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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已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內容包括貨
物貿易、服務貿易及投資等 20 個章節，以及 4
個市場准入承諾表附件，現有成員包括中國、日
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和東盟十國，15 個成
員國總人口、國內生產總值及出口總額，均占全
球的約 30%。RCEP 的簽署構建了區域內新的發
展格局。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整體經貿關係穩定，
當中，澳門與中國內地的經貿合作尤其密切。
2020 年，澳門與中國內地進出口貨物額佔澳門
總進出口貨物額 28.28%，其次為日本和韓國，
分別佔9.33%和 1.30%。在入境澳門的旅客中，
來自中國內地佔80.62%，其次為韓國和菲律賓，
分別佔 0.75% 和 0.54%。此外，截至 2019 年底
流入澳門的外來直接投資累計總額，來自中國內
地和新加坡分別佔 17.8%和 0.54%。

　　面對區域內經濟環境的變化，澳門的經貿情
況將受到一定影響。RCEP 生效後，成員國間的
貨物貿易成本隨關稅的逐步降低而減少，將有限
度削弱澳門出口貨物至 RCEP 成員國的競爭力。
另外，統計數據顯示，澳門 6 成的旅客購物消費
集中於手信食品、化妝品及香水，而且中國內地
是主要旅客市場，由於中國內地進口部分 RCEP
其他成員國的化妝品及香水維持基準稅率，這些
進口貨物價格不會大幅下降，因此對中國內地旅
客來澳的購物消費影響有限。

　　鑒於澳門與中國內地簽署了 CEPA，所以比
RCEP 其他成員國在進入中國內地市場方面更具
優勢。具體而言，在貨物貿易方面，只要符合
CEPA原產地標準，均可享零關稅出口中國內地，
產品種類超過 8 千項，但中國對其他 RCEP 成員
國最終只有近 90% 以上的貨物將實現零關稅。
在服務貿易方面，在 CEPA 框架下，中國內地開
放予澳門的服務行業全面以負面清單列出，開放
部門多達 153 個，當中包括中國未對 RCEP 成
員國開放的導遊服務、證券發行服務及資產結算
服務等，CEPA 已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而
且 CEPA 開放的大部分行業允許以國民待遇進入
中國內地市場。在投資方面，CEPA 投資協議對
澳門作出的減讓表中，並未特別註明非服務業的
類型。同時，相比 RCEP 的投資章節只適用於協
定生效後，CEPA 投資協議的範圍延伸至協定生
效前，即協定生效時已存在的澳門投資同樣受到
CEPA 投資協議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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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itial analysis on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 ie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posting on Macao

Regional Cooperation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was signed on 15th November 2020. The 
RCEP comprises of 20 chapters, including trade 
in goods, trade in services and investment, etc., 
and 4 market access annexes. Current members 
are China, Japan, Kore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ASEAN. The 15 member countries account 
for around one-third of the global population, 
gross domestic product and trade. The signing of 
RCEP fostering a new development paradigm of 
the region.

Macao maintains a stabl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hip with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RCEP and particularly builds a closer 
cooperation with the Mainland China. In 2020, 
the total merchandise trade betwee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China accounts for 28.28% 
of Macao’s total merchandise trade, following 
by Japan and Korea for which accounting for 
9.33% and 1.30% of total merchandise trade 
respectively. For inbound tourists, 80.62%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following by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which accounting 
for 0.75% and 0.54% of total inbound tourists 
respectively. Until 2019, the cumulat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Macao mainly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China and Singapore, for which 
accounting for 17.8% and 0.54% respectively. 

Facing the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environment, Macao’s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 will be affected in certain extend. After 
the RCEP entered into force, the trading cost 
between the member countries will be reduced 
following the progressive tariff cuts. In addition, 
while visitors from Mainland China dominates 
the tourism market, the statistics data shows 
that 60% of Macao’s visitor expenditure spent 
on local food products and cosmetics and 
perfum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Mainland China 
will keep the bass tariff rate on cosmetics and 
perfume from certain RCEP member countries, 
the imported price of these products will not 
drop significantly. Therefore, the impacts on 
visitor expenditure of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coming to Macao is limited. 

Owing to the signing of CEPA between Macao 
and the Mainland China, Macao gains the 

advantage on entering the Mainland Chinese 
market compared with other RCEP member 
countries. Specifically, for trade in goods, goods 
that fulfilling the CEPA rules of origin can enjoy 
exporting to the Mainland China with zero 
tariff. More than eight thousands products are 
covered under CEPA, at the same time, China 
will eventually reduce to zero tariff on just 
about 90% of products to other RCEP member 
countries. For trade in services, the services 
sectors that the Mainland China open up to 
Macao is presented in the form of negative list. 
Within the 153 liberalized sectors under CEPA, 
tourist guides service, securities issues services, 
asset services and settlement and clearing 
services are examples that China has not yet 
opened up to the RCEP member countries. CEPA 
has basically achieved liberalization on trade 
in services and most of the liberalized sectors 
are granted with national treatment when 
entering the Mainland Chinese market. For 
investment, non-services industry sectors is not 
specified under the Mainland China schedule 
of CEPA Investment Agreement. Furthermore, 
comparing with the investment chapter that will 
only be effective after the RCEP entered into 
force, CEPA Investment Agreement extends the 
coverage to investment that exists on the date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Therefore, 
investment from Macao that exists on the date 
of the agreement entered into force is also being 
protected by the CEPA Investment Agreement.

Análise preliminar sobre os desafios 
e oportunidades resultantes do 
acordo de  Parcer ia  Económica 
Regional Abrangente (RCEP) a Macau

O Acordo de Parceria Económica Regional 
Abrangente (RCEP, na sigla inglesa) foi assinado 
em 15 de Novembro de 2020. A RCEP abrange 20 
capítulos incluíndo 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o comércio de serviços e investimento, bem 
como 4 anexos relativos ao acesso a mercados. 
Os membros actuais são designadamente a 
China, o Japão, a Coreia do Sul, a Austrália, a 
Nova Zelândia e os 10 membros da ASEAN. A 
população, o PIB e o volume do comércio de 
exportação dos 15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representam cerca de 30% do total mundial. 
Com a assinatura da RCEP será estabelecido 
um novo padrão para o desenvolvimento no 
contexto regional.



Macau tem mantido uma relação económica e comercial 
estável com 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e, em particular, 
Macau tem desenvolvido uma cooperação estreita na 
vertente económica e comercial com a China Continental. 
Em 2020, o valor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registou cerca de 28,28% no 
valor total de comércio em Macau, seguindo-se o Japão 
e a Coreia do Sul, que representaram respectivamente 
9,33% e 1.3% no total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Relativamente à entrada de visitantes no território, os 
turistas provenientes da China Continental ocupam 
80.62%, seguindo-se da Coreia do Sul e das Filipinas, que 
representam cerca de 0.75% e 0.54% respectivamente. 
Além disso, até finais de 2019, o fluxo acumulado 
de investimento directo estrangeiro em Macau foi 
proveniente em grande medida da China Continental 
e  da S ingapura,  pesando-se em 17.8% e 0.54% 
respectivamente.

Face às mudanças do ambiente económico regional, a 
situação económica do território será afectada em certa 
medida. Com a entrada em vigor da RCEP, os custos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entre países membros serão 
reduzidos face aos cortes progressivos nas tarifas, o 
que irá enfraquecer, até certo ponto, a competitividade 
das exportações de Macau para 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A par disso, conforme os dados estatísticos, 60% 
das despesas em compras pelos visitantes a Macau 
concentram-se nos alimentos de lembrança, cosméticos 
e perfumes, sendo o mercado de turismo dominado 
pelos visitantes da China Continental. Associando-se 
ao facto de que a China Continental irá manter as taxas 
tarifárias básicas na importação de produtos cosméticos 
e perfumes de cert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não irá 
haver a descida significativa nos preços de importação 
dos mencionados produtos, pelo que, o impacto no 
consumo das compras dos turistas da China Continental 
em Macau será limitado.

