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辞旧迎新，“脱欧”一年后，
英国试图找到下一个朋友圈的
想法也浮出了水面， 把目光从
大西洋对岸放到了太平洋沿
线。英国甩出一纸声明，证明自
己半年前的想法并非说说而
已，而是真心要加入《全面与进
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对于英国来说，“脱
欧”后遗症下，经贸关系网已经
千疮百孔，CPTPP是新的希望。

全面与进步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中文名：

11个成员国：

◎日本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智利 ◎新西兰 ◎新加坡 ◎文莱
◎马来西亚 ◎越南 ◎墨西哥 ◎秘鲁

◎覆盖4.95亿人口

◎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
占全球经济总量约13.5%

荮

2020年1月31日 英国正式“脱欧”，结束其47年的欧盟成员国身份

2020年6月17日 英国与澳大利亚正式开始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荮

荮

2020年12月10日 英国和新加坡签署了自由
贸易协定

两国企业将享受现有的欧
盟-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下
的相同福利

荮

2020年12月9日 英国和加拿大签署了《加英
贸易持续性协议》

正式的加英自贸协议谈判将
在2021年进行

荮

2020年12月11日 英国和越南在河内结束双
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并签
署相关协议

荮

2020年10月23日 英国和日本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于2021年1月1日生效

荮

2020年6月9日 英国与日本正式开始两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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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传播加速 法国1月31日起“关门”强制戴口罩 美国亡羊补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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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变异新冠病毒的出现，法国的宵禁

