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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

理解与破局：
中美贸易摩擦的
深度分析和智库
建议

美关系事关两国乃至世界的稳定和繁荣发展，然
而，
当前的中美关系正遭受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
困扰。中美经贸关系陷入僵局，引发各方高度关
注，
贸易冲突缘何发生？是什么驱动特朗普政府
一意孤行对华发动关税打击？中方如何应对？
等一系列话题不断发酵，各种判断和对策应运而
生。如何理性看待中美贸易之争，如何通过数据

Understanding the

和分析来说明问题，增加中美双方的沟通和交流，

US-China Trade War:

建立中美化解贸易战的一些共识，值得中美智库
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解读。

Analyses and CCG

在此背景下，全球化智库（CCG）对中美
经贸关系从几个方面进行全面和比较系统的梳

Recommendations

理，从形成原因、美方动因、争端走向等方面进
行分析，报告认为：中美贸易逆差是由深层次结
构性因素造成，并存在严重高估，用提高贸易壁
垒的保护主义方式降低逆差解决不了问题。
中美
利益深度交织，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
逆差有严重的误判。中美“竞合”成为常态，着
眼合作增量符合两国利益。贸易战不是零和游戏，
结果是“双输”乃至“多输”
，对两个国家和全
人类都是伤害。美国包括参众两院也有很多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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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战的声音，
美国国内反对贸易战态势有上升

成立省/州政府合作建设基金。

趋势，国际上对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持反对

6、在 WTO 框架下进行申诉与协商合作。

态度，中美启动对话可能性增大。

中国可以在 WTO 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又可

基于以上判断，报告从“贸易战”并非不可

以进行谈判，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探讨通过

化解，如何化解贸易战“的根本点出发，提出以

WTO 等第三方机制解决争端。

下建议：

7、美国需要放宽出口限制，尤其是放宽包
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双方的共赢，

1、中美在经济上都面临一些结构性挑战，
中美需加快自身经济结构调整，从自身做起，在

减少因出口限制带来的负面效果和不利于减少

做大增量的基础上共同改善贸易不平衡现状。

贸易逆差的局面。

2、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要有创新，要摈弃

8、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

传统的和过时贸易统计模式，
中美间的贸易要以

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

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
要包括服务贸易和在

增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中美双边

华投资收入等全面来看，
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显

投资协定是维护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

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

要制度基础。

3、中美两国未来服务贸易有巨大的增长空

9、维护全球多边机制、推动中美在全球治

间，
美国有巨大服务贸易顺差来平衡中美货物贸

理上的合作，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形成，加快

易，包括旅游、留学、人才环流、投资移民、专

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中国未来可以考虑加入

利费和第三方收入、电子商务等多个领域。

新的 TPP。中美为全球治理增量，在国际人才组
织、国际电子商务联盟，全球数字合作方面有巨

4、加强中美经贸关系“压舱石”效应，美
国公司在华投资有巨大利益，
每年在华收入高达

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协商合作。

2000 亿-3000 亿美元，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通

10、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

过美国大型跨国企业、协会、智库、游说团体在

通。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

美国政界的影响力，
缓和处于僵局的中美经贸关

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 发挥“二轨外交”作

系，进而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

5、加强中美两国省/州间在基建、新兴产业、

责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

气候、能源等领域的合作，鼓励地方加强与美国

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
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会，
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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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 of the world.

Executive Summary

•
There are many voices within the
Washington circles against the trade war as well as
an uptick in US domestic opposition towards it.
This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reopening
dialogu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world’s largest
economies and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are key for global stability,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However, Sino-US ties are currently beset by
escalating trade tensions. The current trade
deadlock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and raised key questions.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is situation, and what has
propelle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o persist in its
tariff attacks towards China? How should China
respond? These issues have prompted much
discussion.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the report argues that
it is possible to find solutions to defuse the trade
war and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eries of
recommendations.
1.
Both China and the US are facing a series
of structural challenges. Both countries need to
accelerate the restructuring of their own economies,
building on the foundation of domestic reforms to
bring about a joint improvement in the trade
imbal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this report by the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 (CCG) presents a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Sino-US economic dispute. It covers the
underlying drivers behind US government’s trade
policies towards China, and examines the possible
trajectory of the disput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rawn:

2.
The way that Sino-US trade is measured
should be reformed and updated, particularly to
account for global value chains. This will more
accurately and fairly quantify the value of the trade
relationship for both countries.
3.
China and the US should work to expand
bilateral trade in services, including tourism,
education, exchange of talent, investment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and
e-commerce.

•
The current Sino-US trade imbalance is
caused by deep underlying structural factors and is
significantly overestimated by conventional
measurements. American efforts to redress the
imbalance via unilaterally imposing tariffs against
China are not sensible. The Chinese and US
economies are deeply intertwined so using
traditional metrics leads to a severe miscalculation
of the tru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Given
that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characterized by both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t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sides to
find ways to expand and deepen cooperation.

4.
All parties should work to restore and
strengthen the role of economic ties as a ballast in
the bilateral relationship. This entails working
through
American
multinationals,
trade
associations, think tanks and lobby groups to help
overcome the current deadlock on bilateral
communication, and bring about a return to the
track of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s.
5.
Strengthen Sino-US cooperation at the
state/municipal level in field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emerging industries, climate change,

•
The trade war is not a zero-sum game. It will
hurt not only both economies but likely also the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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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ergy. Encourage local governments to
deepen engagement and collaboration with stat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the US, including via annual
Sino-US summits at both the gubernatorial and
mayoral level. In addition, create new platforms
for cooperation at the local level and
province-to-state cooperation for infrastructure
funding.

Investment Treaty (BIT) or explore a new Sino-US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reduce barriers to
investment on both sides and further open up
markets. The BIT c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to ensure stable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9.
Promote free trade via facilitating regional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nd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a regional free trade system. In the future, China
could consider joining the new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6.
Appeals and consulta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under the WTO framework. China could file
appeals against the US and undertake negotiations
under the WTO, providing a space for productive
discussion.

10.
Both sides should work to strengthen the
role of Track II diplomacy in facilitating bilateral
exchange. Supporting exchanges among think
tanks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will create effective bridges for dialogue,
help to dispel miscommunication, and generate
positive plans to resolve differences.

7.
The US could relax export restrictions, in
particular concerning high-tech exports to China.
This would be mutually beneficial, helping to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such export
restrictions and reduce the trade deficit.
8.

Revive talks towards the B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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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贸易失衡的形成原因

根据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2017 年美国贸易逆差创 9 年
来最高纪录，达到 5660 亿美元。去年全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6359.7 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 1303.7 亿美元，美国自中国进口 5056
亿美元，美方贸易逆差 3752.3 亿美元。这个美方计算出来的巨额逆差，是不
是由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造成的呢？从贸易经济原理和中美经贸往来的事实
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形成有以下几方面因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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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造成的结构性问题
1、贸易逆差是美元的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的必然结果
从经济原理解释，美国的贸易失衡首先是由美国的国民储蓄决定的。著名
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的公式表明：净出口＝（私人储蓄－投资）＋（税
收－政府开支）。用最通俗的话说，一个国家的贸易失衡从根本上说明该国没
有做到“量入而出”，而是“寅吃卯粮”的状态。如果美国的投资额超过整个国
家的储蓄额，就必然从世界其他地区输入资金来填补两者之间的缺口，也
就造就了当前的贸易逆差。此外，用美国政府信用支撑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一方面给了美国不惧通胀的美元“印钞机”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
平，另一方面，美元流动也成为支持国际经贸体系的公共产品。经济学著名的
“特里芬两难(Triffin’s Dilemma)”表明，一旦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国际主导型的
国际性储备货币，贸易上一定会出现逆差，同时，如果美国不维持贸易逆差，
美元流动性缩减，将对全球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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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国持续下降的居民储蓄和飙升的国债拉大了贸易差额
近 20 年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持续下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上世纪 90
年代的 8%降到了 2006 年的 1.75%，2007 年上半年一度为负。美国联邦债务率
从 1994 年的 49%降到了 2000 年的 34%，而到 2006 年上升到 70%。去年美国
的居民储蓄率再降到 3.6%，而联邦债务率超过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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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行国际分工体系决定了中美贸易格局
美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力密集性
产业。初级产业产值占中国经济比重是 8%，占美国经济比重是 1%；第二产业
和 GDP 占比中国是 20%，美国是 12%；53%的中国 GDP 来自第三产业，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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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高达 79%－所以，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以基础农业和制造业为主导，美国的经
济结构是以服务业为主导。2016 年美国服务贸易顺差达到 2494 亿美元，而
当年中国服务贸易为逆差 2409 亿美元。中美双边贸易直接反映了两国在比较
优势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在中美货物贸易中，美国是逆差，在中美服务贸易
中，中国是逆差。2006 年到 2014 年间，美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以每年 16.7％
的速度增长，2015 年总额达到 330 亿美元，其中包括旅游和教育（57.2%）
、
版税（12.3%）、交通（10.1%）、商务服务（7.7%）及金融服务（6.3%）。

China: Distribu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cross economic sectors
from 2006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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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Distribution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across economic sectors
from 2000 to 2015

Source: Statis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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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拉大了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
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原因可以说完全在于美国本身－带有冷战色彩的
美国对华高科技出口限制一直没有改变。2001 年美对华技术产品出口占中国
同类产品进口的比重为 16.7%，2016 年该数字降至 8.2%，这与美国科技强国
地位和中美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的现状极不相称。据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7
年 4 月的报告，如果美国对华出口管制程度降低到对巴西的水平，对华贸易逆
差最多可缩减 24%；如果降到对法国的水平，双边逆差最多可消减 34%。1