Devido à assinatura do acordo CEPA entre Macau e 
a China Continental, a RAEM possui condições mais 
vantajosas para a entrada no Mercado da China 
Continental em comparação com outr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Em concreto, no âmbito do comércio de 
mercadorias, desde que os produtos locais reúnam 
os critérios de origem estipulados no acordo CEPA, 
podem beneficar da isenção de tarifas aduaneiras na 
exportação para a China Continental. Mais de 8 mil 
produtos estão abrangidos para esse efeito no acordo de 
CEPA; por outro lado, a China Continental irá estender 
gradualmente a isenção de tarifas aduaneiras, para até 
cerca de 90% dos produtos d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Na área do comércio de serviços, a liberalização 
dos serviços da RAEM para a China Continental estão 
integrados em forma de lista negativa. Dentro de 153 
sectores locais liberalizados no âmbito do CEPA, serviços 
de Guia turístico, de emissão de títulos, de liquidação de 
activos, estes serivços não se encontram liberalizados 
pela China Continental com os países membros da 
RCEP. O acordo CEPA tem alçancado basicamente uma 
liberalização no comércio de serviços e, para a maioria 
dos sectores locais foi concedido tratamento nacional 
aquando na entrada nos mercados Continentais. No que 
toca ao  Investimento, o CEPA não indica especificamente 
os sectores não-prestadores de serviços na lista de 
concessões para Macau na China Continental. Para além 
disso, em comparação com o capítulo de investimento 
da RCEP que é apenas aplicável após a sua entrada em 
vigor, o âmbito do capítulo de Investimento do CEPA 
estende-se para antes da entrada em vigor do acordo, 
concretamente, caso o investimento já se encontra 
existente em Macau na data de entrada em vigor, isso é 
igualmente protegido pelo capítulo de investimento do 
C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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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東盟十國包括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新加坡、汶萊、柬埔寨、老撾、緬甸及越南
 › 2: 中國商務部，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至2030年RCEP有望帶動成員國出口淨增5190億美元”  
http://fta.mofcom.gov.cn/article/rcep/rcepgfgd/202101/44302_1.html

 › 3: 詳閱︰中國商務部，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

 › 4: 允許將產品生產中所使用的RCEP其他成員國原產材料視為該產品生產國的原產材料，合併計算原產材料區域價值成分，
使最終產品更加容易達到設定的條件，取得原產資格從而享受優惠關稅

 › 5: 考慮到柬埔寨及老撾的經濟發展水平及進程，協定允許這兩個成員國有更長的過渡期並於15年內完成服務貿易負面清單
轉化至正面清單

 › 6: 中國新聞網2021年3月8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中國政府已正式核准RCEP”  
http://www.chinanews.com/gn/2021/03-08/9427656.shtml

一、《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 簡介

1.1 RCEP 的簽署
　　RCEP 是 2012 年由東盟發起，正式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簽署的大型區域貿易協定。現時
成員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澳洲、新西蘭和
東 盟 十 國 1(5+10)。2019 年，RCEP 的 15 個
成員國總人口達 22.7 億，GDP 達 26 萬億美
元，出口總額達 5.2 萬億美元，均占全球總量約
30%2。RCEP 的簽署構建了區域內新的發展格
局。

1.2 RCEP 涵蓋範疇
　　RCEP 是一份全面性的區域自貿協定，由 20
個章節及 4 個市場准入承諾表附件組成 3，包
括︰

協定正文
第一章︰初始條款和一般定義
第二章︰貨物貿易
第三章︰原產地規則
第四章︰海關程式和貿易便利化
第五章︰衛生與植物衛生措施
第六章︰標準、技術法規和合格評定程式
第七章︰貿易救濟
第八章︰服務貿易
第九章︰自然人臨時流動
第十章︰投資
第十一章︰知識產權
第十二章︰電子商務
第十三章︰競爭
第十四章︰中小企業
第十五章︰經濟技術合作
第十六章︰政府採購
第十七章︰一般條款和例外
第十八章︰機構條款
第十九章︰爭端解決
第二十章︰最終條款章節

協定附件
附件一︰關稅承諾表
附件二︰服務具體承諾表
附件三︰服務和投資保留及不符措施承諾表
附件四︰自然人臨時流動具體承諾表

　　 協 定 在 世 界 貿 易 組 織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下稱“WTO”) 規則及基礎上同
時納入電子商務、中小企業、經濟技術合作等未
於 WTO 內達成多邊協定的章節，豐富了自由貿
易協定的內容，加強了區域市場的穩定性，加大
了成員國間貿易開放和透明化的力度。

1.3 RCEP 主要內容
　　RCEP 的主要內容分別為貨物貿易、服務貿
易及投資三大方面。貨物貿易方面，協定生效後
區域內90%以上的貨物貿易將最終實現零關稅，
而且成員國間的關稅主要是立刻降稅到零和 10
年內降稅到零，在確定產品原產資格時，採用原
產地累積規則 4。服務貿易方面，日本、韓國、
澳洲、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及印尼 7個成員
國採用負面清單作出開放承諾，中國等其餘 8個
成員國則採用正面清單，並將於協定生效後 6年
或 15 年內 5 轉化為負面清單。投資方面，成員
國均採用負面清單方式對製造業、農業、漁業、
林業和狩獵、採礦和採石行業的投資作出較高水
準的開放，同時納入投資保護條款，為區域投資
者創造一個更穩定及開放的投資環境。

1.4 RCEP 生效條件
　　RCEP 於 2020 年 11 月簽署後，現時尚未
生效。按 RCEP 的第二十章規定，協定的生效需
15 個成員國中至少 9 個成員國批准，其中要至
少包括 6個東盟成員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
洲和新西蘭中至少 3 個成員國。鑒於協定已簽
署，接下來 RCEP 各成員國將各自履行國內法律
審批程序，推動協定早日生效實施。中國商務部
於 2021 年 3 月表示，中國已正式核准 RCEP，
中國商務部與相關部門正加快推進實施技術準備
的工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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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0年我國對RCEP成員國進出口總值10.2萬億元 增長3.5%”  
http://www.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44687/44744/zy44748/Document/1696984/1696984.htm

 › 8: 詳閱︰世界貿易組織  https://www.wto.org/

二、中國與 RCEP 其他成員國貿易情況

　　在 RCEP 生效前，中國與 RCEP 其他成員
國之間的經貿互動已相當頻繁。2020 年中國對
RCEP 其他 14 個成員國進出口達 10.2 萬億人民
幣，同比增長 3.5%，比同期中國對外貿易整體
增速高1.6%，佔中國進出口總值31.7%。當中，
中國對 RCEP 其他成員國的出口為 4.83 萬億人
民幣，進口為 5.37 萬億人民幣，增長分別為 5%
及 2.2%。

　　東盟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進出口同比增
長 7%，而日本、韓國分別為中國第四及第五大
貿易夥伴，進出口值分別增長 1.2% 及 0.7%，
但中國對澳洲及新西蘭的進出口卻同比下降分別
0.1%及 0.4%7。

