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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规则与标准化

一、CPTPP的发展历程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

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

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CPTPP），由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

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演变而来，是美国退出 TPP后

的新名称。 TPP 的雏形为始于

2002 年新西兰、智利、新加坡三国

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2005 年文莱

加入后，四国签订《跨太平洋战略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

ship，TPSEP），俗称“P4 协定”。

2009年美国加入“P4协定”，还宣称

要将其建设成为高标准、多领域的

亚太区域一体化协定。秘鲁、越南和

澳大利亚亦宣布加入，“P4协定”转

变为“P8协定”。此后，美国全方位

主导谈判，并将 TPSEP更名为 TPP，

TPP进入快速迅速扩张时期。2010

年马来西亚加入 TPP，2011年日本

加入，2012 年墨西哥与加拿大加

入。2015年 10月，结束谈判，于

2016年 2月正式签署 TPP协定。

美国国内对 TPP分歧非常大，

竞选时，特朗普明确表示反对 TPP，

就职当日立即宣布退出协定。美国

的退出对 TPP产生巨大影响，其余

11国举棋不定，开始寻求替代品。

在日本大力推进下，11个国家继续

推进 TPP，并于 2018年 3月 8日在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签订新的贸易协

定，命名为 CPTPP，并于同年 12 月

30日生效。

与 TPP相比，删减后的 CPTPP

虽然不如 TPP，但 CPTPP保留 TPP

的主体部分，未改变 TPP协议的市

场准入承诺，仅暂停 29个项目。因

此在国际经贸规则方面，CPTPP 依

旧为高标准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

定。

2021年 9月 16日，中国商务

部部长王文涛向 CPTPP保存方新西

兰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提交

中国正式申请加入 CPTPP的书面信

函。双方还举行电话会议，就中方正

式申请加入的有关后续工作进行沟

通。中国渔船队规模世界第一，海洋

捕捞机动渔船达 136，784艘，其中

远洋捕捞渔船达 2，705艘。CPTPP

在环境领域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规

则体系，其中的第 20.16条还专门

涉及海洋捕捞渔业，加入 CPTPP必

定会对中国海洋捕捞渔业，尤其是

远洋渔业产生影响，因此有必要对

CPTPP中相关条款进行深入分析，

并提出应对方案。

二、海洋捕捞渔业已成为

CPTPP关注重点

CPTPP是在环保环境的大背景

下，关注海洋捕捞渔业问题。CPTPP

的第 20章为环境，CPTPP对于环境

保护提出较高要求。一国经济发展

渔业条款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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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与该国的环境保护存在倒“U”

型，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见图 1）。

历史上，经过“拐点”之后，环境质量

改善，主要源自于生产转移（即发达

国家将环境污染的企业转移至发展

中国家）和技术进步（即使用环境友

好型技术）。

伴随经济发展和环保意识提

升，对海洋捕捞渔业发展提出更高

的技术标准。在国际贸易领域，按照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ITES），对珍稀濒危海洋动物采用

诸如禁止贸易、严格限制贸易或贸

易许可等措施。部分国家和区域性

国际组织，通过渔获物合法证明书

制度、生态标签制度和口岸检查制

度等，对非法捕捞进行打击，禁止未

采取可持续捕捞方式获得的渔获物

进入市场。该类措施能有效打击非

法捕捞、保护珍稀濒危海洋动物。但

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之下，将

其顺利推行必须获得多边同意，仍

遇到一定挑战。上世纪 90年代，为

对海豚海龟等珍稀濒危海洋动物进

行保护，美国开始推行贸易限制措

施，因未与贸易伙伴做好沟通，引发

一系列贸易争端。因此在以美国为

主导的 TPP中，对相关问题给予高

度重视，在第 20 章环境中的第

20.16条专门对海洋捕捞渔业进行

讨论。CPTPP基本完全沿袭 TPP该

部分的内容。

截至 2021年 10月 1日，中国

已签署自贸协定 19个，涉及 26国

家 /地区。但是在现有已签署的自

由贸易协定中都没有专门涉及环境

保护的章节，更没有与海洋捕捞渔

业相关的内容，只在与原产地相关

的章节中才会涉及海洋捕捞渔业。

由此可见，海洋捕捞渔业已成为

CPTPP关注重点。

三、CPTPP中海洋捕捞渔

业相关条款

地球表面积的 71%为海洋，蕴

含着丰富的资源，全球水产品中约

85%来自海洋。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UNFAO）报告《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

状况 2020》指出 2018年全球海洋

捕捞 8440 万吨，全球海洋养殖

3080万吨。海洋生态环境恶化以及

渔业资源衰退，已经成为阻碍海洋

渔业健康发展的重要问题。

CPTPP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对

海洋渔业捕捞提出要求，相关内容

集中在第 20.16条海洋捕捞渔业。

制定该条款的宗旨为寻求海洋渔业

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平衡，既承

认渔业产品主要消费者、生产者和

贸易者的作用，以及捕鱼业者生计

的重要性，又承认海洋捕捞渔业的

命运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紧迫资源问

题以及渔业保护和实现渔业可持续

管理措施的重要性。

其中渔业补贴和非法、不报告

和 不 管 制（illegal，unreported

and unregulated，IUU）捕捞为其核

心问题。相关研究指出渔业补贴和

IUU捕捞存在直接关联。海洋渔业

资源属于全球公共资源，渔业补贴

往往通过奖励措施，成为过度捕捞

以及非法捕捞的变相鼓励，最终对

海洋渔业资源造成极大损害。虽然

存在国际渔业立法，但该问题并没

有得到真正解决，WTO成员方曾希

望通过贸易手段解决该问题，但是

各国不断增加的渔业补贴使得 IUU

捕捞更为猖獗。

因此，CPTPP要求缔约方承认，

渔业管理不足、造成过度捕捞和捕

捞能力过剩的渔业补贴以及 IUU捕

捞会对贸易、发展和环境造成重大

消极影响，并认识到有必要采取单

独和集体行动，以处理过度捕捞和

渔业资源不可持续利用的问题。

为此，每一缔约方应寻求实施

一套规范海洋野生鱼类捕捞的渔业

管理系统，此系统旨在：（a）防止过

度捕捞和捕捞能力过剩；（b）减少对

非目标物种和幼鱼的兼捕，包括通

过管制会造成兼捕的渔具和管制在

容易发生兼捕的区域的捕捞行为；

（c）促进该缔约方的人从事捕捞活

动的所有海洋渔业中被过度捕捞种

群的恢复。此管理系统应根据可获

得的最佳科学证据及国际公认的渔

业管理和保护最佳实践，此类实践

反映在旨在保证对海洋物种可持续

利用和保护的国际文件相关条款

中。

另外，每一缔约方应通过执行

和有效实施保护和管理措施，促进

对鲨鱼、海龟、海鸟和海洋哺乳类动

物的长期保护。此类措施应酌情包

括：（a）对于鲨鱼：收集物种特异性

数据、减少渔业兼捕的措施、捕捉

限额以及禁止活体割取鱼鳍；（b）对

于海龟、海鸟和海洋哺乳动物：减少

渔业兼捕的措施、保护和相关管理

措施、禁止性措施以及依照缔约方

参加的相关国际协定采取的其他措

施。

在美国退出 TPP之后，日本跃

升为亚太经济一体化的“领头羊”，

图 1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