已经不够用了，在封城还是封闭边界这个选

择题上，法国还是选择了后者。根据安排，1

月31日零时起，法国将对欧盟以外国家关闭

边界。2月1日起，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也将开

启。目前来看，一切补救措施，无外乎一个目

标：避免封城，这对法国来说，必定是不到万

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取的“绝招”。

法国需要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了。当地时

间1月29日晚间，法国总理卡斯泰宣布，为遏

制新冠疫情，法国政府决定自1月31日零时

起，对欧盟以外国家关闭边界，相关国家人

员除“紧急原因”外，一律禁止出入法国。同

时，从欧盟国家入境法国的所有人员都必须

进行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跨境工作者除外。

法国国内也是一样。卡斯泰表示，法国面

积超过2万平方米的非食品类购物中心自1月

31日起一律关闭；2月1日起，将在所有大型

超市强化顾客的购物安全距离；从2月份开始

所有企业尽可能实施远程办公，国家将继续

通过贷款、“团结基金”计划和发放部分失业

补贴等方式支持受影响企业。同时，警察和宪

兵将加大检查力度，确保宵禁措施的落实。

为遏制新冠疫情的传播，1月16日起，法

国实施全国范围内的宵禁，时间为晚6时至

次日早6时。根据德新社的报道，宵禁时段

内，商店必须关门，人们没有紧急理由不得

外出，违者将面临罚款甚至监禁。卡斯泰表

示，变异新冠病毒在法国的出现，加快了病

毒的传播速度，削弱了宵禁的效果。政府在

当前宵禁的基础上采取补充措施，目的是尽

最大可能避免再次“封城”。

“这样看来，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中

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员彭姝■对北京

商报记者称，封城对经济的影响是比较大

的，相较而言，关闭边境的影响就没有那么

大了。对法国来说，安全问题重要，经济问题

也很重要，不管不行，管重了也不行，所以就

只是采取能够采取的相对严厉的措施来进

行管控，封闭边界也是另外一种变通的方法

来控制疫情。

目前，变异病毒在法国的传播已经引起

了重视。1月28日，法国卫生部长韦朗就曾提

到，鉴于这些变异病毒的极强传染性，“有可

能在法国引发一波非常强烈的疫情”。他表

示，病毒传播的程度很高，且“每周的传播速

度都在加快”。彼时，韦朗就曾提到，此前的

晚间宵禁，已产生了“切实的效果”，但这种

效果“正在消退”。

封城是法国最后的绝招，不到万不得

已，决不能拿出。1月29日，法国国家统计和

经济研究所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2020年四

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下降1.3%，

2020年全年经济萎缩8.3%。

彭姝■提到，法国服务业比较发达，而

且其经济中大工业大集团比较少，小手工业

相对多一些，比如小咖啡馆、小饭店及小书

店等，而且它们当中的很多店铺都设在旅游

区，且是以历史人文为特点被当做景点去参

观的，如今疫情已经对旅游业产生了很大的

影响，再次封城的话就会产生连锁反应。

北京商报记者 杨月涵

在新冠疫情暴发一年后，美国终于开

始强制戴口罩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

心（CDC）发布新规，要求从2月1日凌晨开

始，美国全国范围内任何形式公共交通工

具的乘客和工作人员必须佩戴口罩。虽然

“口罩令”还是仅限于公共交通，但不少人

认为戴口罩配合着疫苗接种计划会大步

助力美国防疫的进程。而在另一方面，变

异病毒的扩散仍然是不小的威胁和挑战。

作为拜登百日新政的目标之一，当地

时间1月30日，美国疾控中心发布指令，要

求美国人从本周一晚上开始，在乘坐公共

交通时必须佩戴口罩。根据新规，乘客在

美国境内或出入美国时，搭乘飞机、火车、

轮船、地铁、公共汽车等公交工具时必须

戴口罩；在车站、机场、地铁站、港口等候

时也必须戴口罩。不仅乘客，公交系统员

工也必须戴口罩。公交系统运营方应监督

旅客戴口罩，可以拒绝不戴口罩的旅客乘

坐交通工具。

同时美国疾控中心还称，违反“口罩

令”的人可能面临刑事处罚，但疾控中心

“强烈鼓励”自愿戴口罩并支持采取民事

处罚措施。美国疾控中心全球移民和检疫

部门主任马蒂·塞特隆（MartyCetron）在

长达11页的文件中强调，强制佩戴口罩将

保护美国公众，增强大家在新冠流行期间

安全出行的信心。

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卫生

专家屡屡呼吁在公共场合戴口罩，而不少

美国人不愿意戴，戴口罩甚至还一度成为

两党之间对公共卫生和个人自由争议的

焦点。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疾控中心

所有推动强制佩戴口罩的努力都被阻止，

所以只是发布了关于戴口罩的“强烈建

议”。另外特朗普还拒绝了国会试图规定

强制戴口罩的努力。

拜登上任后随即签署了多项命令来

强化防疫措施，其中就包括“百日口罩

令”，当时拜登呼吁美国民众从1月20日开

始的100天内坚持戴口罩。不过，此次推行

的“口罩令”没有规定具体有效期。

除了公共交通之外，美国联邦机构还

将在周五之前提交一份计划，以执行拜登

的另一项单独的命令，要求在所有联邦大

楼内和所有联邦管辖区内戴口罩。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刘卫东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看来拜登政府对戴口罩的态度很坚

决，如果民众拒绝的话，可能会有罚款等

强制性举措。这种方法民主党政府肯定会

大力推行，而很多共和党选民本身并不相

信这些举措。但是拜登政府日后通过诱导

和强制这两种手段并用的话，可能会改变

现状。

从现状来看，美国的疫情依然不容乐

观，仍处于持续蔓延中。根据美国约翰斯·

霍普金斯大学当地时间30日发布的最新

疫情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累计新冠肺

炎确诊病例超过2607.2万例，累计死亡病

例超过43.9万例。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1

月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美国“最致命

的”一个月。

而变异病毒的传播则增加了未来美

国疫情发展的不确定性。当地时间1月30

日，美国马里兰州官方称该州报告了一例

“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感染病

例，成为第二个出现感染这一变异毒株病

例的州。美国卫生专家警告称，这一变异

毒株被认为更容易传播。辉瑞首席执行官

博拉甚至说，南非新出现的变异病毒最终

很可能使辉瑞疫苗失效。

美国传染病专家福奇1月29日也在白

宫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预计到2021年3

月底，变异新冠病毒或将盛行美国，成为

在美国传播的主要毒株。福奇还建议，民

众佩戴双层口罩，能更有效地抗击新冠病

毒。有报道称美国疾控中心目前正在试验

戴两种口罩的效果，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戴双层口罩已有数周。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应对新冠首席医

疗官布鲁克斯表示，目前还没有看到同

时测试两种口罩的实验数据，双层口罩

是否有效还不确定。布鲁克斯还特别强

调，目前最关键的是，让尽可能多的人戴

上口罩。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实习记者 赵天舒

申请加群

从“有意”到正式申请，英国用大半年

证实了自己对CPTPP不只是兴趣。当地时

间1月30日晚，英国政府宣布，将于2月1日

正式申请加入CPTPP，谈判将于今年晚些

时候开始。根据英国国际贸易部的声明，2

月1日周一，英国将与日本首相和新西兰

总理通话。

CPTPP脱胎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2017年，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上任当