三、澳門與 RCEP 成員國貿易情況

3.1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貨物貿易情況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整體經貿關係穩定，
2020 年澳門從 RCEP 成員國的進口貨物總值達
427.74 億澳門元 ( 詳見表 1.)，佔澳門整體進口
的 46.21%，同比下跌 3.39%，主要的進口地為
中國內地、日本及韓國。同年澳門出口至 RCEP
成員國的貨物總值為 19.37 億澳門元 ( 詳見表
2.)，佔澳門整體出口17.91%，同比上升2.7%，
主要的出口目的地為中國內地、日本及菲律賓。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貨物貿易逆差為 408.37
億澳門元。

3.2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服務貿易情況
　　旅遊業為澳門的重要產業，了解旅客數字
可側面反映兩地的服務貿易情況。2019 澳門的
入境旅客量為 3,940 萬人次，由於新冠疫情嚴重
影響旅遊業，2020 年澳門的入境旅客量只有約
590 萬人次 ( 詳見表 4.)。由於澳門與中國內地
的疫情得到有效防控，兩地率先自 2020 年 8 月
起逐步恢復有限度往來，2020 年中國內地旅客
佔整體入境旅客 8成，較 2019 年上升 10%，其
次為韓國及菲律賓的旅客，各佔0.75及 0.54%。
餘下 RCEP 各成員國的旅客數量佔總旅客數量不
超過 1%。無論是疫情前後，中國內地旅客依然
為澳門最主要的旅客來源，其他 RCEP 成員國的
旅客量較為微小。

3.3 RCEP 成員國對澳門的外來直接投資
　　RCEP 成員國對澳門的投資情況可從累計外
來投資總額及外來企業數目上了解。截至 2019
年，自中國內地與新加坡流入澳門的直接投資
累計總額為 591.94 億澳門元及 18.59 億澳門元
( 詳見表 5.)，分別佔澳門總外來投資 17.08%
及 0.54%。按外來直接投資者的企業數量，來自
中國內地及新加坡的企業數目為 1,076 間及 35
間，佔外來投資企業總數的31.5%及 1.02%(詳
見表 6.)。雖然部分 RCEP 成員國的外來直接投
資累計數據尚未在統計暨普查局的網頁上提供，
但從日本、澳洲及馬來西亞的直接投資企業數量
只佔總數的 1.11%，可推算除中國內地外，其他
RCEP 成員國在澳門的投資額佔整體外來直接投
資額比重極微。

四、澳門參與的國際及區域經貿合作
協定情況

4.1 世界貿易組織 (WTO)
　　WTO 為 1995 年成立，以多邊貿易體制的
法律為基礎而組成的國際性組織，致力消除成
員的關稅，建立公平貿易的環境。現時 WTO 共
有 164 個成員 8，包括 RCEP 的成員國。澳門是
WTO 的創始成員之一，在國際經貿上享有 WTO
框架及協定所賦予的貿易優勢。

　　在 WTO 多邊貿易體制外，RCEP 為目前全
球最大的自貿協定，涵蓋的內容比 WTO 已生效
的多邊協定更廣，包括電子商務、競爭、中小企
業及經濟技術合作。與此同時，RCEP 的貨物貿
易及服務貿易等其他傳統範疇亦比成員於 WTO
內所作出的承諾更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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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下稱“CEPA”)
　　無論在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或投資方面，中
國內地為澳門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回歸後隨着兩
地的經貿不斷深化，兩地自 2003 年簽訂 CEPA
加強經貿合作，至今，CEPA 已升級至全面的區
域自由貿易協定，涵蓋內容廣泛，包括貨物貿
易、服務貿易、投資及經濟技術合作等領域。

　　中國內地同時為澳門主要的貿易夥伴及
RCEP的成員國，故分析RCEP對澳門的影響時，
將較為着重中國內地市場進一步開放後，為澳門
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並以中國內地與澳門簽署
的 CEPA 與 RCEP 作對比，分析在進入中國內地
市場上，CEPA 所擁有的比較優勢。

五、RCEP 對澳門的挑戰

5.1 貨物貿易
5.1.1 出口至中國內地市場的影響
　　RCEP 的簽署為此前沒有簽署區域自由貿易
協定的中國與日本、日本與韓國建立了新的經濟
貿易協定夥伴關係。中國內地為澳門重要的貿易
夥伴，其市場對日本更為開放，意味着澳門在中
國內地市場將面臨來自日本新的競爭壓力。中國
自日本進口的貨物主要為機電音像設備及零件、
機械製品及汽車等產品，上述大部分產品需於過
渡期後才享有進口中國零關稅優惠，故短期內對
市場的沖擊有限。事實上，在中國內地與澳門簽
訂的 CEPA 下，現時澳門生產的貨品在符合原產
地標準情況均可以零關稅出口至中國內地，享有
即時的出口優勢。

5.1.2 出口至其他 RCEP 成員國的影響
　　在區域合作上，澳門與部分RCEP成員國(中
國內地、越南、日本及澳洲 )簽署了稅務協定 9。
然而，除中國內地外，澳門現時尚未與 RCEP 的
其他成員國，包括東盟十國、日本、韓國、澳洲
及新西蘭簽訂任何自由貿易協定。RCEP生效後，
澳門的貨物出口至上述地區時，由於未能受惠於
低關稅措施，其貿易成本較 RCEP 成員國間的貿
易成本為高，削弱了澳門貨物的出口競爭力。值
得注意的是，澳門現時主要的出口地區為中國內
地、香港及美國，出口額分別為 1,616 百萬澳門
元、7,464 百萬澳門元及 554 百萬澳門元。而澳

門出口至 RCEP 成員國的貿易額為 1,937 百萬澳
門元，在已包含中國內地的出口額下，仍只佔澳
門整體出口的 17.91%，可見其他 RCEP 成員國
並非澳門的主要出口對象，故 RCEP 的簽署對澳
門的整體貨物出口影響相對較微。

5.1.3 旅客來澳消費的影響
　　由於新冠疫情影響，澳門 2020 年的入境旅
客數量大減，相關的旅客消費數據未必能如實反
映正常情況下的旅客消費情況，因此，分析旅客
消費部分將使用 2019 年數據。

　　澳門旅客 2019 年的購物消費集中於成衣、
珠寶手錶、手信食品、化妝品及香水、手袋及鞋
類 ( 詳見表 7.)，RCEP 生效後，中國從 RCEP 成
員國進口上述產品時，部分產品關稅將降低，
這些產品在中國的售價因成本降低而有下調的空
間，價格的調整可能減低中國內地旅客來澳旅遊
時對這些產品的消費意欲，因此，以下將按旅客
在澳購物消費結構分析 RCEP 生效可能帶來的影
響。

　　2019 年來澳旅客的消費超過 6 成花費於化
妝品及香水 (34.32%) 及手信食品 (29.48%)，
手信食品對於旅客來說具較低的可替代性，故預
計旅客對此類商品的需求將維持。2019 年澳門
進口的化妝品及香水主要來自法國 (47.33%)、
韓國 (13.54%) 及日本 (13.53%)( 詳見表 8.)。
RCEP 生效後中國將維持對來自日本及韓國的化
妝品及香水 6.5%-15% 的基准稅率 10，故整體
來說，RCEP 生效對於來澳旅客，尤為中國內地
旅客在化妝品及香水及手信食品上的消費影響有
限。

　　珠寶手錶佔旅客消費的 8.61%，而從澳門
整體零售業銷售額的角度，鐘錶及珠寶在澳門
2019 年的銷售額更高達 15 億澳門元，佔零售
業整體銷售 2 成 ( 詳見表 9.)。日本於 2019 年
為澳門鐘錶第三大進口國 ( 詳見表 10.)，但其
進口貨值只佔鐘錶整體進口的 1.43%，最大的進
口國為瑞士，佔鐘錶進口9成。在RCEP生效後，
中國對日本進口的鐘錶關稅將以階段式分 10-15
年內減至 0%，故澳門日本鐘錶的價格對內地消
費者的吸引力將逐漸下降，但對整體鐘錶消費影
響預計較輕微。

