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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P 换了个马甲①
  

 

 

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TPP）剩余的 11 个成员国宣布达成框架协定，将 TPP 更名为 CPTPP（全面

且先进的 TPP）。这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后宣布退出 TPP 以来，剩余 11

个成员国取得的最重要的共识，也是美国退出后，TPP 取得的最重要进展。 

 

    日本成为 TPP 新“群主” 

    美国退出 TPP 后，TPP 缺了主心骨。TPP 由美国主导，是奥巴马政府时期

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是其外交、外贸、亚太区域政策的重要支柱。但特朗普

对此不感冒，甚至其对整个美国原有的贸易政策都不满，断然退出 TPP。TPP

剩余的 11 个成员国自然乱了阵脚。平静下来之后，TPP11 国开始考虑接下来该

怎么办，谁来当新“群主”呢，总不能解散吧？最终日本当了新“群主”。那为

何新“群主”是日本，而不是别的成员国？日本又为何愿意当新“群主”呢？ 

                                                             
①
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已发表于《环球》2017 年 11 月 29 日第 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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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各方面来看，只有日本具备成为新群主的条件。北美的加拿大和墨西哥

虽然有不小的经济体量，但习惯了和美国做伙伴，一时还难以适应美国的抽身

而去。况且，加拿大和墨西哥本身就不在亚太区域扮演引领性的角色。南美的

智利和秘鲁更不必说，其搭上 TPP 的本意是为了在亚太区域分一杯羹，经济体

量不允许，也没有更大的抱负。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开放程度很高，

经济也很发达，但在亚太区域中，总有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新加坡、越南、

文莱、马来西亚虽然名正言顺，但习惯了以东盟的名义行事，无法承担起当“群

主”的重任。只有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既具有足够的经济体量，本

来又是美国忠实的小伙伴，在美国做“群主”时，也可以说是“群秘”。自然而

言，日本当上了新“群主”。 

    而且，日本也有当新“群主”的强烈意愿。日本的安倍晋三政府将 TPP 视

为其在亚太区域的重要作为，一方面可以巩固其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另一方面

可以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还能借助 TPP 促进其国内改革和

开放，可谓“一石三鸟”。现在，特朗普“不厚道”地退群，日本一方面要游说

美国重新加入 TPP，另一方面当然要收拾残局，安抚其他“群友”，别让 TPP 散

了伙。可以说，日本是必然要当这个新“群主”，这符合其自身利益。 

 

    TPP 换了个新马甲 

    TPP 改了名字。美国的抽身而去将 TPP 置于很不利的境地，随时有可能散

伙。剩余的 11 个成员国当然也可以不改名字，继续穿 TPP 的马甲，但是这样会

给人以不完整的感觉，是一个残缺的 TPP。日本灵机一动，不妨改个名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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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群名”。一来表示美国退出后的 TPP 还继续存在，等美国回心转意后重

启 TPP；另一方面，也表示 TPP 有了一个新的开始，剩余 11 个成员成立的是一

个新的自贸协定，叫 CPTPP。新名字，新气象。就像咱们中国人讲究新的开始

要有新的名头，TPP 也穿上了新马甲。 

    TPP 还做了瘦身运动。剩余 11 国不仅给 TPP 改了名字，还做了减法，做了

次瘦身运动。美国主导的时候，特别在意自身利益，将自自身的诉求放在第一

位。当然，为了能够尽快完成谈判，也兼顾了其他成员的诉求。美国的诉求之

一是保护知识产权。作为世界上最具创新能力的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创新能力

独一无二。可以说，美国是当之无愧的科技“学霸”。美国希望保护自己企业的

知识产权，利用自己的创新能力，能多赚点就多赚点。创新能力比较弱的成员

国，当然希望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不那么强，能多模仿就多模仿点。最终，TPP

完成的文本里，是一个妥协的方案，但更倾向于保护美国企业的利益。 

    现在，美国退出了 TPP，其他成员自然希望新的 TPP 能够瘦瘦身，把美国

原本强加的一些内容给删去，更多照顾自己的利益。只有这样，一个没有美国

的 TPP 才能继续向前走。所以我们看到，新版的 TPP 删去了一些内容，主要是

美国原来比较强烈的诉求，比如更强有力的保护知识产权。做瘦身运动当然要

容易些，如果要改变其中的一些内容就比较难。相信 TPP 的一些成员也希望能

够重新谈判一些内容，比如关税减让表是不是重新谈、其他领域的开放力度是

不是不那么强，但是这将耗费很多精力，估计难以取得共鸣。所以，TPP 成员

们暂时还没有重谈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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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P 未来的路 

