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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初始条款和一般定义 

A 节：初始条款 

第 1.1 条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在与《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24 条和《服务贸易

总协定》第 5 条相一致的基础上，缔约方特此依照本协定条款建

立一自由贸易区。 

第 1.2 条 与其他协定的关系 

1. 认识到缔约方有意使本协定与其现行国际协定并存，每一

缔约方确认： 

(a) 对于包括《WTO 协定》在内的所有缔约方均为参

加方的现行国际协定而言，其与其他缔约方有关的

现有权利和义务；及 

(b) 对于该缔约方和至少一其他缔约方为参加方的现行

国际协定而言，针对该另一个或多个缔约方的现有

权利和义务(视具体情况而定)。 

2. 如一缔约方认为，本协定一条款与该缔约方和至少一其他

缔约方为参加方的另一协定一条款不一致，则应请求，该另一协

定相关缔约方应进行磋商，以期达成双方满意的解决办法。本款

不损害一缔约方在第 28 章(争端解决)下的权利和义务。1 

 

 

 
1 就本协定的适用而言，缔约方同意，一协定对货物、服务、投资或人所给予的待遇优于本

协定项下所给予待遇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存在第 2 款范围内的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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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节：一般定义 

第 1.3 条 一般定义 

就本协定而言，除非本协定中另有规定： 

《反倾销协定》指《WTO 协定》附件 1A 中所列《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6 条的协定》； 

本协定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APEC 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中央一级政府对于每一缔约方的含义在附件1-A(缔约方特定定义)

中列出； 

自贸协定委员会指根据第27.1条(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的设立)

设立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委员会； 

涵盖投资，对于一缔约方，指截至本协定对相关缔约方生效之日

在一缔约方领土内存在的另一缔约方投资者的投资，或在此后设

立、获得或扩大的投资； 

海关指根据一缔约方法律负责执行海关法律、法规和(如适用)政

策的主管机关，海关对于每一缔约方的含义在附件 1-A(缔约方特

定定义)中列出； 

关税包括对货物进口征收的或与货物进口有关的任何种类的税费，

以及与此种进口有关的任何附加税或附加费，但不包括下列各项： 

(a) 以与 GATT 1994 第 3 条第 2 款相一致的方式征收的

等于一国内税的费用； 

(b) 与进口有关的、与所提供服务的成本相当的规费或

其他费用；或 

(c) 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 

《海关估价协定》指《WTO 协定》附件 1A 中所列《关于实施

1994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 7 条的协定》； 

天指日历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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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指根据适用法律组建或组织的任何实体，无论是否以营利为

目的，也无论是由私人或政府所有或控制，包括任何公司、信托、

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合资企业、协会或类似组织； 

现行指在本协定生效之日有效的； 

GATS 指《WTO 协定》附件 1B 中所列《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T 1994 指《WTO 协定》附件 1A 中所列《1994 年关税与贸

易总协定》； 

货物指任何商品、产品、物品或材料； 

一缔约方的货物指在 GATT 1994 中所理解的国内产品或缔约方可

能同意的货物，包括一缔约方的原产货物； 

政府采购指政府为政府目的而获得货物或服务的使用权、购买货

物或服务或两者的任何组合的过程，不以商业销售或转售为目的

或不以用于供商业销售或转售的货物的生产或服务的供应为目的； 

协调制度(HS)指《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包括缔约方在各

自法律中采用和实施的归类总规则、类注释、章注释和子目注释； 

品目指协调制度下税则归类编号的前 4 位数字； 

措施包括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要求或做法； 

国民指根据附件 1-A(缔约方特定定义)“具有一缔约方国籍的自然

人”，或缔约方的永久居民； 

原产指符合第 3 章(原产地规则和原产地程序)或第 4 章(纺织品和

服装)中所列原产地规则的原产情况； 

缔约方指本协定对其生效的任何国家或单独关税区； 

人指一自然人或一企业； 

缔约方的人指缔约方的一国民或一企业； 

 