 › 9: 詳閱︰財政局，稅務協定和安排 
https://www.dsf.gov.mo/tax/tax_avoiddoubletax.aspx?FormType=0

 › 10: 根據RCEP，基準稅率為中國2014年1月1日生效的最惠國實施關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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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對於珠寶飾品，澳門主要從香
港 (42.56%)、 中 國 內 地 (16.08%) 及 法 國
(13.56%) 進口珠寶飾品 ( 詳見表 11.)，從其他
RCEP 成員國的進口量相當輕微 ( 約 1.6%)，加
上中國對日本部分的珠寶飾品在 RCEP 生效後仍
保留基准關稅，故鐘錶珠寶的整體影響預計亦較
輕微。

　　對於手袋及鞋類的產品，澳門主要的進口來
源地分別為意大利 (57.19%)、法國 (29.24%)
中國內地 (6.73%) 及意大利 (51.84%)、中國
內地 (36.22%)、東盟 (7.33%)( 詳見表 12. 及
13.)，從進口來源地分析，相信主要以國際品牌
的高端消費品為主。在 RCEP 生效後，中國對東
盟進口的鞋類關稅將即時或 20 年內降至 0%，
需要注意的是中國與東盟早於 2004 年簽署貨物
貿易協定，並於 2005 年生效，部分鞋類關稅已
按協定降至 0%，因此市場早已消化中國對部分
東盟鞋類產品降稅的影響，是次 RCEP 的生效對
澳門整體手袋及鞋類的消費影響有限。

　　需提及的是，除關稅會影響中國內地的消費
品價格以外，產品的定價還包含消費稅及增值稅
影響。中國內地向特定的消費品，當中包括高檔
化妝品、珠寶首飾及高檔手錶等徵收消費稅，增
值稅的徵收範圍則是一般銷售貨物。此兩項稅務
並非直接向消費者徵收，但產品成本的增加會
反映在價格上，最終影響消費意欲。相比之下，
澳門的稅制低廉，消費稅的徵收只針對煙草及烈
酒。因此，RCEP 生效並降低關稅後，中國內地
與澳門的消費品仍存在稅務成本上的差異，對中
國內地旅客來說，澳門的消費品依然具有一定的
競爭力。

5.2 投資
　　澳門一直奉行自由港政策，長久以來實施零
關稅，受惠於相關開放政策，過往澳門在經貿
上扮演着中國與東盟等國間中介平台的角色。
RCEP 的生效為中國與東盟及其他地區直接築起
了貿易橋樑，雙方的投資者可選擇直接進行貿易
或投資，間接削弱了澳門的中介平台角色。

六、澳門擁有的機遇

　　如前文所述，在各 RCEP 成員國中，澳門與
中國內地的經貿合作尤其密切，兩地更於 2003
年已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CEPA。CEPA 不但提升
兩地之間的貿易開放水平，更為澳門提供多項貿

易便利化措施。澳門與中國內地簽署的 CEPA，
比 RCEP 其他成員國在進入中國內地市場上更具
優勢。

6.1 CEPA 貨物貿易上的優勢
　　RCEP 現時尚未生效，而且最終並非全部貨
物可受惠於零關稅。RCEP 於 2020 年 11 月 15
日簽署後，尚待至少 9個成員國批准才可正式生
效。加上，待協定生效後，只有部分貨物可即時
享受零關稅，其餘貨物關稅將以分階段式削減，
即 10 年至 20 年內的時間削減，以達至最終近
90% 以上的貨物實現零關稅。剩餘小部分貨物
仍會保留關稅，而中國對成員國的關稅保留主要
集中在農業、食品飲料化工、木材和紙制品、化
工以及紡織、家電及汽車制造業等貨物上。

　　CEPA 與 RCEP 相比之下，貨物貿易更顯優
勢。已生效的 CEPA 與 RCEP 相比，澳門製造的
貨物現已即時享有零關稅的時效優勢，同時，
CEPA 開放的零關稅稅目達八千多項，涵蓋所有
貨物。只要貨物符合 CEPA 的產地來源標準，即
全面享有零關稅出口至中國內地。整體而言，
CEPA在貨物貿易方面比RCEP的開放內容更廣，
質量更高。

6.2 CEPA 服務貿易上的優勢
　　RCEP 的服務貿易方面，現時中國的承諾以
正面清單呈現，開放部門共 122 個。中國對其
他 RCEP 成員國的服務貿易開放承諾使用正面清
單形式，即清單以外的部門尚未對其他成員國作
開放承諾，並可用 6年時間從正面清單過渡至負
面清單。中國在 RCEP 的服務貿易承諾除了加入
世貿時承諾的 100 個部門外，還新增研發、管
理諮詢、製造業相關服務、空運等 22 個部門，
並提高金融、法律、建築、海運等 37 個部門的
承諾水平。

　　在 CEPA 服務貿易下，澳門與中國內地的
服務貿易全面以負面清單列出，開放部門多達
153 個。CEPA 在服務貿易上採用負面清單的形
式，即清單所列的限制性措施以外均承諾開放。
CEPA 所開放的部門包括未對 RCEP 成員國開放
的導遊服務、證券發行服務及資產結算服務等，
CEPA 已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而且 CEPA
開放的大部分行業允許以國民待遇進入中國內地
市場。總括來說，在澳門企業擁有時效優勢外，
CEPA 在服務貿易亦同樣比 RCEP 的開放內容更
廣，質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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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CEPA 投資上的優勢
　　在投資領域上，CEPA 比 RCEP 的開放度更
高，保障更廣。RCEP 中成員國的投資保留及不
符措施承諾表採取負面清單形式，對非服務業投
資，特別註明為對製造業、農業、漁業、林業和
狩獵、採礦和採石行業作出開放。在 CEPA 投資
協議中國內地對澳門作出的減讓表中，並未特
別註明非服務業的類型。同時，相比 RCEP 的投
資章節只適用於協定生效後，CEPA 投資協議的
範圍延伸至協定生效前，即協定生效時已存在
的澳門投資同樣受到 CEPA 投資協議的保障。因
此，CEPA 的投資協議開放度更高，同時提供比
RCEP 更廣的保障。

6.4 其他延伸機遇
　　RCEP 進一步凸顯粵澳合作產業園以至橫琴
粵澳深度合作區的優勢。按現時的政策，預計澳
門企業在產業園以至將來合作區的生產、服務
等不但受惠於當地各項專有優惠和便利措施，而
且可享受 RCEP 的條款優惠，有利於開展與成員
國的貿易和投資，擴大澳門企業的市場規模。同
時，RCEP為全面的自由貿易協定，在中小企業、
電子商務及競爭等領域中包含信息共享、合作及
能力建設等條文，促進產業園內的澳門企業與
RCEP 成員國的交流，有效提升企業的能力與水
平。故此，澳門企業可透過粵澳合作產業園以至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把握 RCEP 的機遇。

七、結語

　　RCEP 是一份全面且有份量的區域自由貿易
協定，雖然協定尚有待生效，透過初步分析協定
為澳門帶來的挑戰與機遇，可讓澳門企業進一步
了解最新的區域經濟環境的變化。

　　整體而言，區域內的關稅隨着 RCEP 的生效
將逐步下降，澳門出口至 RCEP 成員國的貨物將
面臨新的競爭壓力，但整體影響有限。另一方
面，RCEP 的生效對中國內地旅客來澳的消費，
包括手信食品、化妝品及香水、珠寶手錶、手袋
及鞋類，影響輕微。

