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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的  

十大判断（下）  
 

李罗力 

 

判断六：近年来日本对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已经表现出越
来越大的热情。日本将结束长期以来的“去亚入欧”态势，将
重心逐渐转向东亚。但日本在与东亚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时
必须摆脱利已和尊大的阴影。日本与东盟自贸区的目标也将会
如期实现，并且日本将成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主体投资和引领这
个区域的经济科技向高端发展的主导力量。 

 
近年来，不仅中国而且日本对参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

也有了明显的转变。这里最深刻的原因是日本对外经济正在发
生一个根本性的方向转换。由于日本国内经济衰退已长达 10
年，因此如何振兴国内经济已成为日本的当务之急，而目前欧
美经济的衰退和市场的萎缩，使它不得不把更多的贸易和投资
注意力转向东亚国家和地区，由此导致它在经济上越来越依赖
东亚，背离美欧，从而结束“去亚入欧”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例如日本贸易振兴会不久前修订了它的战略：不再以美国和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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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而是以亚洲作为投资的重点。日本经济越来越重视亚洲也
反映在统计数字上：自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与其邻国的
贸易额就超过了对美贸易额。目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贸易甚
至盖过了对美国和欧盟的贸易。美国作为日本经济伙伴的重要
性正在消失：2002 年，日本从中国的进口额首次超过了美国。
在对亚洲贸易额猛增的同时，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明显地流
向亚洲：从 1999 年到 2002 年的短短 3 年内，对亚洲国家的直
接投资额已从占总额的 10%提高到 19.5%。其中在中国的投资从
占总额的 1.1%迅速提高到 4.6%。据日本贸易振兴会的统计，90%
以上的日本公司在亚洲国家设厂，其中在中国设厂的数目最多，
占压倒优势；将近一半的公司到 2004 年之前都将扩大它们在海
外的投资，其中主要是在中国。经济上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使日
本必然要加强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合作。必然开始关注东亚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并尽快加入到当中来。 

对此最有说服力的是日本经济产业省制定的 2003 年版贸
易白皮书。据日本媒体透露说，该白皮书指出，日本企业正在
加速到东亚投资，东亚现在已经成为与北美相匹敌的收益来源
地。为了支援企业的活动，应该学习欧洲和北美的地区经济一
体化，推进东亚商业圈的制度化建设，并强调了加快与各国间
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必要性。此外，为了支持东亚的长期
发展，日本应该在能源、环保、实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等方
面作出积极贡献。白皮书说，在 2000 年度到东亚投资的日本企
业约为 7000 家，是 10 年前的约 2.4 倍。其中，中国吸引的日
本企业增长了 10 倍以上，达到了约 1700 家，在亚洲地区内的
比重正在急剧增加。白皮书认为，日本企业在东盟存在着优势。
在东盟建立最佳的分工体制，“从避免把风险向中国一极集中的
意义上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白皮书强调，政府有必要大力推
进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合作。东亚的经济合作考虑到将来东亚整
体的经济合作，日中韩和东盟都应该作出努力。应从战略角度
出发，把政府开发援助利用到东亚的知识产权保护等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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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善上。最后白皮书呼吁，要改变被动局面，从国家利益的
视点出发主动实施。 

日本内部形成的这种深刻的经济动机和市场需求的变化，
加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迅速起步和顺利进展对日本形成
了很大的压力，促使日本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的进程也在加速进
行。2002 年 1 月，日本首相小泉在对东南亚六国进行访问期间
提出了与东盟建立“一揽子经济合作构想”，在今年 10 月巴厘
岛峰会上与东盟领导人的会谈中，他又对东盟通过的《巴厘协
定 II》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此外在分别举行的双边会谈中，
他还对反对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活动、东盟的经济
一体化计划、组成亚洲债券市场作为地区融资的另一选择办法
等努力表示支持。而且从 2004 年开始，日本将同东盟就 10 年
内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协商。据《朝日新闻》得到的“日
本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草案说，日本将同东盟的 6 个主要
国家在 2012 年前缔结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心的“全面经济合作
协定”，而同越南等 4 个东盟中比较落后的国家，则在 2017 年
前签订协定。另据日本时事社报道，今年 12 月将在东京举行日
本与东盟的特别首脑会议，在该会议上将通过一个“宪章”，作
为今后加强日本与东盟双边关系的指针。日本有关方面正在为
此做准备。 

