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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
17日就中澳两国正式签署《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互致贺信。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中澳建交43
年来，经贸合作成果丰硕，利益交融不
断加深，人文交往日益密切。签署自贸
协定，将为两国实现优势互补、密切互
利合作，提供更高的平台和更完善的制
度保障，也将为亚太地区发展高水平的
经贸安排产生示范效应，有助于推动亚
太经济一体化进程。

习近平强调，中澳同为亚太大家庭
的重要成员， 中方愿与澳方共同努力，
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遵
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以签署
自贸协定为契机，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持续稳定发展，促进亚太地区乃

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阿博特在贺信中指出， 澳中自贸协

定将使两国的贸易和投资更为自由，使
两国关系更为紧密， 我期待着两国从中
受益。 澳中自贸协定也是一个历史性的
协定，它不仅将促进两国经济增长，对于
我们所在区域的国家来说， 还将是未来
经济一体化的典范。

据新华社堪培拉6月17日电 中国
商务部部长高虎城与澳大利亚贸易与投
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17日在澳大利亚
堪培拉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 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出席
签字仪式。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于2005年4月启
动， 历时十年。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 国家
主席习近平2014年11月对澳大利亚进行
国事访问期间， 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共

同确认并宣布实质性结束谈判。 此次协定
正式签署， 为两国分别履行各自国内批准
程序、 使协定尽快生效奠定了基础。

澳大利亚是经济总量较大的主要发
达经济体， 是全球农产品和能矿产品主
要出口国， 有着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和
与之相匹配的法律制度及治理模式。

中澳自贸协定签署， 是我国在加快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进程中迈出的重要而坚实的一步， 对我
国在“新常态” 下全面深化改革， 构建开
放型经济新体制将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澳自贸协定也是继韩国之后， 我
国与亚太地区又一个重要经济体签署的
自贸协定。 这对于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 （RCEP） 和亚太自由贸易区
（FTAAP） 进程以及加快亚太地区经济
一体化进程、 实现区域共同发展和繁荣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周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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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
涵盖货物、服务、投资等十几个领域，
预计减税过渡期后，双方最终实现零
关税的税目占比和贸易额占比将大
大超过一般自贸协定中90%的水平。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将给我国
百姓生活、企业投资和出口带来哪些
影响？

丰富百姓“菜篮子”
在中澳自贸协定下，牛肉、乳制

品、葡萄酒、龙虾和鲍鱼等农水产品
的自由化将丰富国内市场结构，使消
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并享受价格
上的优惠。

牛肉：我国设置10年过渡期，实
现完全自由化后，平均税率由目前的
15.5%降为零；

乳制品： 我国设置5年、10年和
12年的过渡期， 实现完全自由化后，
平均税率由目前的12.3%降为零。其
中，奶粉现行10%的关税将在协定生
效后12年降为零；

葡萄酒：我国设置5年过渡期，实
现完全自由化后，平均税率由目前的
34.7%降为零；

虾蟹类产品： 我国设置5年过渡
期，实现完全自由化后，税率将降为
零。

中企赴澳投资更便捷
在服务领域， 澳方承诺自协定生

效时对中方以负面清单方式开放服务
部门， 成为世界上首个对我国以负面
清单方式作出服务贸易承诺的国家。

在投资领域，双方自协定生效时
起将相互给予最惠国待遇；澳方同时
将对中国企业赴澳投资降低审查门
槛，并作出便利化安排。此外，协定签
订后，澳大利亚签证审批流程也将变
得更便宜、更简单，大大方便了两国
人民到对方国家出游、工作与学习。

“中国制造”增加对澳出口
在货物领域，双方各有占出口贸

易额85.4%的产品将在协定生效时
立即实现零关税。 减税过渡期后，澳
大利亚最终实现零关税的税目占比
和贸易额占比将达到100%。

我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货物贸
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一大
出口目的地。零关税将利好我国优势
产品的出口，比如电子产品、纺织服
装、箱包、农业机械设备等。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中澳正式签署自贸协定
习近平与阿博特互致贺信

6月17日，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国家美
术馆， 中国商务部部长高虎城 （左） 和澳大
利亚贸易与投资部部长安德鲁·罗布 （右） 在
分别代表两国政府正式签署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贸易协定》 后与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
博特合影。 新华社发

本版图表均为新华社发

中澳自贸协定谈判
于2005年4月启动，历时10年

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7个，涉及22个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