　　相對來說，鑒於澳門與中國內地簽署了
CEPA，所以比 RCEP 其他成員國在進入中國內
地市場方面更具優勢。無論在貨物貿易、服務易
或投資領域上，CEPA為澳門提供更開放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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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進口額 (2018-2020 年 )
( 澳門元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進口額 佔 RCEP 佔澳門 
進口額

中國 1 31,518,491,679 30,647,490,919 27,612,780,332 64.55% 29.83%

日本 7,304,878,632 6,178,948,799 9,588,907,592 22.42% 10.36%

韓國 2,034,289,985 2,133,194,179 1,324,037,452 3.10% 1.43%

泰國 1,094,200,431 1,137,534,827 1,053,987,688 2.46% 1.14%

澳洲 957,594,742 998,652,618 738,351,072 1.73% 0.80%

新加坡 868,339,268 961,481,565 570,742,521 1.33% 0.62%

馬來西亞 673,391,544 732,371,159 575,205,814 1.34% 0.62%

越南 571,553,250 639,750,216 537,577,596 1.26% 0.58%

新西蘭 344,881,796 477,917,244 285,889,419 0.67% 0.31%

印度尼西亞 363,046,438 475,587,743 267,425,430 0.63% 0.29%

菲律賓 205,317,288 233,276,677 164,448,134 0.38% 0.18%

柬埔寨 52,794,423 49,924,943 38,151,355 0.09% 0.04%

緬甸 27,449,938 25,406,152 13,887,011 0.03% 0.02%

老撾 (寮國 ) 8,657,789 6,189,348 2,724,070 0.01% 0.00%

汶萊 0 3,000 0 0.00% 0.00%

東盟成員國總計 (佔
RCEP 成員國比率 )

3,864,750,369

( 東盟佔 8.40%)

4,261,525,630

( 東盟佔 9.53%)

3,224,149,619

( 東盟佔 7.54%)
RCEP 成員國總計 46,024,887,203 44,697,729,389 42,774,115,486

澳門進口額總計 (RCEP
成員國佔總額比率 )

90,102,579,650

(RCEP 佔 51.08%)

90,129,445,631

(RCEP 佔 49.60%)

92,559,159,167

 (RCEP佔46.21%)

註 1：以中國內地的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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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2.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出口額 (2018-2020 年 )
(澳門元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出口額 佔 RCEP 佔澳門
出口額

中國 1 2,012,820,661 1,577,642,612 1,616,329,251 83.46% 14.95%

日本 53,485,682 79,966,673 63,589,371 3.28% 0.59%

菲律賓 20,375,294 44,399,045 55,224,407 2.85% 0.51%

泰國 11,182,768 8,890,823 50,757,868 2.62% 0.47%

越南 115,325,804 59,641,103 50,403,096 2.60% 0.47%

新加坡 75,181,679 68,374,184 49,983,962 2.58% 0.46%

韓國 8,049,259 7,609,014 18,517,921 0.96% 0.17%

澳洲 21,027,761 14,349,924 17,006,145 0.88% 0.16%

馬來西亞 12,156,798 8,053,916 8,416,233 0.43% 0.08%

柬埔寨 11,137,631 68,585,792 3,568,793 0.18% 0.03%

印度尼西亞 3,898,828 5,183,292 1,510,582 0.08% 0.01%

緬甸 1,219,050 2,551,329 1,388,581 0.07% 0.01%

汶萊 0 0 0 0.00% 0.00%

老撾 ( 寮國 ) 0 0 0 0.00% 0.00%

新西蘭 1,241,013 534,192 0 0.00% 0.00%

東盟成員國總計 (佔
RCEP 成員國比率 )

250,477,852

( 東盟佔 10.67%)

265,679,484

( 東盟佔 13.65%)

229,618,486 

( 東盟佔 11.86%)
RCEP 成員國總計 2,347,102,228 1,945,781,899 1,936,696,210

澳門出口額總計 (RCEP
成員國佔總額比率 )

12,192,555,833

(RCEP 佔 19.25%)

12,796,738,874

(RCEP佔 15.21%)

10,812,923,936 

(RCEP 佔 17.91%)

註 1：以中國內地的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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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3.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貿易總額 (2018-2020 年 )
(澳門元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進出口總額 佔 RCEP 佔澳門
進出口

中國 1 33,531,312,340 32,225,133,531 29,229,109,583 65.37% 28.28%

日本 7,358,364,314 6,258,915,472 9,644,131,999 21.57% 9.33%

韓國 2,042,339,244 2,140,803,193 1,342,555,373 3.00% 1.30%

泰國 1,105,383,199 1,146,425,650 1,104,745,556 2.47% 1.07%

澳洲 978,622,503 1,013,002,542 755,357,217 1.69% 0.73%

新加坡 943,520,947 1,029,855,749 621,145,617 1.39% 0.60%

馬來西亞 685,548,342 740,425,075 638,795,185 1.43% 0.62%

越南 686,879,054 699,391,319 545,993,829 1.22% 0.53%

新西蘭 346,122,809 478,451,436 287,400,001 0.64% 0.28%

印度尼西亞 366,945,266 480,771,035 267,425,430 0.60% 0.26%

菲律賓 225,692,582 277,675,722 214,432,096 0.48% 0.21%

柬埔寨 63,932,054 118,510,735 41,720,148 0.09% 0.04%

緬甸 28,668,988 27,957,481 15,275,592 0.03% 0.01%

老撾 ( 寮國 ) 8,657,789 6,189,348 2,724,070 0.01% 0.00%

汶萊 0 3,000 0 0.00% 0.00%

東盟成員國總計 (佔
RCEP 成員國比率 )

4,115,228,221

( 東盟佔 8.51%)

4,52,7205,114

( 東盟佔 9.71%)

3,452,257,523 

( 東盟佔 7.72%)
RCEP 成員國總計 48,371,989,431 46,643,511,288 44,710,811,696

澳門進出口總額 (RCEP
成員國佔總額比率 )

102,295,135,483

(RCEP 佔 47.29%)

102,926,184,505

(RCEP 佔 45.32%)

103,372,083,103

(RCEP 佔 43.25%)

註 1：以中國內地的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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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4. RCEP 部份成員國的入境澳門的旅客數量統計
(人次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入境旅客 佔比 入境旅客 佔比 入境旅客 佔比

中國內地 25,260,556 70.55% 27,923,219 70.86% 4,754,239 80.62%

韓國 812,842 2.27% 743,026 1.89%  44,457 0.75%

菲律賓 312,072 0.87% 423,106 1.07%  32,018 0.54%

日本 325,798 0.91% 295,783 0.75%  15,200 0.26%

馬來西亞 227,854 0.64% 206,277 0.52%  9,455 0.16%

印度尼西亞 173,836 0.49% 169,957 0.43%  12,883 0.22%

泰國 181,379 0.51% 151,521 0.38%  7,421 0.13%

新加坡 134,840 0.38% 115,742 0.29%  6,002 0.10%

澳洲 63,978 0.18% 44,043 0.11%  7,915 0.13%

新西蘭 9,309 0.03% 7,074 0.02%  1,443 0.02%

越南 6,846 0.02% 6,243 0.02%  494 0.01%

總計 35,803,663 39,406,181 5,896,848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附錄：表 5. 澳門來自 RCEP 部份成員國的外來直接投資累計數據
(百萬澳門元 )

中國內地 新加坡 總量

累計總額 59,194 1,859 346,628

與澳門總量佔比 17.08% 0.54%

流量 7,948 183 53,990

與澳門總量佔比 14.72% 0.34%

收益 14,047 250 80,330

與澳門總量佔比 17.49% 0.31%

註︰截至 2019 年按直接投資者所屬國家 /地區統計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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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6. 澳門來自 RCEP 部份成員國的外來直接的企業數量統計
企業數目 佔比

