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APEC 財政部長聯合宣言(中譯)
2019 年 10 月 15 日
智利聖地牙哥
1. 亞太經濟合作（APEC）經濟體財政部長，於 2019 年 10 月 15 日在
智利聖地牙哥，由智利財政部長 Felipe Larraín 閣下擔任主席召開第
26 屆財政部長會議。
全球及區域經濟
2. 我們支持 APEC 2019 年主題「聯結人群，建構未來」，討論當前經
濟及金融展望，分享採取妥適因應政策看法。
3. 自上次會議以來，全球成長疲軟且下行風險提升，展望 2020 年，雖
預期全球成長緩步回升，在全球不確定性增加下，經濟前景仍充滿
挑戰；最重要因素是貿易與地緣緊張加劇。我們將持續因應這些風
險，準備好採取進一步行動。
4. 在此情況下，我們重申總體經濟及結構性政策扮演重要角色，支持
我們為實現強勁、永續、創新、包容與帄衡成長所為努力，以提高
區域生活水準。我們承諾儘可能個別及共同採行貨幣、財政及結構
政策工具，確保全球成長回升。
5. 我們將持續執行全面且具彈性財政政策，以支持經濟成長及創造就
業；優先考慮包容性與優質投資，同時強化經濟與財政韌性，確保
公共債務未償餘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比率維持在可持續之軌
道上。
6. 貨幣政策應持續支持經濟活動並確保物價穩定且符合中央銀行規範。
強健基本面、健全政策及彈性國際貨幣制度為匯率穩定關鍵，可支
持強健與持續之成長與投資。彈性匯率可作為衝擊緩衝，我們認知
匯率過度波動或失序對經濟與財政穩定有負面影響，我們將避免匯
率競貶，不為競爭目的訂定目標匯率。
7. 我們強調國際貿易與投資對經濟成長、創新、創造就業機會及發展
之重要性。我們重申 2019 年 5 月貿易部長會議結論。
數位經濟促進金融整合與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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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效率、創新及具競爭力之金融市場對持續性成長至關重要。我們認
知科技創新可為金融系統及整體經濟帶來顯著效益。新科技可強化
金融監理工作，運用於 APEC 區域內廣大範圍產業，以促進及提升
依從度。但我們也察覺數位化產生安全考量等風險，包括防制洗錢
或資料保密相關議題，及準備與能力程度差距。
9. 我們將持續推動金融整合，發展有利競爭與有益市場狀態之監理架
構及促進 APEC 區域投資與創新之政策，同時解決新科技與工具產
生現存與新型態之風險。我們鼓勵分享跨市場推動金融創新經驗，
透過公私部門合作帄臺，促進創新金融產品之設計與運用。
10. 提升金融包容性對達成 APEC 區域永續成長極為重要。我們肯認透
過增進金融商品與服務可及性及使用度強化金融包容性之努力，承
諾持續推動，為婦女、貧困者、年輕人、年長者、身心障礙者、偏
鄉地區居民及中小企業縮小金融可及性差距。
11. 我們肯認健全金融消費者保護架構、金融教育與知識策略及誘因機
制，對確保金融包容性及推動金融健全制度之重要性。我們認知數
位經濟具有協助縮小差距之潛能，且有助瞭解消費者行為及設計可
大幅提升金融包容性、穩定與健全之金融商品。我們將依各經濟體
情況採取具體且有效之行動，改善金融包容性差距。
12. 我們樂見智利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支持下，發展自願
性 APEC 數位金融包容性路徑圖倡議，於 2020 年提交報告；實施該
倡議乃基於自願性及各經濟體準備程度。
巨災風險融資及保險
13. 我們認知災害衝擊增加政府支出及阻礙經濟活動，對災害成本主要
由政府承擔之經濟體可能增加財政風險，事前規劃風險融資有助政
府減少災害財政支出。我們體認 APEC 區域易受天然災害影響，重
申持續改善災害風險融資及保險策略重要性，以建立區域經濟體之
復原彈性。
14. 我們認知財政部門協調其他相關公、私部門共同參與有助提升財務
彈性。我們重申共同合作興趣，透過發展創新災害風險融資及保險