1

Li Bin and Yang Xiao, “Political Barriers in U.S. Exports to China and U.S.-China Trade Deficit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April 10,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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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统的统计数据方法对美中经贸逆差有严重的误判
1、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根据美国国会今年 3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在全球价值供应链下，中美产品
几乎都达到“中国产品中有美国零件，美国产品中有中国零件的地步”。以电子
产品为例，全球有 900 多家工厂承接苹果公司的制造外包业务，其中中国制造
厂商有 358 家。英特尔供应苹果的 10 家芯片工厂，3 家在美国，2 家在中国。
中美开展经贸合作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产业分工、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
结果。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中国居于中低端。随着产业链的垂直整
合和供应链的跨国发展，美国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活动与中国低成本的生产、
组装环节日益紧密联系，美国企业掌握了产品设计、核心零部件制造、运储和
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从中获得了绝大部分利润。从出口附加值的角度，根据
经合组织(OECD)2011 年《附加值贸易》报告，中国制造出口美国的产品国内
附加值仅占比 46%。2016 年的数字表明，高达 77%的中国高附加值出口是外
资企业。美国投行高盛估算，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中仅有三成为高附加值出
口产品，而高达 46%为外资企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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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方贸易统计方法过于简单与实际情况有相当差距
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把 3752 亿美元的中美贸易逆差当作发动贸易战的“师
出有名”，从事实出发，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双方贸易逆差计量存在差异，
而且数额相距较大。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对 2017 年中美货物贸易的统计，逆差
为 2758 亿美元，这其中就有 994 亿美元的出入。其次，按照美国“原产地原则”
统计，美国对香港高达 320 亿的顺差，以及美国从香港、澳门等地以转口贸易
的形式间接出口到中国大陆的高达 1000 亿美元，都没有计算进中美贸易额。
据中国人民大学金灿荣教授称，中美贸易真正差距应为 2200 亿美元。最后，
如果按照附加值算，中国顺差会进一步大幅缩水。牛津经济研究中心(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指出，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有 44%的“中间产品”，如果把这
部分价值去掉，美国对华逆差将减少 50%，也就是美国对欧盟贸易逆差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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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德意志银行的估算，如果考虑进附加值因素，在出口结构不发生明显变

化的假设下，2017 年美国实际对华贸易逆差在 310 亿美元左右。

3、美资企业获得了中美贸易中的绝大部分利润
中国商务部报告指出，2017年中国贸易顺差的59%来自加工贸易，57%来
自外资企业。中国出口美国的企业，可以说都是外资为主。亚洲开发银行2010
年的研究结果显示，在中国出口的纺织服装、鞋帽等商品中，美国进口商和零
售商的收益占到商品整体利润的90%。2017年我国出口金额最多的企业是郑州
富士康，生产了1.04亿台苹果手机，几乎占了苹果手机全球销量的一半，金额
高达281亿美元。iPhone手机在美国设计研发，但80%以上在中国组装生产。
《外
交政策》一篇文章测算了一台售价为999美元的iPhone X手机，来自中国的制

2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Oxford Economics, Janua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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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本仅占其370美元总成本中3到6个百分点，苹果公司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利
润。3苹果公司在海外拥有高达2500亿美元的现金和有价证券等资产，在美国
国会通过税改法案后，苹果公司宣布将一次性缴纳380亿美元的海外利润税率，
从海外抽回2451.6亿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并计划在未来五年在美国投资超过
3500亿美元，增加20000个就业岗位，这等于是把在中国赚到的钱又回馈了美
国4。而为苹果公司生产iPhone的富士康集团，则决定在美国建厂，总投资达100
亿美元，为美国威斯康星州提供13000个工作机会。完全可以这么说，全球价
值链中，贸易顺差反映在中国，但利益顺差反映在美国。

来源：中商产业研究院
3

Philippe Legrain, “Why China will Win the Trade War,” Foreign Policy, April 13, 2018

4

“Apple, Returning Overseas Cash, to Pay $38 Tax Bill,”Bloomberg, January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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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美中服务贸易顺差增长迅速且数额巨大
美方将进口额减去出口额的逆差计量完全没有考虑到美中服务贸易的增
长。在过去 10 年美服务业对华出口增长 5 倍，2017 年中美之间的服务贸易额
为 1182 亿美元，其中中国购买的美国服务价值达到 900 亿美元，而这 900 亿
贸易额没有体现在中美贸易计量中。美中贸易委员会(US 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中国已是美国服务业出口第二大目的地，2017 年美国对华服务
贸易顺差统计为 530 亿美元（中方统计为 547 亿美元）
。这部分美国服务贸易
顺差就被“忽略不计”了。
（三）国内国际的政治经济环境变化是贸易摩擦的重要因素
1、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是其重要驱动力
美中贸易摩擦，和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基础发生变化有关。哈佛大学教授、
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 Dani Rodrik 认为，贸易政策对国家内部的再分配产生深
远影响。经济全球化在美国制造了“赢者”和“输家”，积累多年的分配正义问题
所产生的所谓“精英美国”和“传统美国”的裂痕助推特朗普当选，所以说，特朗
普现象是民意一定程度的反映。
有美国学者指出，“特朗普比从前的总统急躁，原因是他在政治上脆弱。
今年，也就是 2018 年 11 月中期选举之前，他必须取得一些能与 1972 年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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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的伟大举措比肩的重大外交政策胜利。”5为了取悦在美国去工业化进程中遭
受冲击的“铁锈带”中下层选民，特朗普有意通过轰轰烈烈的贸易战方式把自己
包装成“实现竞选承诺”，“为美国人出气”的“英雄”，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扩
大赢面，这个显性的动机已得到普遍的认识。此外，在他就任的一年半以来白
宫内部包括内阁高层发生频繁人事变动，一连串的“洗牌”之后，包括来自华尔
街的 Gary Cohn 等一批温和派出局，现有的特朗普的经济团队核心成员带有明
显的对华强硬派标签，最有代表性的是美国贸易代表 Robert Lighthizer 及白宫
贸易委员会主任 Peter Navarro（后者的《致命中国》一书几成美国对华贸易打
击的纲领）今年 3 月，特朗普任命 John Bolton 为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Mike
Pompeo 为国务卿，组成美国历史上鹰派阵容最强大的一届内阁。

5

James Nolt, “Why Trump is Serious about a Trade War with China,”China Focus, April 1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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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的直接推动
改革开发 40 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这种粗放、出口导向的高增长发展模式被经济学家归结为“世界工厂的发
展模式”，使得中国经济迅速崛起，跃升中等收入国家。然而，靠资源消耗、
人口红利、环境代价和薄利多销式的“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从
宏观层面上看，出口带来的巨额贸易顺差对于流动性过剩有一定的因素，从微
观层面上看，人口结构的变化使得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成本优势不再，低端制造
业已失去国际竞争力。中国乃至国际社会对高消耗、高排放和高污染的粗放增
长模式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中国经济正经历深刻的转型，从投资驱动到消
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需要通过不断优化产业机构，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产业升
级，向全球产业链上端攀升。这就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
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的内核。

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国也在饱受经济下行的困扰，从美国经济分析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数据看，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三个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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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第一阶段史称“4%时代”，指的是 1950 到 1960 年年代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4.2%的时期；1970 年到 1990 年间年均增长率放缓到 3.3%，第二阶段被称为“3%
时代”；步入 21 世纪也进入了“2%时代”－前 10 年间的年均增长为 2.7%，而
2007-2017 年间进一步放缓到 2.3%。北大卢峰教授分析，美国经济放缓的态势
造成了经济增长对强刺激宽松货币政策的依赖。6在全球化国际分工的模型下，
美国产业出现了向两端极化的趋势－一端是知识、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另一
端是农业，结果就是所谓的制造业“空心化(hallowing-out)”。前美联储主席格林
斯潘说，1980 年之前美国储蓄对投资的影响非常明显，1980 年后经济增长找
到了另外一个动力—借贷，很快美国在全球的借贷就达到了 8 万亿美元，迅速
的从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7因此，特朗普所倡导的在许多人看来并不
符合美国经济特征的“重振制造业”，是他认为过去全球化将美国经济发展路径
引入歧途的“纠偏”。对中国以及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贸易伙伴的
关税打击，结合大规模减税和加息缩表的经济组合拳，在特朗普团队看来，将
加速全球投资向美国流动，促进制造业“回归”。
3、新时代的“竞争—合作”关系导致关注重心的转移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美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是 29.1%，以 G7 为代表的
西方发达经济体总和为 76%，相比之下，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贡
献分别是 9%和 36.3%；2008-2016 年间，美国和发达国家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下
降到了 7.4%和 23.9%，而中国、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上升到了 35.6%和
6

Lu Feng, “Economic Views of Mr. Trump,”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17, Issue 1, pp. 87-101

7

2018 年 7 月 7 日第四届中国财富论坛讲话

18

CCG
77.7%，呈现出显著的“东进西退”态势。2005 年，中国的 GDP 总量超过了英
国，2007 年超过了德国，2010 年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
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一半，2017 年达到美国经济体量的三分之二。早在
2011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就公布了一个基于 GDP PPP 购买力平价的预
测，认为中国 GDP 总量在 2020 年后就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超越美国。清华大学
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最新报告预测，中国将在 2025 年前后超过美国成为世界
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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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来看，中美之间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两国趋近的
经济体量，追赶中的中国科技发展，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不断增长的影响力，
都在美国的精英和民众的心理上，在中美关系中打上了强烈的”竞争”烙印。毋
庸讳言，中国已被美国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发布的《国
家安全战略报告》和 2018 年 1 月 19 日美国国防部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到
今年 2 月 28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8 年贸易政策议程和 2017 年
年度报告》，无一不是将对华贸易问题提升至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高度来看
待。在长达 184 页的《301 调查报告》
，”逆差 deficit”一词只出现了一次，USTR
公开表态 301 的目标就是针对中国制造 2025。去年 11 月 8 日，国会参众两院
分别提交了一项《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2017）》的法案，起草人之
一、共和党众议员 Robert Pittenger 表示，法案旨在“确保美国科技保持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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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国政府对贸易战的态度也呈现多元化
1、美国两党议员在国会发出反对声音
7 月 11 日，美国参议院以 88 比 11 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限制特朗普总统关
税权力。两党罕见展示一致立场。虽然是“非约束性”决议，但是此次两党统
一思想动用立法机制联合行动，传递出美国政治体制已开始向特朗普政府激进
的贸易政策表达焦虑。目前，共和党在众议院有 23 个多数席位，在参议院仅
有 2 个多数席位，而这两个微弱的多数数字将很快在今年 11 月举行的中期大
选中受到挑战。7 月 18 日，又有 140 多位议员联名反对政府加征汽车关税，
认为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加征关税、实行配额或采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将损害
美国汽车业发展。虽然在民意上，特朗普以及其对华打压具有群众基础。比如，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 19 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对贸易伙伴
加征关税不利于美国，相比之下，40%的人认为此举有利于美国，另有 11%的
人不知道美国将会受到何种影响。8如果对特朗普贸易政策的支持保持坚挺，
共和党人为何不紧紧团结在特朗普核心周围，反而向总统发难呢？
2、特朗普团队内部也存在分歧
5 月初，白宫派出美国贸易代表团 7 人赴京谈判，舆论形容为“群鹰毕至”。
复旦大学学者分析，从务实的角度看，谈判的团队必定是“鹰鸽组合”。商务
部部长 Wilbur Ross 被认为是偏鸽派，因为“中国通”的他上世纪 90 年代就在

