度

最大的是东南亚和太平洋（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见表 1）。东南亚经济体

区域内贸易强度较高，反映出它们参与区域价值链的程度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带来的好处。
2
  相比之下，太平洋经济体因其地理特征而通过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建立相互关联，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它们对这些市场享有的优先

准入。东亚和东北亚是亚太地区其他次区域最为重要的次区域贸易伙伴，主要归

功于中国的重要性。东南亚是除北亚和中亚以外的其他次区域的第二大进口来

源。在南亚和西南亚以及北亚和中亚，次区域内部贸易有限，主要是由于出口的

互补范围有限和贸易成本相对较高。 

8. 亚太经济体已成为全球价值链产品的重要出口国，而对其产品的最终需求

依然主要来自北美和欧洲。然而，这些发达市场对这类产品的需求的回升十分缓

慢，近期内导致亚太经济体的贸易增长出现空前疲软。为了抵消这一趋势，这些

经济体必须通过增加国内和地区需求等办法开发替代增长来源。然而对于经济规

模较小的国家以及缺乏大量预算支撑政府支出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挑战。 

9. 在商业服务贸易方面，应该指出，尽管本区域仍然是净进口方，但其在全

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持续增长，从 2005 年到 2015 年，占全球进口的份额从

29.5%增加到将近 33.0%，而占全球出口份额从 25.5%增至 30.0%。商业服务贸易

主要来自通信、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信息、特许权使用费和执照费

以及文化娱乐服务。交通运输和旅行所占份额仅随其后。东亚和东北亚及东南亚

                                 
2
  正如《2015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支持参与价值链》（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15.II.F.15），114-115 页）显示，亚洲的全球价值链相关生产严重取决于区域内中间进口。

2013 年，区域经济体的全球价值链超过 65%的中间进口来自本区域内部。这种相关联系在服装、

鞋类和电子行业尤为明显，汽车和加工农业部门则相对温和。东盟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

西亚，新加坡和泰国）均表现出区域内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参与之间具有积极联系。全球价值链

的区域性质在其他文献中也得到证实，如，R.ichard Baldwin，“Global supply chains: 

why they emerged, why they matter, and where they are going”，“ Global Value 

Chains in a Changing World”，Deborah K. Elms 和 Patrick Low，eds ，（日内瓦，世界

贸 易 组 织 ， 2013 年 ） ， 第 13-60 页 （ 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 

aid4tradeglobalvalue13_e.pdf ） ； 以 及 Koen de Backer 和 Norihiko Yamano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evidence on global value chains”，经合发组织科学技术

与工业工作报告, No 2012/3 (DSTI/DOC(2012)3)。（巴黎，2012 年）。www.oecd.org/ 

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DOC (2012)3&docLanguag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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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本区域服务贸易的重头地区，而南亚和西南亚的份额正在迅速增长。在国家一

级，中国、印度、日本和新加坡占区域服务贸易的半数以上。 

10. 监管障碍会严重影响服务贸易，而贸易服务对促进工农业贸易、国家参与

价值链起着关键作用。虽然本区域经济体在全球服务贸易方面的参与度有所增

加，但根据现有不完整数据统计，区域内服务贸易仍然滞后于区域内货物贸易。 

11. 区域和全球贸易模式深受贸易成本的影响。这些成本包括进口关税，非关

税或边界障碍，监管和例行边界费用以及运输费用。据认为，非关税措施对贸易

构成更大的障碍，并且在很多部门要比关税这种传统的贸易壁垒造成更高的贸易

成本。农业和食品部门最受此类措施影响。这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利，因为它们

在这些行业通常具有比较优势。诸如非关税措施等进口壁垒所产生的即使是小量

的额外成本，也会损害国家竞争力及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 

 

表 1 

亚太区域内贸易 

 区域内商品进口 

(百分比) 

区域内商品出口 

(百分比) 

次区域 占国内生产总值 占进口总额 占国内生产总值 占出口总额 

东亚和东北亚     

1990 6.7 50.3 6.1 42.3 

2000 7.9 53.8 7.3 44.3 

2015 9.6 58.4 11.9 55.5 

北亚和中亚     

1990 2.3 21.4 3.3 22.1 

2000 4.4 30.3 8 21 

2015 7.9 48.9 8.9 36.5 

太平洋     

1990   5.8 41.7   7.4 54.4 

2000   8.7 48.4 10.3 60.6 

2015 11.6 62.2 12.5 75.4 

南亚和西南亚     

1990   3.6 33.3   2.4 29.5 

2000   4.8 31.9   2.9 23.8 

2015   9.7 44.3   4.2 29.5 

东南亚     

1990 28.7 60.8 27.3 65.6 

2000 37.1 61.7 41.5 59.6 

2015 34.6 72.6 32.9 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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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6 年亚太贸易与投资报告：近期趋势与发展》，（联合国出版物，