4 

1-4 

优惠关税待遇指根据附件2-D(关税承诺)所列每一缔约方关税减让

表中适用于一原产货物的关税税率； 

回收材料指由下列过程产生的以一个或多个单独零件形式存在的

材料： 

(a) 将使用过的货物拆解为单独零件；及 

(b) 为使这些零件达到良好工况所必需进行的清洗、检

验、测试或其他处理； 

再制造货物指归入协调制度第 84章至第 90章或品目 94.02的一货

物，但归入品目 84.18、85.09、85.10、85.16 和 87.03 或子目

8414.51、8450.11、8450.12、8508.11 和 8517.11 的货物除外，该

货物全部或部分由回收材料组成并： 

(a) 具备与货物全新状态时的相似使用寿命和相同或相

似性能；及 

(b) 附有与适用于货物全新状态时的工厂保证书相似的

工厂保证书； 

地区一级政府对于每一缔约方的含义列在附件 1-A (缔约方特定定

义)中； 

《保障措施协定》指《WTO 协定》附件 1A 中所列《保障措施协

定》； 

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指《SPS 协定》附件 A 第 1 款中所指的任何

措施； 

《SCM协定》指《WTO协定》附件 1A中所列《补贴与反补贴措

施协定》； 

中小企业指中小型企业，包括微型企业； 

《SPS 协定》指《WTO 协定》附件 1A 中所列《实施卫生与植物

卫生措施协定》； 

国家企业指缔约方拥有的或通过所有权权益控制的企业； 

子目指协调制度下税则归类编号的前 6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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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土对于每一缔约方的定义列在附件 1-A (缔约方特定定义)中； 

纺织品或服装指附件4-A(纺织品和服装特定产品原产地规则)中所

列货物； 

《TRIPS 协定》指《WTO 协定》附件 1C 中所列《与贸易有关的

知识产权协定》；2 

WTO 指世界贸易组织；以及 

《WTO协定》指 1994年 4月 15日订于马拉喀什的《马拉喀什建

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 

 
2 为进一步明确，《TRIPS 协定》包括 WTO 成员依照《WTO 协定》授予的在缔约方之间有

效的、对于《TRIPS 协定》任何条款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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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A 

缔约方特定定义 

关于第 1.3条(一般定义)，就本协定而言，除非本协定中另

有规定： 

中央一级政府指： 

(a) 对于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b) 对于文莱达鲁萨兰国，国家一级政府； 

(c) 对于加拿大，加拿大政府； 

(d) 对于智利，国家一级政府； 

(e) 对于日本，日本政府； 

(f) 对于马来西亚，联邦一级政府； 

(g) 对于墨西哥，联邦一级政府； 

(h) 对于新西兰，国家一级政府； 

(i) 对于秘鲁，国家一级政府； 

(j) 对于新加坡，国家一级政府； 

(k) 对于美国，联邦一级政府；以及 

(l) 对于越南，国家一级政府； 

海关指：  

(a) 对于澳大利亚，移民与边境保护部； 

(b) 对于文莱达鲁萨兰国，皇家海关与关税司； 

(c) 对于加拿大，加拿大边境服务署； 

(d) 对于智利，智利国家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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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对于日本，财务省； 

(f) 对于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皇家海关总署； 

(g) 对于墨西哥，财政和公共信贷部； 

(h) 对于新西兰，新西兰海关总署； 

(i) 对于秘鲁，国家海关和税务总局； 

(j) 对于新加坡，新加坡海关； 

(k) 对于美国，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同时，在涉及

与执法、信息共享和调查有关的条款时，亦指美国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如适用)；以及 

(l) 对于越南，越南海关总局， 

或此类海关机关的任何后继单位； 

具有一缔约方国籍的自然人指： 

(a) 对于澳大利亚，属经不时修正的《2007 年澳大利亚

公民法》或任何后继法律中所规定的澳大利亚公民

的自然人； 

(b) 对于文莱达鲁萨兰国，文莱达鲁萨兰国法律规定的

苏丹和国家元首的国民； 

(c) 对于加拿大，属加拿大法律规定的加拿大公民的自

然人； 

(d) 对于智利，智利共和国《政治宪法》第 10条中所规

定的智利人； 

(e) 对于日本，根据日本法律具有日本国籍的自然人； 

(f) 对于马来西亚，属其法律法规所规定的马来西亚公

民的自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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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对于墨西哥，依照其适用法律具有墨西哥国籍的人； 