8

“As New Tariffs Take Hold, More Se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Impact for US,”Pew Research Center, July 9,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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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投资和汽车零部件厂，2005 年他的国际纺织集团在浙江嘉兴投资 1 亿美
元。他也是美国钢铁贸易的受害者，但因为这些经历，他曾经被特朗普公开批
评对华政策软弱，以后态度逐渐走向强硬。美国驻华大使 Terry Branstad 被视
为最为亲中的偏鸽派，主要因为他来自出口中国农业大州，和中国政商界一直
保持友好的关系。曾在高盛任职的财政部部长 Steven Mnuchin 是税改法案和基
础设施计划的支持者，曾反对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被认为是偏中间派。有
意思的是，在谈判后白宫发表的声明里强调了美方的主张是谈判团队的“共识”，
反而更引发外界猜测在会谈中的分歧。据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学者史剑道观
察，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特朗普至今没有战略，因为政府内部有不同的意见。
3、美国经济、产业各界发出警告
在贸易战开打之前，有报道称，1140 名美国经济学家，包括 14 位诺奖获
得者，曾联名致信特朗普，恳请总统不要犯下导致美国大萧条的错误。 9前不
久，包括沃尔玛、梅西百货、百思买在内的 25 家美国知名零售商联合致信特
朗普，呼吁美国政府不要对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以免损害美国消费者
尤其是工薪阶层利益，扩大贫富差距。代表美国零售、科技、农业和其他消费
品行业利益的 45 个行业协会也表示，加征关税会令美国制造业成本增加，扰
乱现有供应链，降低美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从而影响美国就业。今年 5 月，
当美国商务部启动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的 232 调查时，有报道说“批评人士排

9

见“Economists Invoke Great Depression in Warning to Trump on Trade,”Bloomberg, May 2, 2018; “Retailers, Shoe Companies

Urge Trump Not to Hit China with Tariffs,”Reuters, March 19, 2018; “45 Trade Groups Urge Trump to Avoid Tariffs Against
China,”CNBC, March 18,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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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队”，在听证会上呼吁政府放弃加征关税。数以百计受雇于外国汽车制造商
的美国员工在国会山示威，国会两党约 150 名议员发表联名信反对汽车关税，
听证会开成了多方声讨的“围攻会”。10美中贸易委员会发文指出，商会认同特
朗普政府，中国的技术转让现状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确实需要得到重视，但美
国企业希望看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不只是最后可能造成更大伤害的单方
提高关税制裁。美国商会主席蔡瑞德形容，商业团体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关税
措施和限制中国在美国投资可能引来的报复、对中美经济甚至全球可能带来的
伤害，正抱着“头发着火”般的担忧。
4、美国州政府及地方政府表达担忧并加强与中国沟通
前白宫新闻办公室主任安东尼.斯卡拉穆奇日前为《金融时报》撰稿，称
中美贸易战打击了美国的政治腹地。比如，中国企业彻底停购了美国大豆，农
业州失去 120 亿美元的订单。这位曾经的特朗普盟友呼吁总统“需要立即改变
策略，否则将危及中期选举。”11在 7 月 11 日参议院约束特朗普贸易政策决议
投了赞成票的政客，多是出于不断升级的关税对于地方影响的考虑，比如民主
党参议员 Tom Udall 就担心“这些关税将会整垮新墨西哥州的企业。”美国商务
部长 Wilbur Ross 最近在参议院听证会上就受到来自大豆种植州爱荷华州的参
议员 Chuck Grassley 抨击，后者指责特朗普追求“政府包办的重商主义经济，
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Mitch McConnell 来自肯塔基州，中
国是该州主要出口产品－威士忌酒的最大市场。去年特朗普访华期间，中国国
10

“Auto Industry Urges US to Hit Brakes on Proposed Car Tariffs,”Associated Press, July 19, 2018

11

Anthony Scaramucci, “A Trade War Risks all Donald Trump’s Economic Successes,”Financial Times, July 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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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能源集团与西弗吉尼亚州签署合作备忘录，约定投资 837 亿美元从事页岩气
全产业链开发示范项目。重度依赖煤矿的西弗吉尼亚州经济窘迫，特朗普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在该州的支持率达到 70%，这笔投资本将极大的促进该州的经
济和就业，还利于环保，如今却被日益紧张的经贸关系搁置。12
7 月 11 日，就在美国公布增加 2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关税清单的同日，芝
加哥市代表团访华，不仅签订了“五年合作计划”确保相关投资不会叫停，芝加
哥市长还公开表态，希望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芝加哥市所在的伊利诺伊州，
不仅有波音、卡特彼勒、麦当劳、雅培等跨国公司，还有包括中粮集团、中国
银行、海南航空、福耀玻璃、万向集团等 50 多家中资企业。对特朗普对华贸
易战相当不满的州并不在少数。通用、福特、戴勒姆、克莱斯勒总部所在的密
歇根州，宝洁、克莱斯勒、美国电力所在的俄亥俄州，苹果、迪士尼所在的加
利福尼亚州，都前后批评过特朗普激进的贸易政策。 137 月 19 日，22 位州长
出席了美国州长协会年会，根据美国中国总商会的调查，中资企业在美投资
已为俄亥俄、印第安纳、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加利福尼亚等州创造了超过
20 万就业，州长们积极地商讨如何应对贸易战，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根
据美国现行的税收体制，相较于联邦政府，州政府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不需要
对总统负责，且拥有很大的自主管理权以及对肩负促进本州居民就业的责任。
而州政府对于参议院和众议院决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争取到这
些州政府，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两院的投票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牵
12

“China Energy Investment Signs MOU for $83.7 Billion in West Virginia Projects,”Reuters, Nov. 9, 2017; “Trump’s Trade War

with China could Leave West Virginia’s Energy Sector Seriously Wounded,”Forbes, April 10, 2018
13

“贸易战‘至暗时刻’美国来了一个经贸代表团，
“
《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号”侠客岛“，2018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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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特朗普的机会。
（五）美国跨国公司是贸易战的受害者
1、美国重要经贸团体批评贸易战的做法
美国最大的经贸团体“美国商会”近日公开批评特朗普挑起贸易战的做法，
指责白宫威胁对华进口商品大举加税的举措，将损害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削弱
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并有可能实质性地扭曲美国和世界其他重要经济体的
商贸联系。商会总裁 Thomas J. Donohue 发表声明，历数中美贸易战对美国各
州经济造成的伤害。美中贸易委员会总裁 John Frisbie 公开表示，
“够了就是够
了。我们必须停止没有必要的关税升级大战并开始就美国企业真正关切的问题
来寻找解决方案，关税并不解决问题。”该组织提出了诸如世贸组织上诉、双
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入 TPP 等建议。142016 年，中国进口了价值 160 亿美元的
美国电影。今年，中美在 2012 年签署的为期五年的世贸组织电影协议将重新
谈判，美国影业原本预计获批的美国影片数量会增加，现在看来，好莱坞或成
为贸易战的牺牲品，甚至可能成为报复关税的目标。美国制片商们在华盛顿的
游说努力估计也在积极的开展中。
2、在华投资的公司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撰文称，美国政府于 7 月 6 日宣布
对 340 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几个小时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由贸易代表办公
14

“USCBC Statement on New Proposed US Tariffs on $200 Billion in Imports,”www.uschina.org, July 11,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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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宣布，利益相关方可在 10 月 9 日前向美方提交某项特定产品的“301”关税
豁免申请，豁免期为一年。在首批加征关税清单中，有 59%的产品由跨国公司
在华生产，这其中又有 70%以上是美国企业在华进行加工贸易、在全球产业链
中不可或缺的产品。为避免伤及本国企业，美国政府迫不及待地扔出豁免“救
生圈”。据统计，美国加征关税清单中，有一部分是包括拉杆箱、钱包、背包、
旅游鞋等在内的旅游商品。这是一个价值 310 亿美元的美国市场，其中 87%的
商品来自中国。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副总裁古尔德因此明确站出来反对贸易战，
理由很简单，他无法为这些商品在其他国家找到大量替代。而上海美国商会又
紧急公布调查结果，表明 69%的在华企业反对政府拿加征关税当筹码，更不希
望企业今后成为向政府申请关税豁免的年检对象。15
3、严重削弱美国公司在新兴市场的竞争力
2016 年里，中国消费者买了 4490 万部苹果手机，510 万辆通用、福特、
克莱斯勒三大品牌汽车，分别占当年苹果和三大汽车品牌全球销量的 21%和
33%。通用别克在中国的销售额为 420 亿美元，超过美国本土的 390 亿美元，
苹果销售额 460 亿美元，仅次美国本土。波音 41000 架新飞机，超过 7000 架
卖往了中国。
中兴公司 2017 年从 211 家美国公司购买了约 23 亿美元的零部件，
美国政府严厉制裁了中兴，然而，中国依赖美国的芯片是相互的。2017 年世
界芯片总产值是 4400 亿美元，中国就占了 2600 亿美元，其中 70%的美国高端
芯片销往了中国。中国占高通(Qualcom)销售额的 65%以上，占美光(Micron)

15

魏建国，
“华盛顿大棒难免伤及在华企业，
”
《环球时报》，2018 年 7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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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额的 50%，占博通(Broadcom)的 50%，占英特尔(Intel)的 23%－仅这四家
公司的对华销售额就高达 500 亿美元。集成电路、半导体是研发和资本密集型
产业，如果失去中国市场，美国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也将受到巨大冲击。美国的
科技封锁或使科技企业更有动力到中国设厂促进中国市场销售。
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之一的通用汽车（GM）公开表达了特朗普对发动贸
易战的强烈不满，担心这将削弱美国的经济竞争力和危及美国经济发展的前景。
而据《金融时报》报道，波音公司高管正频繁与特朗普高层官员会晤，其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说，“我们的声音正被听到。我们正在与美国与中国政府接
触……我对我们能达成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抱有希望。”16中国市场是特斯拉全球
销售增速最快的市场，而由于 7 月 6 日中国宣布的关税报复清单里包含美国进
口汽车，特斯拉在中国全线涨价，最低配置车型涨价 14 万人民币，最高配置
涨价 25 万元。特斯拉选择“用脚投票”，7 月 11 日即宣布在中国成立公司，在
上海建立超级工厂。跨国公司的利益还可以道琼斯股指的形式向特朗普施压，
《外交政策》文章说，特朗普把道琼斯视为他个人的认可风向标，特别是波音
公司为道琼斯最大的客户，所以当道琼斯股指下跌的时候，特朗普政府就感到
必须以谈判来解决贸易争端以安抚市场。17