出售品编号：E.16.II.F.23），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政府财政统

计。见：www.imf.org/external/pubs/ft/gfs/manual/gfs.htm。（2017 年 4 月 10 日检

索）。 

12. 然而，衡量非关税措施对贸易的确切影响程度是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因为

这些措施各不相同，并通常作为一揽子措施而不是单一措施而提出，因此要比较

成本并非易事。必须努力处理非关税措施的保护主义，然而更应该重视对有关非

关税措施的影响和使用程度的数据可用性加以改进。 

13. 不过，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贸易成本数据库试图捕捉这样一些广泛的问

题，提供有关贸易成本的综合措施。它显示，亚太各国和次区域的贸易成本差别

很大，关税当量成本从 51%到高达 369%不等（表 2），因此造成极为不均衡的贸

易一体化机会。如表 2 所示，东亚和东北亚经济体在本区域的贸易成本通常最

低，而太平洋岛屿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地域限制而承受最高的总体成本。同样，北

亚和中亚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是东亚有代表性经济体的三倍，尽管自 1996 年以来

在降低贸易成本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表 2 

亚洲及太平洋贸易关税当量成本估算 

(百分比) 

地区 东盟-4 东亚-3 北亚和中亚-4 太平洋岛屿 南盟-4 澳新 欧盟-3 

东盟-4 76       

东亚-3 75 51      

北亚和中亚-4 354 175 121     

太平洋岛屿 172 175 369 132    

南盟-4 128 124 285 318 116   

澳新 101 88 336 83 138 52  

欧盟-3 106 85 152 209 115 108 43 

东盟-4 86 63 177 163 110 100 67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世界银行贸易成本数据库。www.artnet.unESCAP.org/ 

databases.html#first（2017年 5 月 12 日检索）。 

缩写：东盟-4：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澳新：澳大利亚和新西

兰；东亚-3：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欧盟-3：德国、法国和英国；太平洋岛屿：斐济和

巴布亚新几内亚；北亚和中亚-4：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俄罗斯联邦；

南盟-4：孟加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美国：美利坚合众国。 

注：显示的贸易成本属于关税当量，根据每个次区域国家与三个最大发达经济体

（德国、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贸易加权平均贸易成本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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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采取了一些步骤和政策降低贸易成本，过去二十年间亚太经济体越来越多

地采用双边和多边优惠贸易协定。亚太经济体参加了截至 2017 年 6 月全球范围

生效的 274个优惠贸易协定中的 170个，占 66%。 

15. 过度依赖优惠贸易协定导致了相互重叠的优惠贸易协定丛生，这一现象通

常被称为亚洲面条碗。虽然每个单项协定本身可能会降低关税、并致力于改善其

合作伙伴的市场准入，但是大量重叠、多重并含有迥异贸易规则的协定，就可能

最终会增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交易成本。因此，合并优惠贸易协定以减少其

数量和复杂性将有利于私营部门实体参与国际商业活动。 

16. 由于高昂的贸易成本阻碍了贸易扩展，本区域各国政府正越来越多地考虑

实行贸易便利化和无纸措施，以便辅助并深化因优惠贸易协定驱动贸易自由化所

打开的市场准入。整个区域实施跨境无纸贸易可带来每年高达 2 570 亿美元的出

口收益，而且出口所需时间缩短 44%，贸易成本降低 31%。
3
  同样，全面执行

2017 年 2 月 22 日生效的《世界贸易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可将本区域贸易成

本降低达 17%。然而，如图 1 所示，执行该《协定》和实行电子贸易文件交换机

制已取得重大进展的地区只限于东亚、东北亚和东南亚，其他次区域相当滞后。 

图一 

贸易便利化和无纸化贸易措施实施情况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2017 年贸易便利化和无纸贸易实施情况：亚洲及太平洋报

告》（即将出版）。 

 

17. 认识到这一点，亚太经社会一直支持制定《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

利化框架协定》，目的是为本区域提供一种新的工具和数码辅助，以更好地执行

《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和业已包含在许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的相关无纸贸易