    特朗普任期内重新加入 TPP 的可能性不大。特朗普上任将近一年来，他的

贸易政策思路越来越明晰。他觉得美国原来的贸易政策思路是错误的，让其他

国家占了便宜，美国获得的好处有限。美国原来过于照顾其他国家的情绪，导

致美国利益受损。比如，特朗普认为，世界贸易组织（WTO）对美国很不公平，

将美国合理的反倾销反补贴行为都界定为贸易保护；一些区域贸易协定比如北

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都是让墨西哥和加拿大得了好处；中美之间的经贸

安排也不合理，导致美国产生巨额的贸易逆差。这些不合理一定要得到改变，

所以特朗普威胁要退出 WTO。特朗普想一对一的谈判自贸协定，或者一对一的

做买卖，这样能尽可能满足其自身的利益诉求。NAFTA 已经开启了重谈，美国

在重谈中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诉求，并且还威胁谈不拢就退出。所以想让特朗

普回心转意，重新加入 TPP，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这不符合特朗普的贸易政

策思路。 

    CPTPP 最关键的一步是签署协定。剩余 11 国组建的 CPTPP 对协定生效的

条件也做了改动。原来的 TPP 生效的条件是，要求至少有占到 TPP 经济总量（参

考 2013 年的 GDP）的 85%的 6 个成员国通过审批，才能生效。参照 2013 年 GDP

数据，美国占 12 个成员国总量的 60.4%，日本占 17.6%。这意味着，只要美国

和日本不能完成国内程序，TPP 就无法生效。尽管当时日本审批的难度较小，

但是美国却面临较多不确定性，总统要搞定美国国会的投票不那么容易。CPTPP

的生效条件则改为：只要任意 6 个成员国批准，就可生效。很显然，在 CPTPP

的生效条件里，没有哪一个国家具有否决权。11 个成员国，只要过半数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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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就可生效。要满足这个生效条件，并不难。只要 CPTPP 签署成功，距离

生效也只是时间问题。可以说，CPTPP 最重要的一步是完成签署。生效不像原

来的 TPP 那样成为问题。 

    但 CPTPP 距离签署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按道理来讲，即便没有美国参与，

TPP 作为一个自贸协定，虽然地缘政治影响和战略影响大大降低，但是对于务

实的国家来讲，可以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好处。剩余 11 国可以边享受经济好处，

边等美国回心转意。所以只要 CPTPP 从文本上来讲不存在问题的话，推进的难

度应该不大。然而，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例外。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本来

在 NAFTA 框架里运转得挺好，但特朗普要重谈 NAFTA，让这两个国家焦头烂

额。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而言，在 NAFTA 的基础上还能扩展到亚太区域其他伙

伴，TPP 自然很诱人。但美国退出 TPP 后，CPTPP 和 NAFTA 之间不再有美国

的交集，可能会影响到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经贸联系。这是加拿大和

墨西哥尤其是加拿大倍加小心的原因。可以说，CPTPP 让加拿大左右为难。加

拿大是一个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很看重国外市场，是先扎稳 NAFTA 的篱笆再去

考虑 CPTPP，还是先签了 CPTPP 再谋 NAFTA 这一后院的事，帅哥总理特鲁多

可能要费一番思量了。 

 

    TPP 隔壁还有一个叫 RCEP 的群 

    TPP 隔壁还有一个亦敌亦友、成员更多的“群”——RCEP。RCEP 全称是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有 16 个成员，所以是一个更大的群。说

RCEP 和 TPP 是敌人，那是因为二者存在竞争关系，原有的 TPP 是美国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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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打高标准；RCEP 是东盟主导，中国积极推进。说二者是朋友，是因为二者同

是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轮子，而且两者有七个成员是重合的。 

    RCEP 成员们也在抓紧谈判。就在 TPP 剩余 11 个成员们宣布达成框架协定

后，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举行的 RCEP 领导人会议也发表了联合声明，表达了

加紧努力、尽快完成谈判的意愿，并且给出了 RCEP 的协定框架。在 TPP 继续

前进的同时，RCEP 也在奋力追赶。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上，二者谁先达

到终点，仍不明朗。 

    原有的 TPP 给中国带来了战略压力，在美国退出后，即便生效，CPTPP 给

中国带来的主要是经济层面的具体影响，战略压力大大缓解。但这并不是说中

国就可高枕无忧。如果特朗普任期结束不能连任，新总统是否会加入 TPP 难以

预料。如果美国重新加入 TPP，则大国角力又会风起云涌。特朗普还有三年任

期，因此，中国和其他成员国也有三年的机遇期来完成 RCEP 谈判。RCEP 成员

国们应充分利用未来的三年，早日完成谈判。 

     

    TPP 换了个马甲，但我们依然认识它。TPP 的前半生足够精彩，且让我们

看 TPP 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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