二、日益加剧的贸易摩擦对中美双方的影响分析

特朗普曾在推特中说：“贸易战是好事，而且容易赢(easy to win)。”在他眼

16

“Boeing Works to Avert US-China Trade War Escalation,”Financial Times, July 15, 2018

17

Philippe Legra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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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贸易战是你输我赢，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然而特朗普所要求的中美贸易
“平衡”，既不符合中美经贸关系的实质和利益，更不符合客观的经济规律，日
益加剧的贸易摩擦。贸易战中的双方好比博弈论里的经典“囚徒困境游戏”：双
方都通过加征关税来打击对手来获得收益，但事实是如果双方都采取减免关税
的措施，双方才能获益；然而任何一方都不能够也不愿意单方面宣布休战—因
为这意味着更大的损失，这样最终的结局就是“双输”。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
上世纪 30 年代美国推出的 Smoot-Hawley 关税法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不仅是
美国自身，世界贸易体系也遭受重大冲击，事实是“多输”的局面。

（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总体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中国不怕打贸易战，但是，打贸易战有代价，是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的。
中国商务部有官员指出，每年 3000 多亿的贸易顺差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美
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高。2017 年，中国对美出口
占中国总出口额的 18.9%，占中国 GDP 的 3.5%；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占美国总
出口额的 5.6%，占美国 GDP 的 0.667%。这组数字表明，中国在中美贸易关系
中仍然相对弱势，中美“脱钩”之重，恐怕首先不能承受的是我们。麻省理工
学院黄亚生教授指出，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是冲着和美国竞争的中国行业，而
中国是冲着和中国互补的美国行业，况且，中国处于生产过剩，而美国处于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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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饱和，整体来讲，中国较为被动。18虽然在特朗普宣布 301 调查结果的第二
天，中国商务部就提出拟对 30 亿美元美国食品、农产品及无缝钢管等类别加
征关税，但其实这个关税行动是回应之前针对钢铁和铝制品的 232 措施，用
232 来回应 301，反映了中方对 301 的冲击有充分的认识。
2、对中国 GDP 增速影响较为有限
在贸易战乌云聚集时，国内外的金融机构就对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损失作
了推算。在美国对中国商品全部征收 15％、30%、45%三种税率的假设下，中
国对美国和出口和对中国的总出口分别会下降多少？美国投行摩根士丹利的
预测是对美出口下降分别 21%、46%、72%；对总出口下降分别 4％、8%、13%。
兴业证券的测算基本相似，并推算出在 30%税率的假设下，贸易战对中国 GDP
的影响为 0.64 个百分点。中金公司则在 5%税率的推算下，认为中国 GDP 增
速影响大于 0.07 个百分点。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最近预测，
500 亿美元贸易战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0.2 个百分点。经济学家哈继铭预测，
如果美国对所有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10%关税，中国对美国出口减幅最高可
达 25%，年度经济增速最多将下降 1 个百分点。同样，根据摩根士丹利最新发
布的一份中美贸易战的报告，如果贸易战持续升级和扩大，就会对中国的经济
发展造成明显的冲击，明年的经济增速有可能下降到 5%的范畴。19
18

黄亚生微信公众号“亚生看 G2”，2018 年 4 月 3 日

19

“Rising Risk of Protectionism: Measuring the Impact, Morgan Stanley, January 2017; 《美国贸易保护对中国影响多大？》兴

业证券，2017 年 1 月 16 日；
《贸易保护政策对中美经济的影响》中金公司，2017 年 1 月 8 日；
“马骏，500 亿美元贸易战
对中国经济影响有限”
，新华社，2018 年 7 月 6 日；哈继铭，
《中美贸易冲突的六大原因及影响》
，金融时报中文网，2018
年 6 月 11 日。Trade Tensions: Lingering for Long, Morgan Stanley, July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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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中国继续深化改革转型升级造成一定阻碍
除了出口额的减少和推迟投资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之外，路透社今年 4 月一
篇文章透露经济学家的担忧，中美贸易争端的不断升温可能会导致中国去杠杠
的进程出现倒退。20央行自 1 月以来已三次定向降准，目的是帮助中小企业融
资，而业界人士怀疑释放的流动性因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仍将成为继续推高资产
泡沫的推手。2018 年 4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并提到“世
界经济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有分析认为，这是 2015 年汇改以来首次重提”
扩大内需”，说明外需的压力已经非常大。21经济学家 Robert Mundell 著名的“三
元悖论”说，在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是一个“不可
能的三角”，无法全部实现，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意味着必须有所放弃。也许，
在刺激内需，去杠杠，稳定人民币汇率之间也存在着一个“不可能的三角”，愈
演愈烈的贸易战可能会增加中国经济转型升级道路脱离正轨的风险。

（二）对美国经济的影响
1、将极大抵消中美贸易对美国的重大经济贡献
2001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 2016 年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上涨了 500%。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2013 年发布报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创造
了 270 万个美国工作岗位，仅 2015 年一年就支持了 91 万美国人就业。数据显

20

“China May Backslide on De-leveraging if Trade War Looms,”Reuters,

21

“423 政治局会议重提扩大内需意味着什么，
“搜狐财经，2018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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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1963-1989 年 26 年间，美国年均通胀率为 5.4%，而 1989-2015 年间，通
胀率下降到 2.5%，这要感谢 26 年间不断增长的消费品对华进口。美中贸易委
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指出，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平均每年为每个美
国家庭节省了 850 美元生活开支。22而不断升级和扩大的关税战，从经济原理
上说，其实是对本国国民的税负，同时造成报复性关税打击行业的劳动者失业，
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最终买单的却是普通美国消费者和工人。彼得森国际经济
研究所(PIIE)2016 年 9 月的报告就预测了如果美中爆发全面贸易战，到 2019
年美国经济增长将完全停滞，并且在以后的所有年份 GDP 都赶不上贸易战前
的水平。全面贸易战将导致 10.2%高速公路及装备制造行业、10%建筑装备制
造、10%采掘业工人失业率，零售业、批发业和医疗行业将分别有 31.1 万、25.7
万和 19.2 万个就业岗位消失，即便是短暂的贸易战情形也将造成美国私营领
域 130 万劳动者失业。23
2、将对美国各行业发展和就业造成极大影响
美国保守派智库税务基金会(Tax Foundation)声称，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已经
将美国工人工资水平平均下行了 0.3 个百分点，同时减少 36.5 万个就业机会，
7 月宣布的新一轮关税将对冲掉原本令保守派推崇备至的税改和就业法案(Tax
Cuts and Jobs Act) 所 预 计 经 济 受 益 的 四 成 。 24 美 国 商 会 (US Chamber of

22

“Understanding the US-China Trade Relationship,”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by Oxford Economics, January 2017

23

Marcus Noland, Gary Clyde Hufbauer, Serman Robinson, and Tyler Moran, “Assessing Trade Agendas in the US Presidential

Campaign,”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September 2016
24“Track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U.S. Tariffs and Retaliatory Actions,”Tax Foundation, June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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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e)则发出警告，共计 26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可能面临风险。25贸易战
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是因为美国企业面临关税大战造成的出口量下降以及成本
上本造成的双重冲击。据 Capital Economics 评估，全面贸易战对美国 GDP 的
影响在 1 个百分点左右，对美国跨国公司的利润来说更为严峻。26根据摩根史
坦利数据，2017 年美国企业受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 4000 亿美元之巨，
更是对华 1300 亿出口额的 3 倍之多根据摩根史坦利数据，2017 年美国企业受
中国影响的利润已经达到了 4000 亿美元之巨，更是对华 1300 亿出口额的 3 倍
之多。美联储最新会议纪要透露，由于贸易不确定性，各大企业已表明它们有
意冻结资本支出。通用汽车表示已在做准备缩减美国本土产能。被奉为“美国
民族企业”标杆的 Harley-Davidson 现正加速推进将部分生产转移到国外的计划，
原因是关税预计会造成其年度利润下降 1 亿美元。

25“Trump
26

Trade Policies Threaten 2.6 Million Jobs, Chamber of Commerce Says,”CNN Money Report, May 31, 2018

“It’s Time for Republicans to End Trade War,”The Week, July 1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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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Morgan Stanley, 2018

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日前不无忧虑地表示，如果不停止继续施加高关
税，”美国之前所有的，从企业营业税减税以及减少监管所得到的发展上的优
势，包括各项节约和投资，都会被关税政策抵消。”摩根史坦利的最新报告表
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增速的直接冲击在 0.3 到 0.4 百分点，不低于中国，甚
至会更严重。日前《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表示经济学家预期对经济潜在下行
的担忧正在加剧。7 月经济学家平均预期美国在明年进入衰退的概率为 2016
年 11 以来的最高水平。约 68%的经济学家认为增长面临更多下行风险，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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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端是对经济的潜在威胁。27
3、将对美国金融体系造成较大冲击
自从 2017 年第二季度以来，美国 PCE(personal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指数持续上升，美联储预计 PCE 指数在 2018 和 2019 年分别达到 1.9 和 2.0。
关税升级导致通胀的预期可能迫使美联储明年把基准利率加至 3.5%，对美国
资本市场形成冲击。有分析指出，贸易战对美国资产造成的动荡会比中国更为
强烈。中国股市 10 年处于低位，而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的商业地产
市场已上扬 87%，美国股市连续 10 年居于高位，牛市行情持续时间是二战以
来继 2000 年互联网泡沫之后最长的，资产估值之高超过美国历史上 90%的时
期。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上市公司对其中国业务利润的依赖远远高于中国上
市公司对美国业务利润的依赖。这种脆弱性反映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到 4 月 6
日两国就钢铁和铝互征关税行动期间，美国股市蒸发了 1 万亿美元。数据显示，
美国居民（以家庭为单位）对金融资产的依赖高于中国家庭，贸易战对股市造
成的动荡，将对美国投资者产生更大的冲击。

27

“Economists Worry a Trade War could Derail US Growth,”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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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升高的成本和人才缺乏将阻碍美国科技创新
冲着“中国制造 2025”来的 301 关税，真的能帮助美国科技发展立于不
败之地，驱动经济增长吗？根据美国信息技术创新基金会(ITIF)最近发布的报
告估算，如果特朗普政府对从中国进口的信息和通讯技术产品加征 25％的关
税将导致美国经济未来 10 年损失 3320 亿美元。28《自然》杂志日前发表文章
称，针对中国电子设备元件的关税波及美国科学界，研究机构和大学依赖的科
28

Robert D. Atkinson, Stephen J. Ezell and J. John Wu, “Tariffs on Chinese ICT Imports would Harm the US Economy,”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March 2018
35