                                 
3
  《2015 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支持参与价值链》（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15.II.F.15）。 



E/ESCAP/MCREI(2)/2 

 

8 B17-00941 

条款。
4
  该框架协定自 2016 年 10 月开放供签署，它也支持跨境电子商务的发

展，并建立在现有国际标准和双边和次区域举措的基础之上。 

18. 虽然本区域出现了优惠贸易协定的扩散现象，但亚太国家也参与谈判经济

或全面伙伴关系协议，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其中包括

承诺放宽投资、竞争政策和/或政府采购。这种巨型区域协定为协调各国不同标

准
5
  和程序、并在现有不同贸易协定下整合多个重复的原产地规则提供了很大

潜力。它们还暴露了多边主义的复杂性，这对于寻求通过贸易实现发展目标的小

型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并不一定是最佳途径。 

19. 总而言之，货物贸易、以及某种程度的商业服务贸易，极大地促进了亚太

区域通过进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增长，大力支持了区域内贸易。然而面临的风险

是，含有复杂的贸易规则的贸易协定出现扩散，可能无助于贸易和投资流动，对

此下一节有所叙述。同样，重新抬头的保护主义措施会妨碍本区域最为脆弱的国

家享受利用贸易推动经济的机会。为了应对这些风险，或可努力进一步推动贸易

便利化，比如说，为此实行无纸贸易并整合现有贸易协定。这对具有特殊需求国

家尤为重要（见方框 2）。 

 

方框 2 

出口多元化和市场一体化
a 

 有确凿证据表明，贸易便利化和由此带来的市场一体化的深化可以帮助

国家实现出口多样化，
b
  这点已确认对发展进程的初期特别重要，正如所谓

的“东亚虎”
c
  的例子。这样，对本区域一些努力促使出口多样化的最不发

达国家和内陆国家来说，贸易便利化就显得更为重要。 

 如下图所示，根据半数亚太经济体的数据，本区域若干多样化程度最低

的经济体是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柬埔寨、哈萨克斯坦和蒙古。 

                                 
4
  Yaan Duval 和  K. Mengjing, “Digital trade facilitation: paperless trade in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 亚行研究所工作文件系列, No. 747 (东京, 亚行研究所, 

2017 年 ) 。 见 ： https://www.adb.org/publications/digital-trade-facilitation-

paperless-trade-regional-trade-agreements。 

5
  为使价值链更好地向可持续发展看齐、包括为此提高竞争水平，行业牵头的自愿性标准也将发

挥重要作用。 



E/ESCAP/MCREI(2)/2 

 

B17-00941 9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计算，基于国际货币基金“ The Diversification 

Toolkit: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Quality Databases, Spring, 2014 ” 

（www.imf.org/external/np/res/dfidimf/diversification.htmwww.imf.org/externa

l/np/res/dfidimf/diversification.htm）及国际货币基金，“Sustaining long-run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rol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国际货币基金政策文件（2014

年 3 月）。 

 注：出口多样化数据库使用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UN Comtrade）—国际贸易统

计数据库中的货物贸易产品级数据，对出口多样化进行了估计。 

在这种情况下，亚太有特殊需求国家应不断探索新产品和市场，制定

有助于它们扩大参与区域和全球价值链并增加相关技术含量的政策。为了

使市场和产品多样化，亚太有特殊需求国家需要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探索区

域内举措。区域贸易协定可以作为市场多元化的重要工具，因为它们可以

拆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吸引投资，促进服务贸易和通过贸易便利化措施

降低贸易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货物贸易。这也将有助于减少供方的制约因

素，确保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并促进区域内的投资和技术流动。 

但是，除贸易政策和市场一体化外，各国还需要在若干相关领域全面

开展工作以提高生产能力，包括制定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发展基础设

施。 

a 
IMF, The Diversification Toolkit: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Quality 

Databases, Spring, 2014 （available from www.imf.org/external/np/res/dfidimf/ 

diversification.htm）；IMF, “Sustaining long-run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rol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MF Policy Paper (March 2014); and Asia-Pacific Countries 

with Special Needs Development Report 2015: Building Productive Capacities to 

Overcome Structural Challenge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15.II.F.9)。 

b 
For example, see Ben Shepherd, “Enhancing export diver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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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trade facilitation”, ARTNeT Policy Brief, No. 19 （Bangkok, ESCAP, 

2009）（available from 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olbrief19.pdf）；

Allen Dennis and Ben Shepherd, “Trade facilitation and export 

diversification”, The World Economy, vol. 34, No. 1 （January 2011）, pp. 

