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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簽自貿協定
97%貨品零關稅入華
乳製品葡萄酒龍蝦等受惠 貿易投資自由化歷來最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琳

北 京 報 道 ） 「 十 年 磨 一

劍」，中澳自貿協定17日在

澳洲首都堪培拉正式簽署，

內容涵蓋貨物、服務、投資

等十幾個領域。在貨物領

域，雙方各有佔出口貿易額

85.4%的產品將在協定生效

時立即實現零關稅。減稅過

渡期後，澳洲最終實現零關

稅的稅目佔比和貿易額佔比

將達到100%；中國實現零

關稅的稅目佔比和貿易額佔

比 將 分 別 達 到 96.8% 和

97%，其中，中國自澳進口

的乳製品、葡萄酒、牛肉、

龍蝦等的稅率將逐步降為

零。中國商務部表示，該協

定是中國與其他國家迄今已

商簽的貿易投資自由化整體

水平最高的自貿協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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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同澳洲總理阿博特昨日就中澳兩國正式
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互致賀信。據新華社
報道，習近平在賀信中指出，中澳建交
43年來，經貿合作成果豐碩，利益交融
不斷加深，人文交往日益密切。簽署自
貿協定，將為兩國實現優勢互補、密切
互利合作，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完善的
制度保障，也將為亞太地區發展高水平
的經貿安排產生示範效應，有助於推動
亞太經濟一體化進程。

有助推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強調，中澳同為亞太大家庭的

重要成員，中方願與澳方共同努力，牢
牢把握兩國關係發展的正確方向，遵循
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則，以簽署自
貿協定為契機，推動中澳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持續穩定發展，促進亞太地區乃至
世界的和平與繁榮。
阿博特在賀信中指出，今天對於澳中

兩國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日子，澳中自貿
協定正式簽署是兩國關係新的開始。澳
中自貿協定將使兩國的貿易和投資更為
自由，使兩國關係更為緊密，我期待着
兩國從中受益。澳中自貿協定也是一個
歷史性的協定，它不僅將促進兩國經濟
增長，對於我們所在區域的國家來說，
還將是未來經濟一體化的典範。

中澳自貿協定談判於中澳自貿協定談判於20052005年年44月啟月啟
動動，，兩國代表前後共進行了兩國代表前後共進行了「「馬拉松馬拉松
式式」」的的2222輪談判輪談判。。在兩國領導人共同在兩國領導人共同
推動下推動下，，最終於最終於20142014年年1111月月，，中國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澳洲進行國事訪問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澳洲進行國事訪問
期間期間，，與澳洲總理阿博特共同確認並與澳洲總理阿博特共同確認並
宣佈實質性結束談判宣佈實質性結束談判。。
由於擔心本國產品受衝擊由於擔心本國產品受衝擊、、投資准投資准

入門檻入門檻、、服務業開放範圍等服務業開放範圍等，，中澳雙中澳雙
方談判曾多次遭遇僵局方談判曾多次遭遇僵局。。例如礦業領例如礦業領
域域，，澳方擔心中國企業投資威脅其經澳方擔心中國企業投資威脅其經
濟安全濟安全，，故設置了較高門檻故設置了較高門檻；；而澳方而澳方
希望中國能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希望中國能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
但中國對此非常謹慎但中國對此非常謹慎。。
不過不過，，隨着國際市場的變化帶來了隨着國際市場的變化帶來了

雙方議價能力的變化雙方議價能力的變化，，全球礦業投資全球礦業投資
熱潮已經過去熱潮已經過去，，澳洲手中不再持有王澳洲手中不再持有王
牌牌，，開始積極釋放善意信號開始積極釋放善意信號。。20132013年年
66月月，，時任澳洲總理陸克文表示時任澳洲總理陸克文表示，，將盡將盡
快推進中澳自貿協定談判視作他上任快推進中澳自貿協定談判視作他上任
的首要任務的首要任務。。
20142014年年99月月88日日，，中國外交部中國外交部