CCG
研器材和零配件很多来自中国，加征关税增加了科研者的研究经费成本，特朗
普政府本就主张削减美国科研经费，多名科学家表示，升级的关税可能会进一
步给美国科研拖后腿。29更严重的是，贸易战下日益紧张的两国关系给华裔科
技人才在美发展蒙上阴影，在国内蓬勃的双创前景的“拉 pull”因素下，增加特
朗普政府对在美华人科研技术人员和留学生的限制和打压的“推 push”，这可能
急剧加速人才往中国回流。人才是美国创新经济动力之源，也是在贸易战对于
美国的伤害容易被忽略的一个方面。

（三）对世界经济、多边规则和体系的影响
1、影响全球经济体系运行，甚至有大萧条的危险
著名的贸易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强调，各种关于贸易战带来的经济福
利损失的计算忽略了一个真正的点，那就是“混乱”。不确定给全球价值链带来
极大的困扰，并迫使企业家们在考虑全球生产布局时，在考虑效率和布局时不
得不讲政治因素考虑进来。摩根大通对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关税提高 10 个百
分点的假设下，推演出打击的国家不实施报复、打击的国家实施同等关税报复、
以及全球整体提高关税 10%的三种情景，测算出未来两年间全球 GDP 增速将
下滑 0.2、0.4、和 1.4 个百分点。30经合组织(OECD)发出同样警告，如果中美
欧盟三个经济体提高关税导致成本上涨 10%，全球贸易量将减少 6%，全球 GDP

29

“US-Chinese Trade War Puts Scientists in the Cross Hairs,”Nature, June 22, 2018

30

“What a Full-out Trade War would Cost the Global Economy,”CNBC, July 2,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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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滑 1.4%。31世界银行认为，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间加征关税带来的影响，
相当于 2008-2009 年金融危机期间下降的贸易量。3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研究指出，有关关税威胁和其他壁垒将使所有国家进口物价上涨 10%，5 年后
全球贸易萎缩 15%。IMF 更在 7 月 16 日发出警告，特朗普对关税行动，到 2020
年可能会使全球经济增长率下降 0.5 个百分点。33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报
告预计，如果全球爆发小型贸易战（关税增加 10%），大多数经济体 GDP 将减
少 1-4.5%，如果全球爆发严重贸易战（关税增加 40%）全球经济将重现上世
纪 30 年代大萧条。34
2、危机有可能会造成极大规模失业和贫穷
如 IMF 总裁拉加德所言，“笼罩世界经济的乌云正变得越来越重，最大和
最重的乌云是信心的恶化。”35贸易战对经济预期，对投资者的信心所构成的“信
心杀手”，将破坏来之不易的复苏态势，动摇全球经济增长的根基。6 月份，投
资者从全球股市撤出了 124 亿美元，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最快的撤出。7
月 2 日，全球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一”。知名投资人 Mark Mobius 表示，他预计
受到贸易战冲击，今年新兴市场的资产将下滑 10 个百分点，世界经济也将走
向下一个危机。世贸组织总干事阿泽维多则指出，贸易战对所有人有害，全球
范围内就业受到严重影响，穷人将损失高达 63%的购买力。36诺奖获得者、经
31

“Making Trade Work for All,”OECD, May 2017

32

“Tariff Increases could Bring us Back to 2008 Crisis Levels, World Bank Warns,”CNBC, June 6, 2018

33

“Trade War Imperials World Growth as IMF Sees ‘Complacent’ Markets,”Bloomberg, July 16, 2018

34

Warwick J. McKibbin,“How Countries could Respond to President Trump’s Trade War,”Brookings Institution, March 5, 2018

35

“IMF’s Largarde: Global Economic Outlook Darkening by the Day,”VOA News, June 11, 2018

36

“DG Azevêdo Delivers Keynote Speech at National Press Club in Washington D.C.,”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Oct. 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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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全球目前有大约十分之一的国家从事为外国市场生产产
品，贸易战将在全球造成最多 1000 万工人失去工作。37
3、需要充分发挥 WTO 的作用维护全球经贸体系
有专家呼吁，正因为关税战形成囚徒困境－维护自身利益的理性双方却无
法实现最佳结果，更需要像世贸组织这样的超国家机构来阻止全球走向保护主
义。实现零关税世界的唯一途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多边合作。而特朗普向贸易
伙伴发起的关税打击，正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亲手建立
的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次全面倒退。特朗普对世贸组织的不屑由来已
久，在上诉机构成员的任命问题上刻意延迟，使贸易争端仲裁机制无法高效运
行。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法律教授 Matt Gold 指出，美国和中国同为世贸组
织成员国，双方贸易争端本应遵循国际法则在世贸组织架构下进行申诉和惩罚。
美国在多边机制之外向中国进行关税报复，不仅令中国别无选择的进行反制，
而且严重破坏了世贸组织的权威，令全世界失去对全球贸易体系规则的信心。
38

知名咨询机构欧亚集团(Eurasia Group)评论，特朗普高估了美国国际影响力，

本应联合盟友，比如与欧盟、日本联合就知识产权保护及市场准入问题向中国
施压，却四面树敌，向盟国伙伴展开关税打击，令盟友疏远美国，各自双边协
议对冲风险。39欧盟和日本就于近日达成了自贸协定。并且，特朗普政府的单
边主义，令盟国领导人在西方世界已经冒进的民粹主义背景下争取民众支持全

37

Pual Krugman, “Thinking about a Trade War (Very Wonkish),”New York Times, June 17, 2018

38

“Can the US-China Trade War be Stopped? 11 Experts Weigh in,”www.vox.com, July 8, 2018

39

“If Tariffs Go Through, US-China Relationship Becomes ‘Much More Dangerous’,”CNBC, April 5,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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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经贸治理的政治资本更加稀薄。

三、中美合作有着巨大的潜在空间

（一）中美合作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贡献
2017 年全球 GDP 总量为 81 万亿美元，
其中美国 19.39 万亿美元占比 23.9%，
中国 12.25 万亿美元占比 15.12，两国相加的经济体量占全球总量的近 4 成，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4 成。中美两国同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在多边自
由贸易体系中获得经济发展，两个国家对世界举足轻重，更有责任防止贸易战
升级和扩散，权衡中美贸易摩擦仅仅从经济层面上考量是远远不够的，需要站
在全球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中国首先是对自身的经济发展有信心。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是逐渐下降的，2017 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为 51.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 58.8%。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根
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报告，内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已经
达到 105.7%。2017 年我国出口总额是 15.33 万亿元，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达到 36.62 万亿元，消费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Share of World GDP by Countr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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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贸易可以通过扩大增量缩小逆差
除了金融领域的服务业对外开放，美国还可以看到在旅游、留学等方面对
美国经济的贡献。在旅游方面，旅游项目占美国对华服务出口的 56%。根据美
国商务部 2017 年 8 月发布的数据，2016 年中国内地游客到访美国的人数达到
近 300 万，增长了 15%，消费支出 330 亿美元，上升了 9%。根据美国商务部
等机构预测，到 2021 年，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出境旅游国家，中国游客人数将
增加超过 300 万。在教育方面，根据美国大使馆发布的《2017 年门户开放报
告》，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在所有留美生源国中连续 8 年位居榜首，2017 年人数
达 350,755，占比 32.5%，以平均 4.5 万美元的消费计算，每年对美国经济的贡
献至少有 160 亿美元。根据 IIE 报告，2016 年中国在美留学的中学生已经占到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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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该学年国际中学生总量的 41%。如果算上全部留学生间接的消费（如住房、
交通、娱乐等）
，根据 CCG 的估测，中国留学生在美消费总额可高达 400 亿美
元。相比之下，来华留学的美国人只有 2 万。在技术移民方面，根据美国 EB-5
投资移民行业协会（IIUSA）的数据，2016 财年，各国申请 EB-5 申请总数为
13273 件，其中，中国家庭占 10948 件，占比达到 82.48%，中国大陆的投资人
仍是申请 EB-5 的主力军。
2016 年，中国进口了 52 部美国电影，花费了 160 亿美元。中国网上零售
的市场规模至少有 405 亿美元。2017 年，中国海淘交易规模达到 1324 亿元人
民币，用户规模 0.43 亿人，全年海淘规模占当年进口消费品总额 40%。根据
日本产业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中国人均消费品进口大约为 36 美元，这个数字
不仅远远低于美国 996 美元的水平，甚至低于人均收入不如中国的东盟国家
198 美元的水平。这表明，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 4 亿中产阶级消
费群体的中国，在扩大对美国进口方面有巨大的空间。
2017 年，中国汽车进口量高达 121 万辆，而美国汽车年产量 1210 万辆。
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对美汽车进口增加 300 万辆，
则能缩小近 1000 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顺差。随着美国页岩油开采技术的不断完
善，中国对美国的石油进口成井喷式增长，2008 年中国从美国的原油进口仅
有 250 美元，而 2017 年的原油进口则高达 31.5 亿美元。目前中国年消费
原油 6 亿吨，其中 2017 年原油进口量突破 4 亿吨，而美国原油 2017 年年
产量超过 5 亿吨，出口量已经超过 OPEC 大部分成员国，今年很有可能超过
1 亿吨。此外，当前美国天然气产能过剩，而且由于主要产气的州天然气运输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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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很差，很难向港口运输，导致气价很低，仅相当于中国到岸价格的三
分之一。2017 年中国天然气消费量 2373 亿立方米，进口占 39%，美国进口额
仅 7.6%，仍有较大增长空间。正如福布斯所说的，在未来的 5 到 10 年，中国
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增长至 6 亿，是美国人口的两倍，“中国正在把美国曾经给
予中国的礼物回馈给美国。”40
（三）中国的外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改善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今年发布的《2018 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4%
的会员企业表示收入上升，75%的受访企业表示实现盈利，是过去 3 年比例最
高的一次。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 2018》报告也显示，超过一半的会
员企业计划扩大在华运营规模，还有日本国际协力银行调查显示，2017 年中
国再次成为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投票评选的最有潜力业务发展地。41耶鲁大学
学者、前摩根史坦利亚洲主席 Stephen Roach 就曾以摩根史坦利作为首家外资
投行进入中国市场的经历撰文表示，对外资企业“强制技术转让”的指控有失公
允－企业自愿在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商业利益面前作出权衡。42美中贸易全国委
员会成员包括中美大批领先跨国公司，但 USCBC 商业环境调查发现，81%的
成员反映中国政府并没有要求其将技术转移至中国，而在 19%反映有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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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ve Forbes, “Restart the TPP with China in Exchange for “U.S. Belt, U.S. Road,”Forbes, April 3,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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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China Business Climate Report,”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January 30, 2018;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 June 20, 2018; “利用外资稳步增长凸显中
国经济稳定气质，
“人民日报百家号，2018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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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中，
有 2/3 的企业表示技术转让的要求来自中国商业伙伴而非中国政府。
43