101-122（available from www.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twec.2011.34. 

issue-1/issuetoc）； and Cosimo Beverelli, Simon Neumueller and Robert Teh, 

“Export diversification effects of the WTO Trade Facilitation Agreement”, 

FIW Working Paper, No. 137 （ Vienna, FIW, 2015 ） （ available from 

www.fiw.ac.at/fileadmin/Documents/Publikationen/Working_Paper/N_137_Beverelli

NeumuellerTeh.pdf）。 

c
 IMF, The Diversification Toolkit: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Quality 

Databases, Spring, 2014 （available from www.imf.org/external/np/res/dfidimf/ 

diversification.htm） and IMF, “Sustaining long-run growth and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in low-income countries: the role of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IMF Policy Paper （March 2014）。 

 

三． 外国直接投资和区域投资制度 

20. 亚太地区已成为投资流动的主要目的地和来源地，这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区

域一体化。进出本区域的外资流入和流出量均稳步增加，尽管因全球冲击而有所

下降（图二）。2016 年，本区域占全球外资流入总额的 31%，即 5 410 亿美元，

同时占全球外资流出的 34%，即 4 950 亿美元。就区域内而言，东亚和东北亚地

区一直是外资流出和流入增长的主要来源。 

21. 近几年外资构成可分为两种模式。首先，过去十年来本区域出现了外国直

接投资全新项目大幅度增加流入制造业和服务业高附加值行业的现象，虽然这些

流入的规模并不大。流入的行业包括替代/可再生能源，通讯，商业服务，医保

和生物技术，尽管这些外资流入的规模仍然很小。与煤炭/石油/天然气、房地

产、金属和金融服务等顶级行业相比，这些行业的外资流入也更为稳定。 

22. 其次，近年来南南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大幅增加。其倾向是投向投资国的直

接临近地理区域。
6
  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全新项目流入在亚太区域外国直接投

资全新项目流入总额所占比例不断增加，2016 年达到 48%。中国已成为本区域最

大的区域内投资者，其次是日本和大韩民国，它们分别占 2014-2016 年期间区域

内外国直接投资全新项目的 24%、18%和 12%；而中国和东盟已成为区域内外国直

接投资全新项目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图三）。 

23. 尽管自 2000 年以来亚太区域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持续且强劲，但许多直接和

间接的障碍仍然阻碍扩大区域内直接投资和区域一体化。这些挑战包括多重和重

叠的国际投资协定、商业环境不佳和贸易壁垒。 

24. 由于没有全球治理机制，例如连贯一致的多边投资框架，因此主要通过国

际投资协定进行投资促进和保护，其形式包括双边或次区域投资条约，或载于双

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的投资章节。
7
  与贸易一样，近年来国际投资协定呈扩散趋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5 年世界投资报告：改革过界投资治理》。 联合国出版物，出

售品编号：E.15.II.D.5)。www.unctad.org/en/PublicationsLibrary/wir2015_en.pdf。 

7
  在全球一级，截至 2017 年 1 月，共有 2,324 项双边投资条约和 297 项带有投资条款的条约。

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相应数字为 968 项双边投资条约和 148项带有投资条款的条约。 

http://www.unescap.org/sites/default/files/polbrief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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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导致了若干领域出现重叠和重复的条约。因此，需要整合和精简这些协定以

提高国际投资规则的透明度和清晰度，从而协助推动区域一体化。 

25. 东南亚是唯一具有次区域层面投资协定的地区，即《东盟全面投资协

定》。然而，即使在此协定下，各个东盟成员国继续保持国家投资法以及相互之

间、并且与外部伙伴之间的双边投资条约。因此，由于该《协定》在现有条约之

上再加了一个覆盖面，有可能导致更复杂的国际义务网。
8
 

26. 正在尝试在其他次区域建立共同投资制度，例如通过南盟在南亚次区域以

及透过欧亚经济联盟在中亚次区域，但面临政治障碍。由于外国直接投资涉及到

出现外国人拥有本地资产并且在本地市场上开展业务并与国内公司直接竞争，采

取旨在促进和吸引外资的政策通常在政治上很敏感并且遭致反对，这就致使急需

进行的经济改革因此开倒车、或是被拖延。
9
 

图二 

1990-2016年亚太区域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计算，基于联合国贸发会议，“2017 年世界投资报告：投资