機制，提升區域財務彈性，尤其可透過保險及資本市場獲得優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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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復原彈性之基礎建設及其他風險移轉工具。
促進租稅確定性、合作及透明
15. 租稅確定性及租稅透明為投資決策之重要要素，且影響納稅依從及
經濟成長。因此，我們重申於 APEC 區域提升租稅確定性、打擊租
稅規避與逃漏之承諾。
16. 我們體認在該等領域合作之重要性，鼓勵所有會員經濟體持續努力，
朝向建立永續及現代化國際租稅制度，以提升確定性、透明及公帄。
我們持續支持在該等領域下廣泛落實國際租稅透明標準及能力建構
倡議。我們亦注意到，執行 OECD/G20 防止稅基侵蝕及利潤移轉
（BEPS）方案仍為 APEC 經濟體優先事項，體認透過 OECD/G20
BEPS 包容性架構，在 2020 年對數位化經濟租稅挑戰提出解決方案
之重要性。
加速基礎建設發展與融資
17. 基礎建設投資在實現成長潛能及達成發展目標扮演重要角色。我們
肯認會員經濟體之努力，持續承諾在 APEC 區域推動優質與可融資
基礎建設計畫之投資，提升經濟成長、增加生產力、創造就業機會
與包容性及促進區域整合。
18. 我們肯認將計畫之生命週期成本納入考量，改善基礎建設服務之經
濟效率，能提升 GDP 成長；我們將持續考量如何更佳地確保基礎建
設融資需求之努力符合可持續性融資實務。
19. 我們承諾全面實施 APEC 2015 年至 2025 年連結性藍圖，尤其在金
融基礎建設領域，透過金融合作提升連結性。我們支持國際與會員
經濟體金融機構及其他主要利益關係人之合作，為計畫提供多元及
永續財務支持，包括透過公私部門夥伴關係（PPP）。
20. 透過技術進步及創新方法加速可融資基礎建設計畫發展，將有助提
升區域彈性及維持經濟成長。藉由共同合作，我們能有效整合環境
與社會因素，建立對抗天然災害及其他相關風險之彈性。
執行宿霧行動計畫
21. 我們肯認會員經濟體執行宿霧行動計畫第 1 階段與第 2 階段各項倡
議所作努力，包括促進落實有意義改革之具體成果。考量 2016 年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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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 APEC 宿霧行動計畫執行策略將於明年結束，我們鼓勵於 2020
年期間進行調查及討論該計畫成果，為未來年度決定妥適策略。
其他議題
22. 我們瞭解數位科技發展帶來跨領域挑戰與機會，鼓勵會員經濟體藉
由分享實施相關結構改革倡議之經驗更進一步合作。我們樂見 2019
年 APEC 財長程序（FMP）與經濟委員會（EC）共同合作之 APEC
經濟政策報告（AEPR）－結構改革與數位經濟，該報告討論結構政
策如何運用數位經濟潛能，推動帄衡、包容、永續、創新及安全成
長。
23. 我們重申 APEC 財長程序（FMP）作為積極論壇，促進區域經濟體
間政策合作及經驗交流之重要性。
24. 我們感謝亞洲開發銀行（ADB）
、國際貨幣基金（IMF）
、OECD、世
界銀行集團（WBG）及 APEC 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持續支持
FMP 工作。
25. 感謝智利主辦今年 APEC FMP；我們 2020 年 10 月於馬來西亞第 27
屆會議再見。
附錄－2019 年成果
1. 我們樂見完成 2018 年開始之金融包容性能力建構方案及 OECD/金
融教育國際網絡（INFE）之 APEC 經濟體金融教育報告，感謝巴布
亞紐幾內亞與核心小組之領導及 APEC 政策支援小組支持。我們鼓
勵會員經濟體持續實施能力建構倡議以提升區域金融包容性。期待
2020 年收到 OECD/INFE 於 2019 年至 2020 年合作衡量全球金融知
識及包容性之區域報告。
2. 我們感謝 ABAC 及亞太金融論壇（APFF）發展 APEC 新興金融服
務資料生態圈路徑圖、貿易及供應鏈金融數位化策略及有效個人破
產制度基本要素。我們鼓勵有興趣之經濟體及國際組織與私部門合
作實施，樂見 ABAC 對金融包容性及整合提出之報告及建議。
3. 我們樂見 2019 年 9 月在日本，由 ABAC 與 ADB 研究機構主辦、發