近年来，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了巨大的改善。据统计，外资公司在
华提起的专利侵权案诉讼中的胜诉率高达 80%。中国还成立了三家知识产权法
院，在今年“两会”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重新组建了国家知识产权局。
2017 年对外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用 286 亿美元，比 2001 年入世时增长了 15
倍之多。另外，2017 年以来，在美企关注的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相继推出政
策举措。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
措施的通知》
；5 月中美百日计划中，中国承诺在信用评级、电子支付、债券
承销、结算代理等领域对美资开放；7 月 28 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
入负面清单，支持外资广泛参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10 月在十九大提出全
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8 年 4 月 9 日，央行行长易
纲宣布了近一步开放金融行业的几项措施；2018 年 6 月 1 日国务院发布了《关
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在试点地区推出开放便利举措；
2018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若干措施的通知》，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2018 年 6 月
28 日，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
2018 版》，在 22 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限制措施减少四分之一；2018 年 7 月
1 日宣布降低 1449 个消费品和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2018 年 7 月 8 日
中国证监会就外资进入中国股市相关规定发布征求意见通知；2018 年 7 月 1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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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海出台《开放 100 条》举措，大幅放宽银行、保险、证券业对外资开放。

四、关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的相关政策建议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即将迎来中美建交 40 周年。1979 年中
美建交，当年 7 月就签署了《中美贸易协定》美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向中国开
放。40 年来，中美经贸合作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前，
我国正处于新一轮经济转型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中国国内的经济摩
擦与日俱增，此时发生中美贸易争端引爆社会激烈争论，深化改革的痛点、中
国产业政策、创新路径等问题难以回避的以尖锐方式展示出来，与我国社会当
前转型期交织发展的各种矛盾共振。中美经贸摩擦中双方关注的问题如中国加
大开放力度，降低关税及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并非此消彼长的竞争，也不是
你赢我输的零和游戏，在原则上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一致的，基于以上
分析，CCG 提出以下意见和建议。
（一）中美需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在做大增量基础上改善贸易不平衡
对于中国来说，可抓住贸易战契机，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减
税降费，降低企业成本，打造更加友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上的承诺，大幅度放宽市
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
美国也要改变过去对中国的看法，美国可以继续在中国扩大出口，改变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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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改变以往对中国商品和中国投资的态度，如改变美国
对外投资委员会（CIFUS）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等。
（二）中美贸易的统计方法未来要有创新
21 世纪的全球贸易要用最新的统计方法来反映真正的贸易价值。美国与
中国的贸易逆差数据会因运算方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两国的贸易逆差是因中
美在世界市场的分工和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所决定。在全球价值链时代，某
一产品的生产过程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而非传统算法中全部算在出口国
上。
未来，中美间的贸易要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来计算，这样不仅更加精准地
显示两国所获得的真正价值，而且更加公正公平。同时，中国的产品长期处于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中国虽被誉为“世界工厂”，但却大多是劳动密集型、
加工型产品，价值链的中上游则是提供品牌、技术的外国公司。未来中国出口
到美国的产品中，支付给第三国的专利、品牌等费用也要计算进去。中方以创
新统计方法和标准，调整统计方法，把中美贸易的真实情况开展宣传，最终取
得美国政府、社会各界的认可。
（三）中美两国未来仍要加强服务贸易的关系，包括旅游、留学、人才环流、
投资移民、基础设施建设、电子商务等领域
中美间的服务贸易，美国占据巨大顺差，2016 年美国对华在教育、旅游、
知识产权、交通、商业、金融等服务贸易上的顺差达 557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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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逆差总额的 23.1%。且随着中国消费能力的提升和市场的扩大，在服务领
域占优势的美国的对华顺差会越来越大。
美国有 7 名华裔诺贝奖获得者，近 70 名院士，超过 300 名 NASA 科学家。
2006 年，获得科学与工程类博士学位的学生 2011 年依然滞留美国的比例中，
中国位居第一。历史上，移民为美国科技创新注入了推动力，中美之间的人才
流动过去是，将来也是两个国家共同的人才红利。
中国在向美方以及公众介绍和说明之外，也应该积极谋求在这些领域的变
革。改善国内的教育、旅游以及投资创业环境吸引更多的美国学生、游客以及
企业界尤其是创业者来华，从而逐步改善在服务贸易上的不利地位。
其次，中美可以探讨成立中美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推动中美在基建领域合
作。在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的大战略下，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
合作有广阔的合作前景：在过去 10 年，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累积投资达到 11
万亿美元，这几乎是特朗普总统 1 万亿美元基础设施投资规划的 11 倍。因此，
中国的资金无疑将有力助力特朗普政府的基建规划，从而推动美国的经济发展。
中美基建的投资也将带动中美两国包括设备制造、工程建设以及高科技等企业
的发展，并将为双方的公共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公私合营（PPP）模式开拓更多
的市场和机遇。双方在企业交流、金融资本合作、政策沟通和政府互动、第三方合
作、智库合作建言献策等领域加大力度，借鉴欧洲引进外资和外国企业建设基础设
施的成功经验，优化美国国内的 PPP 项目操作环境，以重点项目、标志性项目为突
破口，为中美未来合作提供务实的成果、打造良好的环境。
再次，中美可以加强跨境电商方面的合作。据海关统计，近三年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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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年均增长 50%以上。特别是 2017 年，中国通过海关跨
境电商管理平台进出口货物 902.4 亿元，同比增长高达 80.6%。利用电子商务
的优势，打通中美两个市场，在增加两国贸易额度的同时，为两国的商家和消
费者带来了好处，也可以在物流运输、平台操作等方面创造大量新的就业机会。
电商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其发展才刚刚开始，潜力巨大。在过去的十年中，
全球电商市场每年都以 20%的速度增长，从物流到销售全面改变市场。现在整
个电子商务行业都投入大量的资源和资金创新，这必然会带来很多的创业机会
和就业机会。中国有 4 亿中产消费者，2017 年“双十一”购物节期间网上销售额
达到 2539 亿（405 亿美元）,由此可见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巨大。通过打通中
美间的网上购物渠道，使中国消费者更容易地从网上直接购买美国产品，减少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中美两国可以通过政府间对电商标准、准入以及规则上
尽快达成合作协议，创造有利条件为两国电商通关提供快速便捷安排，这样不
仅可以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开拓出双赢的结局，也可以减小两国政府在民众就
业的压力，减少政治摩擦。
（四）加强中美经贸“压舱石”效应，推动美跨国公司等利益团体的共识
美国跨国公司对美国政界有很大的影响力。截至 2017 年末，美国已累计对华
投资 825 亿美元，累计设立企业 6.8 万家。中国市场已成为美资企业的重要增长点
和利润中心。未来，中国可以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继续吸引美国跨国公司在
中国投资，稳固中美经贸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加强“压舱石”效应。
通过美国大型跨国公司，企业协会、智库、社会组织等团体加强和美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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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沟通。中国可以加强与在贸易战中受到损失的美国跨国公司的沟通，了解
其受损情况，形成共识，反馈到美国决策层，化解处于僵局的中美经贸关系，
进而重新回到对话协商的轨道上来。
（五）加强中美两国省/州在多领域的合作，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
设资金
美国各州、市对自身经济事务拥有高度的决策权，并且与中国经济往来密切，
将是中美两国良性互动的强有力支持者和双边关系的稳固器。中国可以鼓励各个地
方加强与美国各州、市政府合作，适时举办中美省/州长年度峰会、中美市长年度峰
会，建立合作平台和机制，成立中美州政府合作基础设施建设资金。
2017 年 6 月，中国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签订了气候协议和清洁技术协议；
2018 年 7 月，芝加哥市又与 8 个中国城市签署了《2018-2023 五年重点产业合
作计划》
，在医疗健康、先进制造、创新技术等领域搭建以产业为主线的双向
投资促进平台。这两份文件充分反映出了美国地方政府在对外合作上的主动性。
中方要充分认识到美中两国的政治运行逻辑的异同点，并且充分加以利用。当
前在特朗普减税以及美联储逐步退出量化宽松的环境背景下，美国各级州政府
对投资的需求将更为迫切，尤其是来自中国的绿地投资。
（六）在 WTO 框架下进行申诉与协商合作
中美两国都是世贸组织（WTO）的成员国。中美两国在 WTO 框架下有商
讨的空间和余地。中国可以在 WTO 框架下对美国进行申诉，
又可以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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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商讨合作的空间。中国可以利用 WTO 的贸易规则，对美国反贸易自由化
调查的行为，联合争取包括欧盟、日本等经济体在内的其他主要国家，积极在
WTO 框架协议内进行群体诉讼，对美国的制裁措施进行申诉，争取在 WTO
框架里赢得对美国的反制。
另外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没有脱离 WTO 多边贸易体系中，两国可以在
WTO 框架下先进行双边协商，如依托 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对知识产权保护进行协商。对于 WTO 无法覆盖的领域，应当通过
中美双边谈判来解决，从而促进更高水平的开放。
（七）美国也要放宽出口，尤其是放宽包括高科技公司在内的对华出口，实现
双方的共赢
长期以来美国在对华出口上尤其是一些高科技技术和公司产品的出口上
采取偏保守的政策。致使一些美方的产品无法在中国落地。此举让美国公司损
失了中国市场的巨大利益。放松对华出口限制不但可以使美国的产品扩大在华
销售，而且可以有利缩减中美贸易差额。
因此中方在扩大对美部分产品进口的同时，也应该积极寻求美方放松对华
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指出这种限制给美方造成的重大损失，以及由此带
来了一定程度上双输的结局。
（八）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
在中美投资关系进行“相互投资”的新阶段，中美双边投资的情况远好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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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贸易领域的“赤字”。但目前的中美相互投资也受限于国际经济环境、中美关
系及各自国内政策。
中美双边投资协议（BIT）将为中美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一方面有
利于推进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分享中国改革开放红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
扩大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为美国经济复苏注入活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是维护
中美投资关系和经贸关系的重要制度基础。
目前中美 BIT 谈判已完成了 34 轮磋商，并交换了 3 次负面清单。特朗普
上台后，BIT 谈判被搁置，当前双方应在适当的时机以适当的路径推进中美双
边投资协议（BIT）或新的中美贸易协议谈判，减少双方相互投资的障碍，增
加彼此之间市场开放的广度和深度。未来，中国可以积极引导中资制造业企业
赴美进行绿地投资，以稳固双边投资的制度环境，为投资者提供良好的预期。
（九）维护多边机制、推动自贸体制
多边机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仍然会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可以与欧盟、
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一起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系。利用好联合国、世界贸易
组织、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 G20 等多边机构、机制，提出中国方案，发出中国
声音。如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内展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上取得的成果，
展现中国知识产权强国形象，扭转国际上的刻板印象。
同时，推动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加快区域多边自贸体系建设。实现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早日完成。同时，中国可以考虑加入新
的 TPP，在 TPP 范围内加强与日本等国的合作，以经济领域带动其他领域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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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未来，中国还可以推动 TPP 和 RCEP 的整合，促成涵盖范围更广、经济体
量更大的亚太自贸区（FTAAP）的形成。我们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中国未来可以继续加强周边国家、非洲、亚太国家、“金砖国家”等国家的合作，
扩大中国的“朋友圈”。
（十）发挥“二轨外交”的作用，促进双方沟通
提高对外交流水平，鼓励中美两国智库、贸易协会等民间组织、NGO 发
挥“二轨外交”作用，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制，负责传递两方
的声音，积极协助双方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同时，中国
对外文化交流要大幅增加透明度与公开性，否则会被怀疑中国进行价值观渗透，
这也要求包括智库等民间组织在国际上进行沟通工作。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对外
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对特朗普政府的决策有举足轻重的
影响力，一些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就来自这些智库中，6 月 28 日，著名的对华
贸易鹰派彼得纳·瓦罗就去了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交流。通过与这些智库展开对
话，积极推动双方各领域专业人士的沟通、交流，为消除经济和政治壁垒发挥
作用。如果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通过沟通达成共识，有助于中美两国政府达成
共识，这也需要中国智库更具全球视野，重视吸收国外智库的优秀成果和经验，
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和研究提供更有力的支撑。