与数码经济”，（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E.17.II.D.3）。 

 

                                 
8
  经合发组织，《东南亚投资政策视角》，2014 年。www.oecd.org/daf/inv/investment-

policy/Southeast-Asia-Investment-Policy-Perspectives-2014.pdf。 

9
  Bernard Hoekman 和 Kamal Saggi “Multilateral disciplines and national investment 

policies” ，载于“ Development, Trade and the WTO: A Handbook, Bernard Hoekman, 

Aaditya Mattoo 和  Philip English, eds. (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 2002 年 )。

www.documents.worldbank.org/curated/en/805981468763835259/pdf/297990018213149971x.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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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2007-2016 年亚太区域的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全新项目流入及其在外国直接投资

全新项目流入总额中所占份额及主要目的地 

 

资料来源：亚太经社会计算，基于“金融时报”，dDi Markets。www.fdimarkets.com

（2017 年 2 月 15 日检索）。 

 

27. 本区域许多经济体缺乏行之有效的投资和商业环境也阻碍了区域内开展外

国直接投资。
10
  尽管大多数国家在外国直接投资开放方面有所改进，但仍然存

在一些障碍，包括过分的繁文缛节；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缺乏有效的投资便利

化和后期保障；缺乏更先进类型的外资所需要的必要劳动技能、基础设施和技术

能力；与腐败及执法不力相关的其他障碍。
11，12

  这就说明许多投资者所在国需

要与东道国签订强调投资者保护的国际投资协定。然而，最近也有更多的呼声要

求制定更为平衡的国际投资协定，其中要承认东道国的发展需要和政府为发展目

的进行监管的权利。
13
  当这种投资影响到依赖自然资源的生计和土地使用权保

障时，地方社区特别是原住人口的需求和关切也应引起注意。 

                                 
10
  Agnes Bénassy-Quéré, Maylis Coupet 和 Thierry Mayer, “Institutional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ld Economy, vol.30, No.5 （2007 年 5 月）。764-

782 页。www.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j.1467-9701.2007.01022.x/abstract。 

11
  “后期保障”是指政府的支持，例如保留投资并确保投资对当地经济产生影响。 见贸发会议，

“后期保障：投资促进的核心职能”。《投资咨询系列》, series A, No. 1 （2017 年，日

内瓦）。 

12
  关于外国直接投资障碍有许多研究。一个相关的例子是 Zdenek Drabek 和 Warren Payne，

“透明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经济一体化杂志》，第 17 卷，第 4 期（2002 年 12

月）。 

13
  亚太经社会，《贸易与投资研究》, No. 68（ST/ESCAP/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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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最后，外国直接投资与建立和发展全球和区域价值链相互关联，对加强本

区域、特别是东亚和东南亚市场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因此，妨碍有效跨

境贸易的种种障碍，包括缺乏有效的贸易便利化，也妨碍了外国直接投资。 

四． 跨境劳动力流动 

29. 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仍然远低于区域内贸易和投资一体化水平。本区域劳动

力过剩国家的移民人口众多，他们大多数人从事建筑业和家庭佣工。在 2013 年

估计的世界范围 2.315 亿移民中，约有 5 930 万人（25.6%）在亚太区域国家。

这比 1990年的可比数字显着增加了 700万人（11.8%）（图四）。 

30. 本区域涉及劳工移民的主要国家有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中国、印

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日本、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大韩民国、

俄罗斯联邦、新加坡和泰国，其中部分国家在过去几十年中经历了重要的结构转

型（图五）。例如，新加坡的外劳人数从 1970 年的 21 000 人（占劳动力 3%）

飙升到 2010年的 100多万人（占 35%）。 

31. 汇款一直是劳务移民带来的主要利益，因为它们为原籍国提供了急需的资

源，用以资助经常账户赤字，接济家庭消费，减轻贫困和促进对中小企业的投

资。亚太地区拥有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汇款走廊，从俄罗斯联邦到中亚国家，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到其太平洋邻国，以及从泰国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同样，孟加

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宾等几个经济体通过其劳动力成员（大多是低技术

工人）移民到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中东国家而获得了大量汇款。 

 

图四 

1990-2015年亚洲及太平洋移民的演变 

 
 