中國內地 1,076 31.35%

新加坡 35 1.02%

日本 17 0.50%

澳洲 13 0.38%

馬來西亞 8 0.23%

總計 3,432

註︰截至 2019 年按直接投資者所屬國家 /地區統計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附錄：表 7. 澳門旅客人均購物消費結構
(澳門元 )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人均消費 佔比 人均消費 佔比 人均消費 佔比

化妝品及香水 280 30.57% 255 34.32% 420 37.43%

手信食品 248 27.07% 219 29.48% 224 19.96%

成衣 123 13.43% 72 9.69% 167 14.88%

手袋及鞋類 84 9.17% 65 8.75% 145 12.92%

珠寶手錶 104 11.35% 64 8.61% 58 5.17%

其他購物消費 77 8.41% 68 9.15% 108 9.63%

人均消費總額 916 743 1,12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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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8. 2019 年澳門香水及化妝品進口貨值 (按來源地 )
(澳門元 )

產品 協調編碼 法國 韓國 日本 中國內地 東盟 澳洲 新西蘭

香水 33030000 923,671,486 9,413,527 10,129,557 84,814,929 40,754 782,463  - 

化妝品

33041010

至

33049990

1,000 15,000 5,374 1,778,549 - 2,229  - 

213,531,644 45,264,508 44,976,288 12,725,568 731,6810 25,318 107,868

46,350 132,753 251,015 524,709 140,194 -  - 

48,716,641 16,105,433 42,498,451 10,932,995 494,624 718,602 - 

333,720  -  72,585 1,398,033 4,473 - - 

118,700,568 27,780,213 41,706,466 2,352,898 1,089,803  - - 

1,237,577 21,896,294 8,009,320 1,882,328 162,561 59,684 2,400

2,708,557,851 1,027,983,587 1,000,062,042 196,555,353 71,382,433 32,144,495 250,822 

貨值 3,091,125,351 1,139,177,788 1,137,581,541 228,150,433 80,590,898 32,950,328 361,090

總值
 4,014,796,837 

( 佔產品進口
47.33%)

1,148,591,315 
( 佔產品進口

13.54%) 

1,147,711,098 
( 佔產品進口

13.53%) 

312,965,362 
( 佔產品進口

3.69%) 

80,631,652 
( 佔產品進
口 0.95%)

33,732,791 
( 佔產品進
口 0.40%)

361,090 
( 佔產品進
口 0.00%)

澳門進口香水及化妝品總額 8,482,019,688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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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9. 澳門主要零售業銷售額
 ( 百萬澳門元 )

零售行業
2019 年 2020 年

銷售額 佔比 銷售額 佔比

鐘錶及珠寶 15,850 20.53% 7,272 16.09%

百貨 13,340 17.28% 6,624 14.66%

皮具 10,279 13.32% 6,384 14.13%

成人服裝 8,903 11.53% 4,158 9.20%

超級市場 4,949 6.41% 5,150 11.40%

化妝品及衛生用品 3,564 4.62% 1,694 3.75%

通訊設備 2,493 3.23% 1,499 3.32%

汽車 2,391 3.10% 2,071 4.58%

藥房 2,133 2.76% 1,440 3.19%

中式食品手信 1,374 1.78% 320 0.71%

車用燃料 1,680 2.18% 1,143 2.53%

鞋類 1,332 1.73% 809 1.79%

家庭電器 1,165 1.51% 867 1.92%

家用燃料 590 0.76% 418 0.92%

海味 490 0.63% 355 0.79%

家禽、凍肉及燒臘 312 0.40% 258 0.57%

電單車及其零配件 231 0.30% 231 0.51%

傢具及照明用品 213 0.28% 316 0.70%

其他 5,898 7.64% 4,180 9.25%

總數 77,187 45,19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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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0. 2019 年澳門鐘錶進口貨值 (按來源地 )
(澳門元 )

產品 協調編碼 瑞士 意大利 日本 中國內地 東盟

貴金屬錶

91011100

至

91012900

387,433,092 18,540 -  - - 

3,136,355,269 5,581,089 813,494 1,057,939 - 

765,991,375 147,536,486  -  - - 

貨值 4,289,779,736 153,136,115 813,494 1,057,939 -

非貴金屬錶

91021100

至

91029900

413,805,107 4,575,595 80,970,785 53,147,770 450,277 

- 687,974 6,834,955 858,619 -  

448,585  - 415,061 1,496,058  -  

1,219,009,864 9,040,982 4,918,593 14,758,943 229,339 

105,358,733 19,470,190 - 342,899  -  

402,064 98,632  - 84,126 -  

貨值 1,739,024,353 33,873,373 93,139,394 70,688,415 679,616

鐘

91051100

至

91070000

136,400  - 172,780 843,221 2,931 

1,150  - 972,537 117,641  -  

135,684  -  - 13,699  -  

857,959  -  - 20,085  -  

- 1,806 7,160 406,427 20,497 

 - 12,751 66,435 6,798  -  

 -  -  -    63,679 13,108

貨值 1,131,193 14,557 1,218,912 1,471,550 36,536 

總值
6,029,935,282 
( 佔產品進口

90.79%)

187,024,045 
( 佔產品進口

2.82%)

95,171,800 
( 佔產品進口

1.43%)

73,217,904 
( 佔產品進口

1.10%)

716,152 
( 佔產品進
口 0.01%)

澳門進口鐘錶總額 6,641,699,413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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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1. 2019 年澳門珠寶進口貨值 (按來源地 )
(澳門元 )

產
品 協調編碼 香港 中國 法國 東盟 日本 澳洲 韓國

珠
寶(

半
制
成)

71023900

至

71081300

301,967 - - - - - - 

103,251  - 3,696 - 39,650 -  - 

 - - 39,048 - 11,819 - -

52,453,430 339,900 - 10,409,386 416,535 1,030,000 -

貨值 52,858,648 339,900 42,744 10,409,386 468,004 1,030,000 -

珠
寶(

成
品)

71131110

至

71162000

209,629 44,333 2,533,312  - 423,623 - -

1,137,846 3,549,780 5,625,647 27,860843 303,001 7,296 31,286

602,381,826 286,282,641 469,504,711 85,198,188 963,103 - 244,800

2,939,752,725 1,083,857,253 146,597,979 7,941 163,538 - -

14,084,266 24,308 491,280,841 991,874 129,518 - -

28,528,768 15,986,662 57,119,973 - - - -

6,245 - 43,396 - - - -

5,960 - - - - - -

441,980 2,759,899 3,761 1,033,917 58,042 - -

106,743,486 14,635,756 - - 30,005 - - 

- 82,025 - 1,227,324 44,457 - 61,800

1,129,800 42 - - 2,386,258 - -

17,614,881 869,186 1,423,854 197,506 - 381,986 -

貨值 3,712,037,412 1,408,091,885 1,174,133,474 116,517,593 4,501,545 389,282 337,886

仿
首
飾

71171100

至

71179000

- 423,058 8,982 - - - -

72,357 10,553,898 9,690,765 1,751,406 47,547 585,083 43,425

47,903 2,657,791 15,379,658 572,798 66,564 - 125,035

貨值 120,260 13,634,747   25,079,405 2,324,204 114,111 585,083 168,460

總值
3,765,016,320

( 佔產品進口
42.56%）

1,422,066,532

( 佔產品進口
16.08%) 

1,199,255,623

( 佔產品進口
13.56%) 

129,251,183

( 佔產品進口
1.46%)