但是由于日本与中国不同，后者是刚刚富强起来的发展中
国家，前者则是当今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就决定了
日本在加入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目标与态度同中国有了很大
的不同。正如前面白皮书和其他有关资料所显示的那样，日本
主要着眼于四点：一是通过经济合作完善东亚地区国际分工结
构，保证日本全球化经济活动在东亚的阵地、提高日本企业在
亚洲己有的商贸网络组织的效率；二是希望区域经济合作压力
能够转化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催化剂，特别是在金融服务贸
易领域；三是在于缔约国经济制度标准化或一体化所带来的利
益，认为能够满足日本最大利益要求的是在标准和认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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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保护、电于商务、竞争政策等方面的合作；四是在于
缔约方能够在农业林业和水产业、医疗保健与养老护理劳务方
面进一步放宽对日限制，促进市场开放。 

有批评者认为，日本对参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这种过于
利已和过于尊大的理念，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和因素。这一
点特别在今年 10 月巴厘岛举行的东盟第九次首脑峰会上引起
了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的不满。据媒体报道，在 10 月 8 日闭幕
的东盟首脑会议上，区域内各国纷纷对日本表示失望和担心。
可以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通过展开猛烈的经济外交攻势急
剧接近东盟，而日本却削减政府开支援助，在与东盟缔结自由
贸易协定方面动作迟缓，东盟对此感到不满。新加坡总理吴作
栋在 8 日的东盟首脑会议上说，日本过去多年来在同东盟关系
方面，一直起到领头雁的作用，但 “日本现在是落到地上冬眠
的大雁。”泰国高官说：“希望日本认识到已经存在对日本感到
失望的现实，想办法加强与东盟的关系。”新加坡高官说：“希
望充分说明日本与东盟合作的姿态，以看得见的方式提出日本
的基本政策。”越南高官说：“同中国及印度相比，同日本间还
有些阴影存在。”东盟的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外交人士的话代表了
东盟的立场，他说：“日本是重要的伙伴，这一点没有变，但是
我们希望同日本拥有对等的关系。” 有评论甚至认为，从日本
1977 年与东盟举行首脑会谈以来，目前日本和东盟都认为双方
关系处在十字路口上。 

不过我的判断是，由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及东亚经济形势
的变化，同时也由于内部经济利益驱动的变化，日本对参与东
亚经济一体化的态度应当会越来越积极，它与东盟国家、与中
国和韩国在合作中所采取的态度、目标和要求，也应当会越来
越务实，越来越摆脱利已和尊大的阴影。我乐观地认为，日本
将会如期实现与东盟建成自贸区的目标，并且还会对东亚经济
一体化的进程发挥越来越积极的作用。由于日本是世界最重要
的发达国家之一，日本过去和现在都是亚洲主要的投资者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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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的引领者，因此它将成为最大的主体投资和引领这个区域
的经济科技向高端发展的主导力量，并且会在东亚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中长期发挥这样一种重要的作用。 

 
判断七：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不仅将大

大晚于和落后于东盟自贸区，而且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过程中，它将是最困难和最复杂的一个门槛，是整个东亚经济
一体化的功败垂成的关键。 