资 料 来 源 ： 亚 太 经 社 会 , 《 2015 年 亚 太 移 民 报 告 ： 移 民 队 发 展 的 贡 献 》 

（ST/ESCAP/2738）。 

                                 
14
  见世贸组织及发展中经济体研究所——日本对外贸易组织（2011 年），“东亚的贸易格局和

全球价值链：从货物贸易到任务交易”（2011 年，日内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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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2015年主要移民原籍国和目的地国 
 

 
 

资 料 来 源 ：亚 太 经 社会， 《 2015 年 亚 太 移民 报告 ： 移 民 队发 展 的贡 献 》 

（ST/ESCAP/2738）。 

 

32. 国际移民有可能为移民本身及其家庭以及原籍国和目的地国家带来净收

益。然而，要利用这些利益，需要亚太区域国家间作出共同努力并采取合作举

措，解决政治、技术和社会上对移民的根深蒂固的看法。 

33. 在政治上，劳工的跨界流动触及到国家主权的一个核心方面，即国家有权

选择谁能进入或居住在其领土。此外，移民往往被视为对国家安全和文化认同构

成威胁。基于这些原因，各国对是否签署保护移民工人的国际公约犹豫不决，不

愿意签署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开放其边界的协议。 

34. 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政策改进。值得注意的

是，《欧亚经济联盟条约》高举有权获得就业和社会保护制度的大旗、创造了单

一的劳动力市场，这使得有关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劳工移民流动合理化和规范

化。
15
  同样，东盟经济共同体通过相互承认具体专业的学位，开放了一批选定

类型熟练工人的流动。然而，大多数移民技能较低，所以东盟成员国的移民中只

有一小部分人受到这一政策的影响。此外，东盟劳工移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

非正常性质，因此限制了这一政策的影响。 

35. 移民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许多国家促进有秩序移民的机制并不利于移

民劳动力的供需顺利匹配。倘若由于对移民的法律限制使得目的地国家的移民劳

                                 
15
  该条约由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联邦领导人于 2014 年 5 月 29 日签署。它于 2015 年

1 月 1 日生效。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印度 

俄罗斯联邦 

中国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千人 

原籍国  

0 10,000 20,000

俄罗斯联邦 

澳大利亚 

印度 

泰国 

巴基斯坦 

千人 

目的地国 



E/ESCAP/MCREI(2)/2 

 

B17-00941 15 

工空缺得不到填补，可能出现的结果就是非正常移民。这种类型的移民并不一定

需要非法越境。移民处于违规状态的可能原因有 (1)未经批准而进入某国，(2)

合法进入但未经批准而滞留或打工，(3)进入某国并获准工作，但其就业属于违

规，例如有关雇主、工作期限或工作类型、或是工作时间的规定。
16
 

36. 非正常移民带来若干问题，因为它使移民工人面临遭受剥削和虐待的很大

风险，并且在工作场所处于多重脆弱境地。因此，移民在薪酬和劳工标准方面往

往得不到和当地工人一样的待遇。 

37. 当国家了解劳务移民并将其作为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时，移民工人可以得到