天即宣布退出TPP，TPP协议的正式落地由此

被搁置。

之后，2017年11月，原先有意加入TPP的

国家随后重新组建CPTPP。CPTPP现有11个

成员国，分别为加拿大、澳大利亚、文莱、智

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

加坡和越南。这11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超过10

万亿英镑，覆盖了约4.95亿消费者，占全球

GDP的13.5%，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是

世界第三大自贸区。

早在去年6月，英国就释放出了有意加入

的信号。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兼贸易委员会主

席伊丽莎白·特拉斯6月17日宣布，英国有意

加入CPTPP。根据特拉斯当时的说法，CPTPP

是“世界最大规模自由贸易区之一”，加入其

中有助于英国战胜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同

时让贸易关系多元化。

英国也将成为第一个申请加入CPTPP的

非创始国家，如果申请成功，英国将成为

CPTPP中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经济体。路透

社也曾在报道中指出，如果英国成功加入

CPTPP，成员国占全球GDP的份额将从13.5%

上升至16%。

值得一提的是，在正式申请加入CPTPP

之前，英国还做了不少准备工作，比如与主

导国日本达成自贸协定。去年10月23日，英

国和日本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牛肉、

汽车等方面大幅下调关税，这些协定也由此

成为英国在“脱欧”后签署的首个重大贸易

协议。

“这份协定为英国商界进入亚太地区开

辟道路，并为加入CPTPP铺平道路。”在签署

仪式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特拉斯直言。

英国的算盘

“在我们离开欧盟一年后，我们正在打造

新的伙伴关系，这将为英国人民带来巨大的

经济利益。英国申请加入CPTPP一事，表明了

我们以最佳条件与世界各地的朋友和伙伴做

生意的雄心，以及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热情

倡导者。”英国首相约翰逊说。

的确，如约翰逊所言，加入CPTPP自然是

有利可图。2020年英国与CPTPP成员的贸易

额达1110亿英镑（约合1521亿美元），自2016

年来每年以8%的速度增长。

英国国际贸易部在声明中表示，直接就

商品贸易层面来看，CPTPP将给英国带来价

值约9万亿英镑的贸易合作，并削减英国在食

品、饮料、汽车等行业的关税，比如，马来西亚

将英国出口威士忌的关税比例由165%降至

0；到2022年，加拿大将英国出口汽车降至零

关税，这比通过英加贸易协定实现零关税还

提前两年。

此外，声明还提到，原产地规则意味着英

国制造的汽车可以使用更多源自日本的汽车

零部件，如电池；商务人士也能在CPTPP国家

之间更便利地旅行。而CPTPP也将为技术和

服务等现代行业创造新的机会，最终为整个

英国创造高价值的就业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声明特别指出，与欧盟不

同的是，加入CPTPP不需要英国政府让出对

于本国法律、边境或钱币的控制。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院长桑百

川表示，英国考虑加入CPTPP肯定有经贸层

面的考虑，英国“脱欧”之后，国际经贸环境发

生了变化，需要在区域经济合作中有所作为。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

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表示，CPTPP

延续了之前比较高水平的贸易协定的特征，

对于参与的这些经济体来说，门槛是比较高

的，在环保、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

目前这些参与国的水平不一，对于发达经济

体来说相对容易接受一些，而对于发展中经

济体来说则是有机遇也有挑战。

桑百川也指出，CPTPP本身是一个高标

准的经贸规则，也是亚太地区话语权较大的

自由贸易区，所以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不错

的选择，英国也看中了亚太和环太平洋地区

广阔的经贸发展前景，所以在这个区域中需

要进行更紧密的经贸合作。

机会有限？

不过，毕竟CPTPP的主阵地离英国太远，

实际经贸提振效果如何还难下定论。CPTPP

成员方在英国出口中的占比为8.4%，相较之

下，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几乎占了总出口额的

一半，后者一直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即便

已经与其中经济体量最大的成员国———日本

达成了贸易协议，但从长远来看，这也可能只

给英国GDP带来大约0.7%的提振。

桑百川分析称，英国和欧盟的经贸联系

很紧密，在欧盟的大市场下，英国获得了很多

贸易和投资发展的利益，但同时英国社会也

确实存在着分裂的状况，一部分人主张脱离

欧盟，他们认为在人员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英

国的就业受到了冲击，同时难民的流动也冲

击了英国社会；而另一部分人则反对退出，主

要以商界人士为主，他们认为“脱欧”后经济

可能会严重下挫，希望加强欧盟的合作。

如今，“脱欧”已成定局，但对英国而言，

冲击才刚开始，以金融业为例，1月4日，在“脱

欧”过渡期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伦敦就失

去了63亿欧元的股票交易量，摩根大通和高

盛集团等金融大鳄已经向欧盟转移了大量工

作岗位和数千亿美元的资产。

桑百川进一步指出，从“脱欧”的情况来

看，英国经济受到了冲击，所以希望在区域经

济一体化中有所作为。而与欧盟的框架体系

相比，CPTPP本身不至于让英国有就业冲击

等方面的担心。

王军指出，整体来看，在当前全球化遭遇

逆流的情况下，CPTPP确实值得期待，现在不

只是太平洋地区，区域性的、多边贸易协定是

当下的热点。申请加入的英国或许正是看中

了这一点，借由这个贸易协定作为跳板，寻找

更广阔的贸易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的确还有别的想法，

比如通过CPTPP搭上美国，毕竟英美贸易协

定仍然处于未完待续的状态中。一位英国官

员说：“我们希望美国与我们一样有加入

CPTPP的野心，这将意味着通过多边手段建

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

“美国也在考虑是否重启TPP或者加入

CPTPP，不过目前还没有正式的说法，如果英

美两方都加入到CPTPP中，不排除后续有更

多合作的可能性。”桑百川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 陶凤 汤艺甜

英国“脱欧”后贸易举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