 
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目前大大晚于和落

后于东盟自贸区。这三国的经贸合作于 20 世纪 80 年代才刚刚
起步，建立区域合作经济体系的构想则起步更晚，基本上是在
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才提出。目前三国的合作机制只是局限于“对
话”框架内。但三国相互之间的双边合作则已经迈出了步伐。
日韩方面，1998 年 10 月，韩国总统金大中在日本访问期间，
首次提出了两国应在新世纪建立新的双边关系的建议，1999 年
3 月，两国共同发表了以“通向 21 世纪更紧密的日韩经济关系”
为题的研究报告，日韩双方都认为通过振兴两国贸易、投资等
经济活动和加强彼此的经济联系，可以巩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
进一步迈入 21 世纪。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两国必须尽可能消除
存在的各种障碍，并同意在投资促进、税收条约、标准认证部
门的合作以及知识产权部门的合作和 WTO 新一轮谈判等领域开
展合作。中韩方面，2000 年 10 月中韩两国首脑决定探索两国
中长期经济合作方案，2001 年双方就共同设立《21 世纪中韩（韩
中）经济合作研究会》事宜达成初步协议，同意共同加强中韩
经济的中长期合作研究，将合作研究成果作为向两国政府部门
提出政策建议的依据，推动两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事实上，中日韩三国所要构建的东北亚自贸区也许是难度
最大的。尽管这三个国家从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越来越接近，
而且相互之间的经济依赖度越来越强，应该说具备了相当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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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经济共同体的条件，但实际上却由于各种敏感的历史、
经济和政治的原因，导致这三国所要建立的经济共同体其复杂
程度要远远超过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建立，更超过东盟自贸区
的建立，甚至也超过其中任何一国与东盟所建立的 10+1 自贸
区。从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否实现实际上是整个东亚自由贸易区
能否实现关键，而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这个现实可能性。
因为即使目前正在进行的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双边合作协定，也
处于走走停停的状态。所以我的判断是，在整个东亚区域经济
一体化过程中，它将是最困难和最复杂的一个门槛，是整个东
亚经济一体化的功败垂成的关键。 

 
判断八：印度正在引人注目地迅速加入到与东盟建立区域

经济合作体系的行列中来，成为第四个 10+1 区域经济合作体
系。不仅如此，印度与东盟建立 10+1 自贸区的进程甚至可能超
过日本和韩国。印度的行动具有深刻的意义，将会改变东亚经
济合作格局。 

 
事实上目前这种迹象已经显现出来。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

动向是印度正在已非常积极的态度，快速迈进东亚区域经济合
作的进程。印度是从去年即 2002 年 11 月的东盟首脑会议之后
才开始与东盟密切接触的，但是在今年 10 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
应邀出席东盟第九次首脑峰会时，已经表现出比日本和韩国领
导人更积极得多的热情和信心。他不仅与中、日、韩领导人一
样对东盟第九次峰会通过的《巴厘协约 II》以及东盟的经济一
体化计划表示了强有力的支持，而且与中国领导人一样，加入
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涉及东盟政治和安全的重要条
约。同时在 8 日举行的首脑会议上，印度与东盟将就举行自由
贸易协定谈判达成了一致。据媒体透露出的“印度与东盟全面
经济合作框架”草案说，印度也要同东盟的主要国家在 2011 年
前，同东盟中的落后国家在 2016 年前（两项指标均比日本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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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实现以自由贸易协定为核心的经济合作。不仅如此，瓦
杰帕伊还向东盟经济界人士提出了一项铁道建设计划：从新德
里跨越泰国、新加坡，直达越南。印度总理所表现出的积极姿
态获得了东盟国家的欢迎，东盟成员国都纷纷要求同瓦杰帕伊
总理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印度尼西亚、文莱、新加坡、马来西
亚和泰国等 5国，都将从 2004 年开始同印度进行自由贸易协定
谈判。印度尼西亚政府官员会后指出，同印度的谈判进展很快，
并且具有实质意义。 

由此我有一个新的判断，那就是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可
能将伴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进行，以印度现在的努力
和决心来看，它与东盟建立经济共同体的进展可能会超过日本
和韩国，届时就会有第四个 10+1 的自贸区出现，而且印度与东
盟的自贸区有可能会走得更快。到那时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
进程和格局将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印度的加盟不仅对东亚而且
对整个亚洲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都会发生深远的根本的影
响。 

 
判断九：印度作为泛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先锋，其行动将会

对俄罗斯和其他南亚及中亚国家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随着印
度的加盟，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会加速到来。而澳、新甚
至美国的加盟，可能会使 APEC 组织成为泛东亚经济共同体的最
大载体。 