CCG 课题组：王辉耀 苗绿

唐蓓洁 李卫锋 许海玉 李熠超 应姮 常亚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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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展开中美“百日计划”后，中美贸易争端升级演变

时间
2017 年 8 月 14 日

美方对华贸易施压
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 条款”
对所谓的“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尤其是中国是否会损害美国知识产权进行调查。

2017 年 10 月 30 日

美国商务部否定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2017 年 11 月 8 日

特朗普 2017 年初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访华，
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 34 个，
金额达到 2535 亿美元。

2017 年 11 月 13 日

美国商务部公布对华胶合板产品反倾销与反补贴调查最终裁定，裁定中国企业倾销
幅度为 183.36%；补贴幅度为 22.98%-194.90%。

2017 年 12 月 18 日

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
略竞争对手”。

2018 年 1 月 22 日

特朗普政府通过对进口太阳电池板和洗衣机分别征收 50%和 30%的关税。

2018 年 2 月 16 日

特朗普引用 232 条款，以进口钢铁和铝影响国家安全为由，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
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

2018 年 3 月 1 日

特朗普宣布向进口钢材和铝材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之后特朗普决定暂时延
缓对来自欧盟、墨西哥、加拿大、韩国、澳大利亚、巴西和阿根廷的钢铝征收关税。

2018 年 3 月 23 日

特朗普政府宣布将对每年从中国进口的价值 600 亿美元的商品征收关税，并限制中
国对美科技产业投资。美国对中国进口加征关税所涉及的 10 个领域正为《中国制
造 2025》中列出的十大重点领域！

2018 年 4 月 3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依据“301 调查”结果公布了拟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清
单。清单涉及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业，包含大约 1300 个
独立关税项目。美国代表建议对清单上中国产品征收额外 25%的关税，称此举旨在
弥补美国在科技领域所遭遇的损失。

2018 年 4 月 17 日

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兴公司采取出口管制的措施，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
感产品。在此之后，有消息称美国可能会禁止阿里巴巴集团在美国提供云计算服务，
或组织该公司在美国市场的业务扩张，直至中国取消对美国企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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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 18 日

美国商务部对从中国进口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同日美国商务
部初步裁定认为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2018 年 4 月 19 日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发布了一份名为《美国联邦信息与通讯科技
供应链的中国威胁》的报告，称中国政府可能支持某些企业进行间谍活动以提高中
企竞争力并促进政府利益，点名华为、中兴、联想三家公司。

2018 年 5 月 3 日-4 日

包括财政部长姆努钦、商务部长罗斯、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
会主任库德洛、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和白宫国家经济委
员会幕僚艾森斯塔在内的美国贸易代表团访华。

2018 年 5 月 24 日

美国 Bose Corporation 公司依据《美国 1930 年关税法》第 337 节规定向美国际贸易
委员会提出申请，指控对美出口、在美进口或在美销售的耳机听筒及其组件侵犯其
专利权，请求美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普遍排除令和禁止令。中国深圳 Misodiko 公
司、Phonete 公司和 TomRich 公司为列名被告。

2018 年 5 月 29 日

美国白宫正式发布“关于采取措施保护国内科技和知识产权免受中国歧视性和制约
性贸易的声明”，宣布将加强对我国对美科技领域投资限制，就知识产权保护诉诸
WTO，并对我国对美出口的价值 500 亿美元的货物征收 25%的关税。美国将加强
对获取美国工业重大技术的相关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出口管制，并采取具体投资限
制。

2018 年 6 月 15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清单，正式确定对价值 500 亿美
元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 25%的关税。

2018 年 6 月 27 日

美国白宫宣布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改革结果。CFIUS 将进一步严格审查和控
制非美国企业、个人、政府等在美国的投资、收购、并购等活动，同时赋予美国总
统直接终止或中止核心科技领域交易的权力。

2018 年 7 月 6 日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
美国于当地时间 7 月 6 日对第一批清单上 818 个类别、
价值 34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的进口关税。

2018 年 7 月 10 日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关于 301 调查的声明》

2018 年 7 月 11 日

美国宣布对另外总额 2000 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增加 10%关税。

2018 年 7 月 20 日

美国贸易总统特朗普在一次电视访谈中表示，他做好了对所有来自中国约 5000 亿
进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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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中国 2017-18 年度开放政策一览

时间和政策

政策细节
主要政策导向：一是坚持开放发展，推动实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
改革、促发展。二是致力于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促进内外资企业公平竞争。三
是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增强对制造业外资的吸引力，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
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四是建设统一的市场体系，加强和优化服务，鼓励外
资企业深耕发展。五是加大改革力度，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简化对外资的审批
监管制度，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若干措施》包括 3 个方面 20 条措施。主要内容和政策目标：
1.

2017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扩
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
施的通知》

2.

3.

2017 年 5 月 12 日，中美制定百日
计划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以开放发展理念为指导，重点推进服务业、
制造业、采矿业等领域放宽外资准入限制，积极吸引外商投资以及
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支持外资参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促进外
资深入融入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开放的创新体系，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向外资企业开放，支持外资企业加大研发投资、申报设立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拓展利用外资方式，支持外资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
基础设施建设。
进一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在我国境内注册的企业，都要享受同等
待遇。党中央、国务院明确部署，要加快形成企业公平竞争的现代
市场体系，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公平对待。为此，《若干措施》
提出，外资政策必须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事先公开征求意见，各地
区各部门不得擅自增加对外资企业的限制。
进一步加强吸引外资工作。《若干措施》提出，允许地方政府在法
定权限范围内制定出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对就业、经济发展、技
术创新贡献大的项目予以支持，降低企业投资和运营成本。这是给
地方授权，希望各地更加积极主动开展工作，在发展中不断规范，
在规范中实现更好发展。已有的外商投资产业、区域的鼓励政策保
持不变，积极支持中西部、东北地区吸引外资，深化外商投资管理
体制改革，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

百日计划包含十个方面：
1. 经过美中之间又一轮技术磋商后，中国将同意以与国际食品安全和动物健康
标准以及 1999 年农业合作协议一致的条件，尽快允许美国牛肉进口，不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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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10.

2017 年 7 月 16 日。
美中将尽快解决产自中国的熟禽肉出口到美国的突出问题，在达成共识后，
美方将在 2017 年 7 月 16 日之前颁布提议的规则，尽快实现中国禽肉对美出
口。
中国国家生物安全委员会（NBC）将于 2017 年 5 月底前召开会议，对所有 8
项待定美国生物技术产品申请进行科学评估，以评估产品的预期用途安全性。
申请不需要额外的与预期用途安全评估无关的信息。对于在 2017 年 5 月举行
的 NBC 会议上未通过安全评估的产品，NBC 将以透明的方式向申请人提供
完整的完成评估所需的信息清单，以及所请求的信息如何与产品预期用途的
安全性相关的说明。NBC 将在重新提交申请后经常和尽快举行会议，以便完
成对其余申请的审查，而不会造成不必要的延误。对于通过 NBC 安全评估
的产品，中国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在 20 个工作日内颁发证
书。
美国欢迎中国以及任何贸易伙伴从美国进口液化天然气。对于液化天然气出
口授权，美国对待中国不逊于其他非自由贸易协定贸易伙伴。来自中国的公
司可以随时与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商进行各种合同安排的谈判，包括长期合
同，但须遵守双方的商业考虑。截至 2017 年 4 月 25 日，美国能源部已经授
权向非自由贸易区国家每天出口天然气 192 亿立方英尺。
在 2017 年 7 月 16 日之前，中国将允许在华外商独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信用
评级服务，并开始获得信贷调查许可证的程序。
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计划在 2017 年 7 月 16 日前将目前给上海
清算所的非诉讼豁免延期六个月，如果适用且符合条件，则可最长延长三年。
中国人民银行和 CFTC 将就与跨境结算机构的监督有关的合作和交流信息进
行合作，争取达成谅解备忘录（MOU）。
在 2017 年 7 月 16 日之前，中国将发布进一步的必要指导纲要，允许美国独
资的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开始获得许可证的程序。这应该导致他们充分和迅
速的市场准入。中国将继续允许中国的银行发行双重货币银行卡，允许美国
电子支付服务供应商处理外币支付卡交易。
适用的美国联邦监管机构仍然承诺在类似情况下并按照美国法律，向在美国
的中国银行业机构实施与其他外国银行机构相同的审慎监督与监管标准。
中国将于 2017 年 7 月 16 日前向两家合格的美国金融机构发行债券承销和结
算许可证。
美国认识到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并派代表参加 5 月 14 日至 15 日在
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1.
2017 年 7 月 28 日，中国在全
国范围内实施外商投资准入
负面清单