部長王毅訪澳時表示部長王毅訪澳時表示，，中澳雙方中澳雙方
願意加緊推進自貿協定的談判願意加緊推進自貿協定的談判。。
距離此番表態不到三個月距離此番表態不到三個月，，習近習近
平與阿博特在堪培拉共同確認實平與阿博特在堪培拉共同確認實
質性結束中澳自貿協定談判質性結束中澳自貿協定談判。。

■■記者記者 馬琳馬琳

自由貿易區是中國十分重要的對外貿易戰
略。經過多年努力，中國已經和22個國家和地
區簽署自貿協定14個，分別是中國與東盟、新
西蘭、新加坡、巴基斯坦、智利、秘魯、哥斯
達黎加、冰島、瑞士、韓國和澳洲的自貿協
定，內地與香港、澳門的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
（CEPA），以及大陸與台灣的海峽兩岸經濟
合作框架協議（ECFA）。
目前，中國正在談判的自貿協定還有7個，

涉及22個國家，分別是中國與海灣合作委員會
（GCC）、斯里蘭卡、挪威以及中日韓自貿協
定、《區域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
（RCEP）協定、中國－東盟自貿協定（「10+
1」）升級談判和中國－巴基斯坦自貿協定第二
階段談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澳雙邊貿易額
2014年達1,369億美元，目前，澳洲是中國海外投資
僅次於香港的第二大目的地，中國是澳洲第一大貨物
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地。
中澳自貿協定生效後，將進一步促進兩國資金、資源
流動和人員往來，推動兩國經濟優勢互補向持久和深
入方向發展，更有助中國推進對外開放新格局。

澳農產品受惠 華製造業獲利
有研究報告指出，相比澳洲在自貿協定中獲得的原

料、農產品和服務業輸出的關稅優惠，中國從協定中
獲利最多的將是製造業，尤其是紡織、服裝、玩具和
運動器材等製造行業。這些利好會在10年內逐步變
現。

中澳自貿協定是繼韓國之後，中國與亞太地區又一
個重要經濟體簽署的自貿協定。中國加快實施自貿區
戰略，不僅將推動雙邊經貿關係實現新的飛躍，給民
眾帶來更多質優價廉的商品，而且也將為亞太地區經
濟一體化進程乃至全球經濟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建亞太自貿區 輻射「一帶一路」
隨着中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的廣度與深度不斷拓

展，世界需要更多中國聲音，期待更多中國元素。以
中韓和中澳自貿協定的「點」，串起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RCEP）的「線」，最終再融合匯聚為
亞太自貿區的「面」，中國正在從適應國際經貿規則
為主向主動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訂轉變。
自貿區戰略也是中國拓展經濟發展新空間、打造經

濟升級版的重要載體。新常態下，中國外貿發展需由
規模速度型向品質效益型轉變。
今年5月，國務院發佈《國務院關於加快培育外貿

競爭新優勢的若干意見》，明確要加快實施自貿區戰
略。形成立足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
自貿區網絡是中國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的一大要求。
以開放的態度實施自貿區戰略將助推貿易和投資便利
化，幫助企業拓展市場、降低成本，讓更多企業從自
貿區戰略實施中獲益。
加速雙邊自貿談判，推動多邊貿易協議，並倡導統

籌式而非碎片化的自由貿易整體架構。由點到線、由
線到面，中國倡導的自由貿易藍圖正在繪就。未來中
國將繼續構建全方位開放格局，發揮自貿區對貿易投
資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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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對澳重要產品關稅減免情況
產品 當前關稅 自貿區關稅 生效或過渡時間
牛肉 15.5% 零關稅 10年
乳製品 12.3% 零關稅 5至12年
羊毛 不明 配額內零關稅 不明
橙子 11% 零關稅 9年
橙汁 22.5% 零關稅 8年
鮑魚 10%及14% 零關稅 5年
蝦蟹 不明 零關稅 個別產品生效日期起，

其餘5年
焦煤 3% 零關稅 生效日期起
動力煤 6% 零關稅 2年
氧化鋁 8% 零關稅 生效日期起
貓糧狗糧 15% 零關稅 5年
葡萄酒 34.7% 零關稅 5年