(h) 对于新西兰，属经不时修正的《1977 年公民法》或

任何后继法律中所规定的公民的自然人； 

(i) 对于秘鲁，依照秘鲁《政治宪法》及其他相关国内

法以生来、入籍或选择国籍的方式具有秘鲁国籍的

自然人； 

(j) 对于新加坡，在新加坡《宪法》及其国内法律范围

内属新加坡公民的人； 

(k) 对于美国，《移民和国籍法》中所规定的“美国的国

民”；以及 

(l) 对于越南，属其《宪法》和国内法律范围内的越南

公民的自然人； 

地区一级政府指： 

(a) 对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州、澳大利亚首都地区

或北方领土地区； 

(b) 对于文莱达鲁萨兰国，地区一级政府一词不适用； 

(c) 对于加拿大，省级或地区级政府； 

(d) 对于智利，作为统一的共和国，地区一级政府一词

不适用； 

(e) 对于日本，地区一级政府一词不适用； 

(f) 对于马来西亚，符合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的马来西亚

联邦的州； 

(g) 对于墨西哥，墨西哥合众国的州； 

(h) 对于新西兰，地区一级政府一词不适用； 

(i) 对于秘鲁，符合秘鲁《政治宪法》和其他适用法律

的地区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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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对于新加坡，地区一级政府一词不适用； 

(k) 对于美国，美国的州、哥伦比亚特区或波多黎各；

以及 

(l) 对于越南，地区一级政府一词不适用；以及 

领土指： 

(a) 对于澳大利亚，澳大利亚的领土： 

(i) 不包括除诺福克岛领土、圣诞岛领土、科科

斯(基灵)群岛领土、阿什莫尔和卡地尔群岛

领土、赫德岛和麦克唐纳群岛领土及珊瑚海

群岛领土以外的所有外部领土；及 

(ii) 包括澳大利亚依照国际法行使主权权利或管

辖权的澳大利亚领空、领海、毗连区、专属

经济区和大陆架； 

(b) 对于文莱达鲁萨兰国，文莱达鲁萨兰国的陆地领土、

内水和领海，延伸至领海上空及其行使主权的海床

和底土，以及根据符合国际法的文莱达鲁萨兰国法

律，已经指定为或未来可能指定为文莱达鲁萨兰国

对海床、底土及海床和底土上覆水域以及自然资源

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其领海范围外的海域；  

(c) 对于加拿大： 

(i) 陆地领土、领空、内水和领海； 

(ii) 由其符合 1982年 12月 10日订于蒙特哥湾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第五部分

的国内法所确定的加拿大专属经济区；以及 

(iii) 由其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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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的国内法所确定的加拿大大陆架； 

(d) 对于智利，其主权所涵盖的领地、领海、领空，以

及其依照国际法和国内法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e) 对于日本，日本的领土，以及日本依照包括《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日本法律法规行使

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领海外所有区域，包括其中的

海床和底土； 

(f) 对于马来西亚，其陆地领土、内水和领海，以及根

据其国内法并依照国际法，已经指定为或未来可能

指定为马来西亚对海床、底土及海床和底土的上覆

水域以及自然资源行使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位于其

领海外的任何海域； 

(g) 对于墨西哥： 

(i) 联邦的州和联邦区； 

(ii) 邻近海域中的岛屿，包括珊瑚礁和群岛； 

(iii) 位于太平洋中的瓜达卢佩和雷维亚希赫多群

岛； 

(iv) 此类岛屿、群岛和珊瑚礁的大陆架和海底大

陆架； 

(v) 符合国际法的领海水域及其内部海域； 

(vi) 符合国际法的其国土上方的空间；以及 

(vii) 依照包括 1982年 12 月 10日订于蒙特哥湾的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及其国

内法，墨西哥可以行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

墨西哥领海外的任何区域； 

(h) 对于新西兰，新西兰领土及其依照国际法对自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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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行使主权权利的专属经济区、海床和底土，但不

包括托克劳； 

(i) 对于秘鲁，秘鲁依照《政治宪法》及其他相关国内

法和国际法的规定，在秘鲁主权或主权权利和管辖

权之下的大陆领土、岛屿、海域及其上方的领空；  

(j) 对于新加坡，其陆地领土、内水和领海，以及根据

其国内法并依照国际法，已经指定为或未来可能指

定为新加坡可以对海、海床、底土以及自然资源行

使主权权利或管辖权的其领海外的任何海域； 

(k) 对于美国： 

(i) 美国的关境，包括50个州、哥伦比亚特区和

波多黎各； 

(ii) 位于美国和波多黎各的对外贸易区；以及 

(iii) 美国的领海，以及依照按《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所反映的习惯国际法，美国可以行使主

权权利或管辖权的其领海外的任何区域；以

及 

(l) 对于越南，陆地领土、岛屿、内水、领海及其上方

的领空，以及依照其国内法和国际法，越南行使主

权权利或管辖权的其领海外的海域，包括海床、底

土以及其中的自然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