5,083,660

( 佔產品進
口 0.06%)

2,004,365

( 佔產品進
口 0.02%)

506,346

( 佔產品進口
0.01%)

澳門進口珠寶總額 8,845,800,966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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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2. 2019 年澳門手袋進口貨值 (按來源地 )
(澳門元 )

產
品 協調制度 意大利 法國 中國內地 東盟 韓國 日本 澳州

箱
及
包

42021291

至

42021900

48,659,283 409,304 40,048,864 860,302 198,178 24,710,676  / 

858,937  / 1,289,496 7,047  /  /  / 

貨值 49,518,220 409,304 41,338,360 867,349 198,178 24,710,676 /

手
袋

42022100

至

42022900

1,991,822,354 1,203,450,093 170,613,994 90,098,650 1,898,069 5,655,274  / 

12,943,370 610,704 17,527,636 1,301,005 8,809,954 448,218  / 

35,582,332 515,653 9,123,063 4,328,139 1,251,994 94,559  / 

90,848  / 116,399  /  / 536  / 

貨值 2,040,438,904 1,204,576,450 197,381,092 95,727,794 11,960,017 6,198,587 /

小
包

42023100

至

42023900

467,165,404 150,268,888 7,114,945 8,886,738 626,137 28,713  / 

8,925,776 93,364 2,035,093 375,710 2,687,757 38,698  / 

1,598,261 28,448 2,363,664 1,333,234 6,010 9,165  / 

158,473  / 6,299  /  /  /  / 

貨值 477,847,914 150,390,700 11,520,001 10,595,682 3,319,904 76,576 /

其
他
包

42029100

至

42029900

72,019,212 2,135,223 10,173,166 686,674 615,928  /  / 

1,091,975 34,458 4,041,676 221,521 17,368,413 38,344  / 

15,997,440 691,903 47,168,472 1,417,929 1,194,938 1,503,314 859 

519 17,033 1,075,853 611,982  /  /  / 

貨值 89,109,146 2,878,617 62,459,167 2,938,106 19,179,279 1,541,658 /

總值
2,656,914,184

( 佔產品進口
57.19%) 

1,358,255,071

( 佔產品進口
29.24%) 

312,698,620

( 佔產品進
口 6.73%) 

110,128,931

( 佔產品進口
2.37%) 

34,657,378

( 佔產品進
口 0.75%) 

32,527,497

( 佔產品進
口 0.70%) 

859

( 佔產品進
口 0.00%) 

澳門進口手袋總額 4,645,702,906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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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3. 2019 年澳門鞋靴進口貨值 ( 按來源地 )
產品 協調編碼 意大利 中國內地 東盟 日本 韓國

防水鞋靴

64011000

至

64019900

 - 102,245 - -  - 
49,008 1,509,326  - 44,500  - 

 - 44,067  - -  - 

貨值 49,008 1,655,638 - 44,500 -

膠制鞋靴

64021900

至

64029930

2,324,925 10,738,134 221,465 3,439,950 29,849 
1,390,766 436,525 3,626,217 1,419  - 
2,217,612 2,771,021 - 1,612 - 
574,608 4,243,980 1,712,426 142  - 

22,181,514 51,129,433 5,926,861 1,270,102 8,061 
貨值 28,689,425 69,319,093 11,486,969 4,713,225 37,910

皮鞋

64031900

至

64039990

8,749,193 22,188,361 3,506,832 31,224  - 
 - 139,088  - 77,580  - 
399,512 15,450 - - - 
461,442 11,040  -  -  - 

15,813,589  -  - -  - 
4,585,478 47,278  -  -  - 
907,600 37,750 9,361  - -

241,477,039 3,523,876 3,716,050 7,219  - 
372,869 10,016  -  -  - 
386,584 55,870 239,214  - - 
- 13,404  -  - - 

5,848,456 1,011,836 14,987  - - 
1,315,345 9,933,126 135,698  - - 

933,858,720 219,390,062 59,145,320 596,166 27,677 
貨值 1,214,175,827 256,377,157 66,767,462 712,189 27,677 

紡織鞋靴

64041100

至

64042000

27,033,068 490,560,143 36,177,830 1,592,819 319,384 
45,587,184 98,486,064 19,464,370 527,722 21,729 
3,723,321 12,519,540 - 173,743 -

貨值 76,343,573 601,565,747 55,642,200 2,294,284 341,113

其他鞋

64051000

至

64059090

10,730,252 1,236 509,703  - - 
58,449 4,041 -  - - 

1,448,750 26,612 53,787,244 2,862 - 
43,450 1,490,790  -  - - 

貨值 12,280,901 1,522,679 54,296,947 2,862 -

總值
1,331,538,734

( 佔產品進口
51.84%) 

930,440,314

( 佔產品進口
36.22%) 

188,193,578

( 佔產品進口
7.33%) 

7,767,060

( 佔產品進口
0.30%) 

406,700

( 佔產品進口
0.02%) 

澳門進口鞋類總額 2,568,790,372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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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4. 中國對 RCEP 各成員國部分消費品關稅減讓情況
日本 韓國 澳洲 新西蘭 東盟

成衣  
( 協調制度編
碼 :61,62)

基准稅率 :14-20%

1) 大部分於 10
年 內 降 至
0%;

2) 20% 以上關
稅的成衣商
品維持基准
稅率。

1) 大部分 10 年
內降至 0%。

1) 大部分即時
降至 0%。

1) 大部分即時
降至 0%。

1) 大部分即
時降至 0%。

珠寶手錶 

( 協調制度編碼 :71,91)

金銀制首飾及珠寶飾
品

• 半製成品基准稅
率 :0-21%

• 成品基准稅率 : 20-
35%

手錶

• 基准稅率 : 11-23%

1) 約半數珠寶
( 半製成品 ) 的
基准稅率為 0，
除壓電石英及
珍珠外，其餘
即時或 10 年內
降至 0。

2) 大部分珠寶
飾品 ( 成品 ) 維
持基准稅率 ;

3) 部 分 金 或
銀 制 首 飾 ( 成
品 ) 由 20% 分
10-15 年內減至
0%;

4) 手錶分 10-15
年內減至 0%，
不包括電子顯
示的電子錶。

1) 約半數珠寶
( 半製成品 ) 的
基准稅率為 0，
除壓電石英及少
部分珍珠外，其
餘即時或 10 年
內降至 0。

2) 大部分珠寶
飾品 ( 成品 ) 維
持基准稅率 ;

3) 部分金或銀
制 首 飾 由 ( 成
品 ) 2 0 % 分
10-15 年 減 至
0%;

4) 手錶分 10-20
年內降至 0%。

1) 約 半 數 珠
寶 ( 半製成品 )
的基准稅率為
0，除壓電石英
及少部分珍珠
外，其餘即時
或 10年內降至
0。

2) 大部分珠寶
飾品 (成品 )即
時至 20年內降
至 0%， 部 分
稅率下降後仍
保留 26.3% 關
稅 ;

3) 手錶即時至
20 年 內 降 至
0%。

1) 約半數珠寶
( 半 製 成 品 )
的基准稅率為
0，除壓電石
英及少部分珍
珠外，其餘即
時或 10 年內
降至 0。

2) 大部分珠寶
飾 品 ( 成 品 )
即時至 20 年
內降至 0%，
部 分 稅 率 下
降 後 仍 保 留
26.3%關稅 ;

3) 手錶即時至
20 年內降至
0%。

1) 約半數珠
寶 ( 半 製 成
品 ) 的基准稅
率為 0，除壓
電石英及少
部分珍珠外，
其餘即時或
10 年內降至
0。2) 大部分
珠寶飾品 ( 成
品 ) 即 時 至
20 年內降至
0%，部分稅
率下降後仍
保 留 26.3%
關稅 ;