■資料來源：新華網

加快自貿區戰略 推進全方位開放

中國力拓自貿「朋友圈」

中國與主要國家和地區自貿協定一覽
■中國-韓國：
2012年啟動談判，2015年6月1日正式簽署。
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比例均超過稅目90%、貿
易額85%。
■中國-冰島：
2006年底啟動談判，2014年7月實施。冰島成
為首個與中國簽署自由貿易協議的歐洲國家。
雙方共同對近96%的稅目逐步實施零關稅。
■中國-新加坡：
2006年啟動談判，2008年9月結束談判。星方
承諾2009年起取消全部自華進口產品關稅；中
方承諾2010年前對97.1%的自星進口產品實現
零關稅。
■中國-新西蘭：
2004年啟動談判，是中國與發達國家啟動的第
一個自貿區談判。2007年12月結束談判。新方
承諾2016年前取消全部自華進口產品關稅；中
方承諾2019年前取消97.2%自新西蘭進口產品
關稅。
■中國-東盟：
1991 年啟動談判，2002年正式簽署協議，
2010年建成，雙方對超過90%的產品實行零關
稅。這是中國對外商談的第一個自貿區，也是
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記者馬琳整理

■■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與澳洲貿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與澳洲貿
易投資部長羅布在澳洲總理阿博特易投資部長羅布在澳洲總理阿博特
見證下見證下，，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分別代表兩國政府簽署中
澳自貿協定澳自貿協定。。 中新社中新社

■■阿博特與高虎城握手阿博特與高虎城握手。。 路透社路透社

■■中澳八成半產品將在協定中澳八成半產品將在協定
生效時立即實現零關稅生效時立即實現零關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澳自貿協定談判於2005年4月啟動，歷時十年。
經過雙方共同努力，國家主席習近平2014年11

月對澳洲進行國事訪問期間，與澳洲總理阿博特共同
確認並宣佈實質性結束談判。此次協定正式簽署，為
兩國分別履行各自國內批准程序、使協定盡快生效奠
定了基礎。

出口澳洲百分百免稅
在貨物領域，雙方各有佔出口貿易額85.4%的產品

將在協定生效時立即實現零關稅。減稅過渡期後，澳
洲最終實現零關稅的稅目佔比和貿易額佔比將達到
100%；中國實現零關稅的稅目佔比和貿易額佔比將分
別達到96.8%和 97%，這大大超過一般自貿協定中

90%的降稅水平。
協定生效後，中國自澳進口

的牛羊肉、葡萄酒、乳製品、龍蝦、鮑魚等產品將逐
步降低關稅。如：目前乳製品高達20%關稅，將在
4-11年間被取消；葡萄酒12%-20%的關稅將在4年內
取消；牛肉12%-25%的關稅將在9年內取消。

澳對華放寬工作簽證
在服務領域，澳方承諾自協定生效時對中方以負面

清單方式開放服務部門，成為世界上首個對中國以負
面清單方式作出服務貿易承諾的國家。中方則以正面
清單方式向澳方開放服務部門。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
指出，澳方是世界上第一個對中國以負面清單方式作
出服務貿易承諾的國家。
值得一提的是，澳方還在中國特色人員赴澳、假日

工作機制等方面對中方作出專門安排。對符合要求的
中餐廚師、武術教練、中醫醫師和中文教師提供最長

可達4年的工作簽證，且保證每年提供總數為1,800
人的工作機會。向中國18至30歲的年輕人提供每年
5,000 個進入澳洲旅遊並進行短期工作或培訓的機
會。

對華投資降審查門檻
投資領域，雙方自協定生效時起將相互給予最惠國

待遇；澳方同時將對中國企業赴澳投資降低審查門
檻，並作出便利化安排。澳方還專門針對中方投資項
下工程和技術人員赴澳設立新的便利機制，促進中國
企業在澳從事投資活動。該機制係發達國家首次對中
國作出此類特殊便利安排。
此外，協定還在包括電子商務、政府採購、知識產

權、競爭等「21世紀經貿議題」在內的十幾個領域，
就推進雙方交流合作作了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