公平对待，并通过推动技术转让和创新等方式为东道国发展进程作出贡献。为发

挥这种积极的溢出效应，需要制定包容的监管框架。例如，大韩民国的“就业许

可证制度”确保移民工人属于《韩国劳动法》保护范围，包括工作时间和最低工

资相关内容。根据“就业许可证制度”招聘的移民工人享受所有基本劳工权利，

包括参加工会、免于强迫劳动、集体谈判的自由和非歧视性待遇。 

38. 除了政治挑战之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还涉及广泛政策领域的重大技术性

调整。例如，教育制度的差异使得很难证明移民工人具有特定工作所需的资格。

同样，必须确保移民工人能够付费加入社会保护制度并享受其利益、特别是诸如

退休金等既得权利，可能具有截然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需要就这些问题开展技术

合作并签订协议。 

39. 最后，公众对移民特别是低技能移民的看法往往是负面的。这通常是由于

例如新闻报道而带动的，这些新闻报道倾向于突出非法问题，包括移民身份和移

民的非法行为，而且也是由于人们专注于讨论移民带来的认定的负面经济影响，

例如“抢夺”国内工人的饭碗。即便情况并非如此，而且低技能移民通常补充了

国内工人并且对国民经济增加价值，但是对移民的负面看法很容易阻止那些主要

目的地国家政府讨论向移民工人开放劳动力市场。 

五． 市场一体化、技术转让和创新 

40. 消除上述市场一体化面临的障碍，可有助于支持技术转让、并且反过来又

支持创新能力。科学、技术和创新已被确定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执行手

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成员国要实现这些雄心壮志，开发创新能力将是至关重

要的。 

41. 从历史上来看，注重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技术转让的主要渠道一

直主导着关于技术政策讨论，并且一直作为重要观点支持消除贸易壁垒和建立外

资激励结构以扩大市场一体化。而这种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开放经济而提

供有吸引力的新市场并提供现成的劳动力以换取生产技术，因此有望引发更广泛

的技术升级、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 

                                 
16
  例如，独联体国家的移民可以免签证进入俄罗斯联邦。但是，一旦法定逗留期限届满，他们就

属于违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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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贸易可通过从一方到另一方的交易而促成直接技术转让，例如含有技术的

货物贸易、或是技术本身的使用许可。
17
  外国直接投资可以通过众多模式带来

技术转让，包括与外资项目直接相关的转让以及建立生产设施。技术转让也可作

为示范效应的一部分而实现，在此情况下国内企业通过接触外国公司的产品或生

产流程来发展自身的创新能力（见图六）。外资可借助因外国企业的存在而展开

的竞争来开发创新能力，这也可能产生市场重组的作用。最后，还可能产生劳工

周转效应，也就是在外国公司获得新技能的工人离开这些公司而创建自己的公

司、或是加入现有的国内公司，从而有效转移新获得的人力资本。 

43. 除贸易和外资之外，劳动力流动也对创新能力的发展产生影响。移民从两

个方面影响到国家创新能力的开发：外来人才的吸收以及国内技工的流失。国内

人才流失通常被称为人才外流，对那些首先来说可能正努力建设人力资本的发展

中国家有特别影响。然而最近的研究表明，技术工人的外向流动不一定就对发展

中经济体造成损失。
18
  如果派出国和接受国之间建立伙伴关系、鼓励技能和知

识的回返，即人才循环，那么发展中国家就有可能因高技能移民而受益。此外，

移民的前景可以作为一种奖励促使获取技能和建设人力资本，这意味着人才流失

也可能导致国内人力资本水平的净增长，即人才收益。
19
  移民社群网络也可在

开发创新能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这一点从印度移民回国创立大量的公司可证

明。 

44. 虽然贸易、外资和劳动力流动均可支持技术转让和开发创新能力，但政府

也应该制定战略注重初期转让后的技术学习，采取政策支持当地创新努力并建立

利于创新的体制。
20
 

 

 

 

 

                                 
17
  Luca Parisotto 和  Adam Heal, “Impacts of imported technology in Asia-Pacific 

developing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firm-level data”, Trade Insights, No. 16 

(2016 年 3 月)。 

18
  Uwe Hunger, “The “brain gain” hypothesis: third-world elites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and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ir home country”, Center for 

Comparative Immigration Studies Working Paper, No. 47 (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 加大

圣 地 亚 哥 分 校 , 2002 年 ) 。 www.cctr.ust.hk/materials/library/Brain_Gain_ 

Hypothesis_Third_worlders_in_the_West..pdf。 

19
  Michel Beine, Fréderic Docquier 和  Hillel Rapoport, “Brain drain and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inners and loser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18, No. 528 (2008 年 4 月), 631-652 页。 

20
  Xiaolan Fu, Carlo Pietrobelli 和 Luc Soete, “The role of foreign technology and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emerging economies: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catching-up”, World Development, vol. 39, No. 7 (2011 年 7 月), 1204–1212 页。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journal/0305750X/39/7?sd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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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与人均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的相关性 

 
 

资 料 来 源 ： 亚 太 经 社 会 计 算 ， 基 于 2014 年 全 球 创 新 指 数 ，

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analysis-indicator ） 以 及 贸 发 会 议 UNCTADSTAT ，

www.unctadstat.unctad.org/EN/）（2016 年 3 月 9 日检索）。 

45. 此外，为提高创新能力，下一代技术转让框架需要以开放和协作为原则。

考虑到亚太区域的创新能力存在巨大差距及其面临着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的规模

程度，这一点尤其如此。为了创造和传播下一波技术突破，需要持续发展区域创

新体系。在许多情况下，这不一定需要有更多的技术转让，而是要有更多的技术

协作和共享。 

46. 在开放与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将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推动创新，而政府需