展合作基金會協辦之亞太金融包容性論壇（APFIF）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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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們肯認金融基礎建設，特別是信用資訊之重要性，樂見 2019 年
10 月舉辦信用報告制度研討會，感謝 WBG、ABAC 及其他協助夥
伴於該領域持續支持。
5. 我們樂見 2019 年 7 月舉辦之「APEC 經濟體金融科技及監理科技政
策研討會」。
6. 我們注意到 2019 年 10 月智利舉辦
「整合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ESG）
要素納入投資決策研討會」及其主要重點。我們委託 OECD 撰擬
APEC 區域於金融市場實施 ESG 概要手冊，研究區域內監理合作之
有效措施及挑戰。
7. 我們感謝 DRFI 工作小組 2019 年協助會員經濟體改善災害致生經濟
及財務風險之努力；我們樂見 2019 年 3 月菲律賓、日本與 ADB 共
同舉辦聚焦災害風險財務管理之研討會。
8. 我們注意到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之工作及其建議。
9. 我們感謝 WBG 今年推動災害風險融資與保險活動之貢獻及支持，
樂見 2019 年 10 月智利財政部與 WBG 舉辦「強化災害財務風險管
理研討會」
。我們注意到 WBG 對基礎建設災害融資彈性之研究，及
ADB/OECD 就科技與創新對災害風險管理與融資之影響評估，期盼
2020 年提出最終報告及相關後續工作。
10. 我們讚揚 ABAC 與 APFF 以私部門角色參與 DRFI 工作小組相關工
作，提出連結保險之證券，發展運用先端科技強化災害風險融資及
保險之案例研究，及準備執行 2018 年財政部長採認微型保險路徑圖
相關活動。我們鼓勵有興趣之經濟體與工作小組合作推動該等倡
議。
11. 我們樂見 OECD 因應宿霧行動計畫，撰擬改善 APEC 經濟體打擊租
稅及其他金融犯罪能力報告，及 OECD/G20 BEPS 包容性架構解決
數位化經濟帶來租稅挑戰之近期進展。我們樂見 IMF/OECD 發布
2019 年租稅確定性進展報告，及透過稅務資訊透明及交換全球論壇
持續參與，與 OECD 在日本成立租稅與金融犯罪調查亞太學院，2019
年推動租稅確定、資訊交換、能力建構及相互協助之努力。
12. 為強化我們在租稅能力建構之努力，期待智利於 2020 年 3 月舉辦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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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BEPS、資訊交換、透明、租稅確定及推動良好租稅實務」研討會。
我們樂見進一步努力，包括 OECD 持續更新進展，及明年舉辦與現
行國際租稅工作相關之其他研討會。
13. 我們期待 OECD 與其他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在下次會議發表進度報告，
協助我們確認良好作法，提高 APEC 監理架構能力，吸引公共與私
人投資永續性及包容性基礎建設。
14. 我們樂見在宿霧行動計畫下之公私部門合作獲得進展，感謝在
ABAC 領導下，APFF、APFIF 及亞太基礎建設夥伴關係寶貴貢獻。
我們鼓勵公部門利益相關者，明年積極與私部門合作，進一步推動
該等倡議。
15. 我們樂見透過 APEC 與太帄洋聯盟在財政議題合作倡議之採認，與
太帄洋聯盟財長理事會合作之形式，奠定未來於共同關切領域合作
之基礎，結合推動力量並避免倡議重複。我們期盼進一步推進這項
工作。
16. 我們樂見 APEC/OECD 完成 APEC 經濟體基礎建設選擇有效融資方
法最終報告。
17. 我們委託 OECD 與其他相關組織，於下次會議前提出擇定政策範圍
運用數位工具之最佳實務與挑戰之政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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