 
这个判断目前还没有太多的事实根据。但总体趋势应该是

不会错的。印度现在已经走在前头，俄罗斯也已经表现出要加
盟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意向。另外中亚地区国家通过上海合
作组织正在与中亚地区联系起来，而且目前这个合作组织也出
现了从地区安全组织开始向区域经济组织过渡的趋势。至于
APEC，本来就是一个大范围和松散的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话协商
机制，这种环太平洋的亚太经合组织，存在着向泛东亚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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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作体系发展的天然合理性，尤其是当美国感到它不能对东
亚区域经济合作置身事外时，它就可能成为 APEC 向泛东亚经济
共同体转变的最大推动力。另外还有几个会起关键作用的国家，
这其中就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他们现在已经分别在同日本、
新加坡及中国讨论实现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事宜，它们很可能
成为亚洲之外最早进入泛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国家。 

 
判断十：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我在这里所做出的判断是大胆的，但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

或根据目前发展的趋势做出的。 
1、首先是东盟自贸区要在 2005 年建立起来，这已成为定

局。 
2、其次是 2010 年前后将建立起中国与东盟 10+1 自贸区，

这个计划由于中国与东盟框架协议的签订而正在成为现实。 
3、第三是日本与东盟自贸区、印度与东盟自贸区、韩国与

东盟自贸区有可能在 2010 至 2020 年期间建成。目前日本与印
度都已经公布了这个时间表，我认为实现的可能性很大。 

3、第四是在上述区域经济合作的目标实现后，中日韩东北
亚自贸区的很多诉求和目标也就比较容易沟通和谈判了。因此
我判断这个自贸区将在2020至 2030年前后建立起来.从目前中
日韩三国已在加速合作进程的意向和所具备的条件来看，对于
这个时间表的判断也可能会过于保守； 

4、第五是在上述基础上将建成整个东亚的自由贸易区，估
计可能会快于欧盟和北美自贸区的进程，于 2040 年之前实现。 

6、第六是在这个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陆续建立起
一个或多个泛东亚自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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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第 1期） 

9.佟福全：《亚洲经济区域化力量增强》（香港《大公报》2003-年 1 月 30

日）   

10.刘樊德：《民族主义与亚洲地区合作》 (《当代亚太》，2003 年第 2期) 

11.蔡鹏鸿：《次区域经济合作与东亚国际格局的变动》 (《世界经济研究》，

2003 年 3 月 25 日，总第 109 期) 

12.陈虹：《共享增长：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现实与思考》（《国际经济评论》

2003 年 9-10 月第 5期 ） 

13.晓樟 刘庆国 ：《东盟峰会致力区域经济合作》（香港《经济导报》2003

年 10 月 13 日第 41 期） 

14.张蕴岭：《为什么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中国经济评论》2003 年 9-10

月第 5期） 
 

作者系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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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库快参》是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印的一种内部参阅资料。

《脑库快参》的对象是社会精英和高品味的读者群：各级政

府决策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学者及海内外各类企业和机构的

高层管理者。 

《脑库快参》以重大政策和重大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研究为

主要内容，同时选登国内外最新重要经济动态和信息，发表富有

价值和启发性的评论文章。 

《脑库快参》注重思想性、启发性和政策性，努力做到思想

敏锐、观点鲜明和理论超前，同时坚持文字上的生动活泼和流畅

可读。 

《脑库快参》将不定期编印，每期一个主题，每篇文章三、

五千字甚至更长一些不等。 

《脑库快参》以综合开发研究院研究人员所撰写和摘编的稿

件为主，同时也广泛欢迎社会各界及学者积极参与。 

 

 

地址：深圳市银湖路金湖一街 CDI 大厦           邮编：518029 
电话：0755-82487878、82471317                传真：0755-82410997 
网址：http://www.cdi.com.cn   
联系人：  郑宇劼  电邮：zyj@cdi.com.cn 
责任编辑：张朝中  电邮：zhangchzh@cdi.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