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盟與中國香港的《自由貿易協定》  

 

東盟成員國關稅削減承諾摘要  

 

 

 東盟成員國同意於東盟與中國香港的《自由貿易協

定》（《自貿協定》）生效後，對香港原產貨物撤銷∕削減

關稅。整體而言，《自貿協定》下可享有關稅撤銷∕削減的

關 稅 稅 目 已 根 據 於 以 下 網 址 列 出 的 模 式 作 出 分 類 ：

https://www.tid.gov.hk/english/ita/fta/hkasean/files/AHKFTA_Chapter_2_Ann

ex_2-1.pdf（只有英文版本）。東盟成員國的關稅削減承諾概述

如下：  

 

文萊  

 

2 .  文萊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其約

78%關稅稅目的關稅。事實上，大部分該關稅稅目的適用關

稅稅率已經為零。此外，文萊承諾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撤銷另外約 8%關稅稅目的關稅，於 12 年內（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5%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並於 14 年

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5%關稅稅目的關稅至不

多於 50%。約 4%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貨物不會享有

任何關稅削減。  

 

3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寶石及首飾；以及部分鞋履。  

 

柬埔寨  

 

4 .  柬埔寨承諾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撤銷其

約 48%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 15 年內（即不遲於 2033 年）

撤銷另外約 15%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柬埔寨承諾於 17 年

內（即不遲於 2035 年）削減其約 10%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

5%，並於 20 年內（即不遲於 2038 年）削減另外 10%關稅稅

目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17%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

關貨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https://www.tid.gov.hk/english/ita/fta/hkasean/files/AHKFTA_Chapter_2_Annex_2-1.pdf
https://www.tid.gov.hk/english/ita/fta/hkasean/files/AHKFTA_Chapter_2_Annex_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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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舉例來說，可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特種梭織物；部分紙及紙板；部

分煙草及製成的煙草代替品；印刷業的部分產品；以及部分

鋁製品等。  

 

印尼  

 

6 .  印尼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其約

47%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撤

銷另外約 24%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印尼承諾於 12 年內

（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6%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14 年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5%關稅稅目

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18%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

貨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7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到 2021 年）享有免關

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鋼鐵製品；部分精油∕香膏、香水、

化妝品及梳洗用品；部分銅製品；部分煙草及製成的煙草代

替品；以及部分特種梭織物等。  

 

老撾  

 

8 .  老撾承諾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撤銷其約

50%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 15 年內（即不遲於 2033 年）

撤銷另外約 15%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老撾承諾於 17 年內

（即不遲於 2035 年）削減其約 10%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20 年內（即不遲於 2038 年）削減另外 10%關稅稅目的

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15%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貨

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9 .  舉例來說，可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紙及紙板；部分塑膠製品；部分

賤金屬製品；部分特種梭織物；以及部分寶石及首飾等。  

 

馬來西亞  

 

10 .  馬來西亞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

其約 65%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



- 3 - 

 

撤銷另外約 20%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馬來西亞承諾於 12

年內（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5%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

5%，並於 14 年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5%關稅

稅目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5%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

相關貨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11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銅製品；部分精油∕香膏、香水、

化妝品及梳洗用品；部分玻璃及玻璃製品；部分寶石及首飾；

以及部分光學、攝影、電影攝影、量度、檢查、精密、內科

或外科儀器及器具等。  

 

緬甸  

 

12 .  緬甸承諾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撤銷其約

47%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 15 年內（即不遲於 2033 年）

撤銷另外約 14%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緬甸承諾於 17 年內

（即不遲於 2035 年）削減其約 10%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20 年內（即不遲於 2038 年）削減另外約 10%關稅稅目

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19%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貨

物將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13 .  舉例來說，可於八年內（即不遲於 2026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石油或從瀝青礦物提取的油；部

分精油∕香膏、香水、化妝品及梳洗用品；部分拉鍊及零件；

部分紙及紙板；以及部分光學、攝影、電影攝影、量度、檢

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等。  

 

菲律賓  

 

14 .  菲律賓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其

約 61%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

撤銷另外約 20%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菲律賓承諾於 12 年

內（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5%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14 年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6%關稅稅目

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8%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貨

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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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煙草及製成的煙草代替品；部分

電子產品；部分光學、攝影、電影攝影、量度、檢查、精密、

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部分精油∕香膏、香水、化妝品及

梳洗用品；以及部分無機化學產品等。  

 

新加坡  

 

16 .  當《自貿協定》生效時，新加坡承諾對所有《自貿

協定》下的原產貨物撤銷關稅。  

 

泰國  

 

17 .  泰國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其約

63%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撤

銷另外約 19%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泰國承諾於 12 年內

（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5%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14 年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10%關稅稅目

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4%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貨

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18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寶石及首飾；部分鋁製品；部分

精油∕香膏、香水、化妝品及梳洗用品；部分無機化學產品；

以及部分鋼鐵製品等。  

 

越南  

 

19 .  越南承諾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撤銷其約

48%關稅稅目的關稅，以及於十年內（即不遲於 2028 年）撤

銷另外約 24%關稅稅目的關稅。此外，越南承諾於 12 年內

（即不遲於 2030 年）削減其約 4%關稅稅目的關稅至 0-5%，

並於 14 年內（即不遲於 2032 年）削減另外約 5%關稅稅目

的關稅至不多於 50%。約 19%的關稅稅目屬豁免清單，相關

貨物不會享有任何關稅削減。  

 

20 .  舉例來說，可於三年內（即不遲於 2021 年）享有

免關稅待遇的貨物包括部分鋼鐵製品；部分精油∕香膏、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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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化妝品及梳洗用品；部分特種梭織物；部分塑膠製品；

以及部分紙及紙板等。  

 

關稅削減承諾  

 

21 .  有關關稅削減承諾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  

 

  貨物貿易：按東盟成員國分類的關稅削減承諾 -  

https://www.tid.gov.hk/tc_chi/ita/fta/hkasean/text_agreement.html 

 

  貨物貿易：按商品分類的關稅削減承諾 -

https://www.tid.gov.hk/tc_chi/ita/fta/hkasean/tig.html 

 

查詢  

 

22 .  就《自貿協定》下優惠關稅稅率的網上查詢服務，

請瀏覽以下關稅查詢表格的網址：  

https://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tariffenquiry/tariffenquiry.html。 

 

 

 

完 

https://www.tid.gov.hk/tc_chi/ita/fta/hkasean/text_agreement.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ita/fta/hkasean/tig.html
https://www.tid.gov.hk/tc_chi/trade_relations/tariffenquiry/tariffenquiry.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