要认真评估以确定扩大协作是否会给私营部门泼凉水。增加奖励措施的一个途径

是建立运作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以保护（而不是扼杀）创新。另一个途径是制定

灵活的技术定价制度，它将根据市场和发展水平来适应不同的层次。这将使追求

最大利润、并垄断知识产权的公司对明显更为贫穷的消费者收取更低的价格。这

个概念并非新鲜，但是迄今为止应用这种概念的方式并没有给开发新技术带来什

么动力。重新思考并将技术转让作为技术合作和共享，这可能是《2030 年议

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且市场一体化可为加强这些努力发挥重要作

用。
21
 

                                 
21
  Charles Kenny 和  Owen Barde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nd the post-2015 

settlement”, CGD Policy Paper, No.063 （华盛顿特区, 全球发展中心，2015 年）。

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CGD-Policy-Paper-63-Kenny-Barder-Technology-

Development-Addis.pdf。 

http://www.globalinnovationindex.org/analysis-indicator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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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建议 

47. 了解保护主义并加以遏制。更好地衡量非关税和边境监管措施的程度并评

估其影响，这是更有效地处理所记载的贸易成本上涨的必要办法，特别是对于较

小和脆弱的国家和贸易商。目前的评估估计，在整个区域经济体这些非关税措施

的关税当量在 50%至 350%之间。为了有效解决这些妨碍市场准入的障碍，亚太经

社会可协助各国优先考虑合作领域，以更好地管理非关税措施。例如，相互承认

协定和遵约评定程序，并对选定部门实行统一标准，如农业和加工食品、绿色商

品、纺织品、以及教育和卫生等服务部门，均可成为扩大开展区域范围合作的有

效工具。在这方面，努力改进衡量、影响评估和最终精简并且可能酌情统一非关

税措施，都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和有特殊需求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开放。 

48. 精简贸易协定。与其改善市场准入的最初意图正相反，多重的优惠贸易协

定、以及由于享受关税优惠而必须遵守原产地规则所造成的复杂情况，往往对制

造商和贸易商构成障碍。此外，它们会使那些没有参加贸易协定的经济体失去贸

易机会。亚太经社会需要倡导采取更简单但更有利于发展的原产地规则框架，比

如制定一项重新注入活力和扩大范围的亚太贸易协定。 

49. 促进贸易便利化和无纸贸易。亚太经社会一直积极参与简化贸易程序。经

过四年的磋商和谈判，亚太经社会成员国通过了《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

利化框架协定》。这一协定尚属首例，是对《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补

充，并建立在这一领域内日益增多的双边和分区域举措基础之上。协定自 2016

年底以来向所有亚太经社会成员国开放，并将在 5 个成员国批准之后开始生效。

协定的实施有可能削减区域内贸易成本，使各国获得跨境无纸贸易的相关利益，

估计出口机会的增加可带来高达 2 570亿美元的利益。 

50. 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区域平台。经社会贸易和投资委员会等区域平台可支持

本区域各国制定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合作解决办法，并提高利益攸关方的能力和专

长。这些区域平台也应更好地用于本区域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以便结成联盟

并共同采取行动捍卫多边备选方案。寻求合作解决办法的可能途径包括协助本区

域最不发达国家订立免关税和免配额原产地协议，并利用区域贸易举措援助来提

高最不发达国家对贸易、技术和投资的吸收能力。这不仅可以促进区域一体化，

而且有助于加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 17（《2030 年议程》的执行手段），该目

标呼吁提供技术援助和开展审查和监测，包括数据收集和分析。 

51. 支持国家努力发展区域投资制度，以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与东道国发展

需求。这将使各国不仅能够吸引更多高质量的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外国直接投

资，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市场一体化，它反过来又将吸引外资，因为市场和边

界的开放显然是获得这类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这将导致出现外资与市场一体化

的良性循环并带来显而易见的发展红利。但是，它需要有政治意愿。应以共同的

投资制度取代、而不是增添现存的国际投资协定碗里的面条，避免出现优惠贸易

协定碗里的面条的情况。 

52. 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进程以提高跨技术层面各部门的覆盖面。同样重要

的是，要致力于确保移民和家庭佣工的同工同酬和工作条件，并确保移民工人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获得社会保护措施。为了支持这些过程，重要的是考虑如何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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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资格框架以支持工作匹配和创建区域劳动力市场。制定跨境支付社会福利的

共同程序也值得考虑。 

53. 部长级会议不妨审议本文件所载各项建议，并就本区域如何消除障碍扩大

一体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与《2030 年议程》的协同作用提供指导。会议还

不妨就如何最佳支持这些努力向秘书处提供指导。 

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