3) 手錶即時
至 20 年內降
至 0%。

化妝品及香水  
( 協調制度編碼 :33)

基准稅率 : 6.5-15%

1) 產品維持基
准稅率。

1) 產品維持基
准稅率。

1) 大部分即時
降至 3-5%。

1) 大部分即時
降至 3-5%。

1) 大 部 分
即 時 降 至
3-5%。

手袋及鞋類 ( 協調制度
編碼 :42,64)

手袋

• 基准稅率 :10-20%

鞋類

• 基准稅率 : 10-24%

1) 手袋分 10-15
年內減至 0%;

2) 鞋類分 10-20
年內減至 0%，
但不包括大部
分膠制鞋靴。

1) 手袋分 10-15
年內減至 0%;

2) 鞋類分 10-20
年內降至 0，但
不包括大部分膠
制鞋靴。

1) 手袋即時至
10 年 內 降 至
0%;

2) 鞋類即時至
分 20 年 內 至
0%。

1) 手袋即時至
20 年內降至
0;

2) 鞋類即時至
20 年內降至
0%。

1) 手袋即時
至 15 年 內
降 至 0%; 2)
鞋類即時至
20 年內降至
0%。

基準稅率為中國 2014 年 1月 1日生效的最惠國實施關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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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5.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進口前三位商品額 (2020 年 )
(澳門元 )

(進口額佔比)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澳洲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 22飲料、酒及醋 33精油及香水、化妝品或梳洗用品

230,776,600 75,683,526 66,969,436
( 佔比 31%) ( 佔比 10%) ( 佔比 9%)

汶萊 0 0 0

柬埔寨

61針織或鈎織服裝及衣服配
件 10穀物 63 其他紡織製成品；舊衣服及舊紡織

製品
14,177,803 10,456,199 4,430,758

( 佔比 37%) ( 佔比 27%) ( 佔比 12%)

中國 1
85 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27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

產品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機械用具

6,055,086,132 4,558,677,040 2,196,936,213
( 佔比 22%) ( 佔比 17%) ( 佔比 8%)

印度尼西亞
24煙草及煙草替代品 04乳類製品；禽蛋；天然蜜糖 63其他紡織製成品；舊衣服及舊紡織

製品
70,104,124 51,716,846 22,202,883

( 佔比 26%) ( 佔比 19%) ( 佔比 8%)

日本

33精油及香膏；香水、化妝
品或梳洗用品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播機等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

4,325,970,800 1,035,051,142 848,691,333
( 佔比 45%) ( 佔比 11%) ( 佔比 9%)

老撾 (寮國 )
24 煙草及煙草替代品 64鞋靴、綁腿套及類似品 61針織或鈎織服裝及衣服配件

2,550,827 128,736 35,072
( 佔比 94%) ( 佔比 5%) ( 佔比 1%)

馬來西亞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
機械用具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播機等 19穀物、幼粉、澱粉或奶的製品

128,271,745 101,148,300 71,674,480
( 佔比 22%) ( 佔比 18%) ( 佔比 12%)

緬甸

03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
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10穀物

71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半寶石、
貴金屬、包貴金屬的金屬，及其製品；

仿首飾；錢幣
8,238,674 3,518,995 998,970

( 佔比 59%) ( 佔比 25%) ( 佔比 7%)

新西蘭

19穀物、幼粉、澱粉或奶的
製品；糕餅點心 04乳類製品；禽蛋；天然蜜糖 08 食用水果及硬殼果

158,648,185 52,402,335 21,542,167
( 佔比 55%) ( 佔比 18%) ( 佔比 8%)

菲律賓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 08食用水果及硬殼果 03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等

53,763,046 29,539,242 11,301,142
( 佔比 33%) ( 佔比 18%) ( 佔比 7%)

新加坡

27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
餾產品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機械用具

240,161,481 96,186,194 52,970,874
( 佔比 42%) ( 佔比 17%) ( 佔比 9%)

韓國

33精油及香膏；香水、化妝
品或梳洗用品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73鋼鐵製品

653,384,042 182,510,340 44,810,066
( 佔比 49%) ( 佔比 14%) ( 佔比 3%)

泰國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10穀物 84 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機械用具

209,202,808 179,310,101 136,644,051
( 佔比 20%) ( 佔比 17%) ( 佔比 13%)

越南
64鞋靴、綁腿套及類似品 61針織或鈎織服裝及衣服配件 42皮革製品；鞍具及挽具

85,506,013 77,144,985 51,301,291
( 佔比 16%) ( 佔比 14%) ( 佔比 10%)

註 1：以中國內地的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 
以上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公開的資料，根據統計保密法的規定，部份貨物的資料不作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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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表 16. 澳門與 RCEP 成員國的出口前三位商品額 (2020 年 )
(澳門元 )

( 出口額佔比 )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澳洲
29有機化學產品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

品；其零件及附件 61針織或鈎織服裝及衣服配件

9,201,422 5,183,550 800,580
( 佔比 54%) ( 佔比 30%) ( 佔比 5%)

汶萊 0 0 0

柬埔寨
22飲料、酒及醋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

品；其零件及附件 30醫藥品

1,967,259 799,911 510,827
( 佔比 55%) ( 佔比 22%) ( 佔比 14%)

中國 1
85 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90光學、照相、電影攝影、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等 74銅及其製品

941,458,643 179,610,832 127,466,654
( 佔比 58%) ( 佔比 11%) ( 佔比 8%)

印度尼西亞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機械用
具 76 鋁及其製品 29有機化學產品

710,265 302,137 252,031
( 佔比 47%) ( 佔比 20%) ( 佔比 17%)

日本
70玻璃及玻璃製品 74銅及其製品 62非針織或非鈎織服裝及衣服配

件
47,750,197 1,918,726 1,438,566

( 佔比 86%) ( 佔比 3%) ( 佔比 3%)
老撾 (寮國 ) 0 0 0

馬來西亞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其零
件及附件 74銅及其製品 22飲料、酒及醋

4,193,004 1,471,536 713,614
( 佔比 50%) ( 佔比 17%) ( 佔比 8%)

緬甸
30醫藥品 21 雜項調製食品 0
981,504 407,077 -

( 佔比 71%) ( 佔比 29%) -
新西蘭 0 0 0

菲律賓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其零
件及附件 24煙草及煙草替代品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27,900,136 19,878,974 500,985
( 佔比 56%) ( 佔比 40%) ( 佔比 1%)

新加坡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
品；其零件及附件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及機械
用具

15,297,068 9,908,263 8,679,816

( 佔比 30%) ( 佔比 20%) ( 佔比 17%)

韓國

42皮革製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
品、手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

膠絲除外）製品

84核反應堆、鍋爐、機械
及機械用具

64鞋靴、綁腿套及類似品；該類
製品的部件

7,585,078 5,741,583 1,281,977
( 佔比 41%) ( 佔比 31%) ( 佔比 7%)

泰國
85電動機械及設備及其零件 74銅及其製品 70玻璃及玻璃製品

45,931,372 3,036,731 909,732
( 佔比 90%) ( 佔比 6%) ( 佔比 2%)

越南

95玩具、遊戲品及運動用品；其零
件及附件 72鋼、鐵 24 煙草及煙草替代品

47,172,067 7,400,880 5,435,423
( 佔比 74%) ( 佔比 12%) ( 佔比 9%)

註 1：以中國內地的數據計算　(資料來源：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 ) 
以上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暨普查局公開的資料，根據統計保密法的規定，部份貨物的資料不作公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