提高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开放水平：服务业取消了公路旅客运输，外
轮理货，资信调查与评级服务，会计审计，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经
营，综合水利枢纽的建设、经营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制造业取消了轨道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汽车电子总线网络技术、电动助力转向系统电子控制
器的研发与制造，新能源汽车能量型动力电池制造，摩托车制造，海洋工
程装备（含模块）制造与修理，船舶低、中速柴油机及曲轴的制造，民用
卫星设计与制造、民用卫星有效载荷制造，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棉籽
油、茶籽油、葵花籽油、棕榈油等食用油脂加工，大米、面粉、原糖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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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玉米深加工，生物液体燃料（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生产等领域外资准入
限制，并取消了同一家外商在国内建立纯电动汽车生产合资企业不超过两
家的限制。 采矿业取消了油页岩、油砂、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勘探、开
发，贵金属（金、银、铂族）勘查、开采，锂矿开采、选矿，钼、锡（锡
化合物除外）、锑（含氧化锑和硫化锑）等稀有金属冶炼等领域外资准入
限制。
提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2017 年版《目录》将 2015 年版《目录》中
部分鼓励类有股比要求的条目以及限制类条目、禁止类条目进行了整合，
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外商投资准入负
面清单），统一列出股权要求、高管要求等外商投资准入方面的限制性措
施。
删除内外资一致的限制性措施
保持鼓励类政策总体稳定：继续鼓励外商投资符合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
方向的领域，支持外资广泛参与“中国制造 2025”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促进引资引技引智相结合，更好发挥外商投资企业对促进实体经济发
展的重要作用。新增的鼓励类条目包括智能化紧急医学救援设备制造，水
文监测传感器制造，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设备研发与制造，
3D 打印设备关键零部件研发与制造，加氢站建设、经营，城市停车设施
建设、经营等。删除的鼓励类条目包括轨道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海洋工程
装备（含模块）的制造与修理，船舶低、中速柴油机及曲轴的制造，轻型
燃气轮机制造，额定功率 350MW 及以上大型抽水蓄能机组制造，会计、
审计，综合水利枢纽的建设、经营等。

2017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

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全国代表大会

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2018 年 4 月 9 日，中国人民银行
行长易纲宣布将在六月底前实现
前六条措施，并在年底前实现后
五条措施

1. 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内外资一视同仁，允许
外国银行在我国境内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
2. 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人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
宽至 51%，三年以后不再设限;
3. 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4. 为进一步完善内地和香港两地股市互联互通的机制，从今年 5 月 1 日起把互
联互通每日的额度扩大 4 倍，也就是说沪股通和港股通每日的额度从 130 亿
调整为 520 亿人民币，港股通每日额度从 105 亿调整为 420 亿人民币；
5. 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租业务；
6. 放开外资保险经济公司经营的范围，与中资机构一致。
7. 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
引入外资；
8. 对商业银行新发起设立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和理财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设
上限；
9. 大幅度扩大外资银行业务范围；
10. 不再对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内外资一致。全面取消外资保险公
司设立前需开设 2 年代表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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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提升投资自由化水平
（一）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2018 年 7 月 1 日前修订
出台全国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与国际通
行规则对接，全面提升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负面清单之
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
（二）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
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修订完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公开透明、操作便
利、风险可控的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吸引更多境外长期资金投资境内资本市场。
大力推进原油期货市场建设，积极推进铁矿石等期货品种引入境外交易者参与交
易。深化境外上市监管改革，支持符合条件的境内企业到境外上市，稳妥有序推
进在境外上市公司的未上市股份在境外市场上市流通。支持外资金融机构更多地
2018 年 6 月 15 日，国务院推出积

参与地方政府债券承销。

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

（三）持续推进服务业开放。取消或放宽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领域

发展若干措施

外资准入限制。加大自由贸易试验区范围内电信、文化、旅游等领域对外开放压
力测试力度。
（四）深化农业、采矿业、制造业开放。取消或放宽种业等农业领域，煤炭、非
金属矿等采矿业领域，汽车、船舶、飞机等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二、深化“放管服”改革，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
（五）持续推进外资领域“放管服”改革。
（六）提高外商投资企业资金运用便利度。
（七）提升外国人才来华工作便利度。
（八）提升外国人才出入境便利度。
三、加强投资促进，提升引资质量和水平
（九）优化外商投资导向。
（十）支持外商投资创新发展。
（十一）鼓励外资并购投资。
（十二）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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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加大投资促进工作力度。
四、提升投资保护水平，打造高标准投资环境
（十四）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十五）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
五、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引导外资投向中西部等地区
（十六）拓宽外商投资企业融资渠道。
（十七）降低外商投资企业物流成本。
（十八）加快沿边引资重点地区建设。
（十九）打造西部地区投资合作新载体。
六、推动国家级开发区创新提升，强化利用外资重要平台作用
（二十）促进开发区优化外资综合服务。
（二十一）发挥开发区示范带动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作用。
（二十二）加大开发区引资金融支持力度。
（二十三）健全开发区双向协作引资机制。
2018 年版负面清单，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在 22 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限制措
施减少近 1/4，主要措施包括：

年版）》

1. 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本次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服务业开放是重点。
金融领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
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 51%，2021 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
制。基础设施领域，取消铁路干线路网、电网外资限制。交通运输领域，取
消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国际船舶代理外资限制。商贸流通领
域，取消加油站、粮食收购批发外资限制。文化领域，取消禁止投资互联网
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规定。
2. 基本放开制造业。制造业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也是市场竞争最充分的领
域，为进一步开放奠定了良好基础。2018 年版负面清单，基本放开了制造业。
汽车行业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 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
比限制，2022 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
船舶行业取消外资限制，包括设计、制造、修理各环节。飞机行业取消外资
限制，包括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无人机、浮空器等各
类型。
3. 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农业领域，取消小麦、玉米之外农作物种子
生产外资限制。能源领域，取消特殊稀缺煤类开采外资限制。资源领域，取
消石墨开采、稀土冶炼分离、钨冶炼外资限制。

2018 年 7 月 1 日起，
中国降低 1449

根据此前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公告，7 月 1 日起降低的进口关税包括汽

2018 年 6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
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
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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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并将降

车整车及零部件和日用消费品两大类。税率分别为 25%、20%的汽车整车关税降

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

至 15%；税率分别为 8%、10%、15%、20%、25%的汽车零部件关税降至 6%。
日用消费品包括食品、服装鞋帽、家具用品、日杂百货、文体娱乐、家用电子、
日化用品、医药健康等 8 类，涉及降税的消费品平均税率由 15.7%下降为 6.9%，
平均降幅为 55.9%。
本次修订旨在进一步扩大外国投资者开立 A 股账户的范围。证监会拟增加两类人
员的 A 股开户资格：一是在境内工作的外国人；二是 A 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外工

2018 年 7 月 8 日，中国证监会起

作并参与股权激励的外籍员工。

就《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上

此前，中国已允许三类外国人直接开立 A 股账户：一是取得我国永久居留身份证

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

的外国人，可以开立 A 股账户。

关规定的修改草案向社会公开征

二是外国人在境内依法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在 A 股上市的，可以开立 A

求意见。

股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三是按照《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A 股上市公司中在境内工作的外籍员
工，参与公司股权激励的，可以开立 A 股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部分措施如下：

2018 年 7 月 10 日，上海出台 5 个
方面共 100 条举措，进一步推进
开放。

（一） 大幅放宽银行业外资市场准入
1. 取消在沪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支持外国银行在沪
同时设立分行和子行，支持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
在提交开业申请时一并申请人民币业务。
2. 支持商业银行在沪发起设立不设外资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资产投资公司
和理财公司。
3. 支持在沪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分行开展代理发行、代
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含外国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的债券）业务。
4. 支持设立多家分行的外国银行将管理行获准开展的人民币业务、衍生产品
交易业务拓展至其他分行；支持外国银行向中国境内分行拨付的营运资金
合并计算。
5. 鼓励在沪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
领域引入外资。
（二） 放宽证券业外资股比及业务范围限制
6. 支持外资在沪设立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将外资持股比例上限
放宽至 51％，不再要求合资证券公司境内股东至少有一家证券公司。
7. 争取加快取消证券机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8. 扩大合资券商业务范围，允许其从事经纪、咨询等业务。
（三） 进一步扩大保险业对外开放
9. 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允许开展为投保人拟定投保方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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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人、办理投保手续，协助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进行索赔，再保险经纪
业务，为委托人提供防灾、防损或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咨询服务等业务。
10. 支持外资来沪经营保险代理和公估业务，不设股比限制。
11. 降低外资保险公司设立的限制条件，取消外资保险公司设立需开设两年代
表处的要求。
12. 支持外资设立合资人身险公司，将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宽至 51％。
13. 争取 3 年内，取消人身险公司外资持股比例限制。
14. 以区域性再保险中心、
国际航运保险中心、保险资金运用中心建设为抓手，
加快上海国际保险中心建设。
15. 以“一带一路”再保险业务为重点，支持上海保险交易所加快发展。
16. 发展离岸保险业务。
（四） 推进更高层次的金融市场开放
17. 支持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相关交易所在上海设立上海国际交易所交流合作
中心和“一带一路”交易所联合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研究推进国际金
融资产交易平台建设。
18. 支持境外企业和投资者参与上海证券市场，修改完善发行上市等规则，让
更多创新企业在上海证券市场发行上市。
19. 扩大沪港通每日额度；争取在 2018 年内开通“沪伦通”。
20. 放开银行卡清算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市场准入限制，放宽外资金融服务
公司开展信用评级服务的限制。
21. 进一步丰富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境外参与主体，增加银行间债券市场国际投
资者数量，扩大熊猫债规模
22. 丰富市场化的产品设计，完善托管、交易、清算、结算服务，用一流的基
础设施吸引各类政府债、企业债在上海金融市场发行、交易。
23. 支持在沪外资银行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承销业务，通过市场评价方式取得
B 类主承销商资格；推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发展成为全球人民币产品交易
主平台和定价中心。
24. 扩大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支持外资机构参与。
25. 加快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发展，推出更多的交易品种，支持更多的境外
投资者、中介机构等参与上海期货市场交易，争取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允许
境外机构成为期货交易所会员。
26. 支持大宗商品现货市场开展提单交易、预售交易和信用证结算等试点，研
究推进期现联动发展。
（五） 拓展自由贸易账户功能和使用范围
27. 将自由贸易账户复制推广至上海市有条件、有需求的企业及长三角和长江
经济带的自贸试验区。
28. 在风险可控前提下，为保险机构利用自由贸易账户开展跨境再保险与资金
运用等业务提供更大便利。
29. 对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向境外贷款先行先试，试点采用与国际市场贷款规则
一致的管理要求。
30. 支持境外投资者通过自由贸易账户等从事金融市场交易活动。
（六） 加强国际金融中心精准宣传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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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
31. 放宽外商设立投资性公司条件，将设立申请前一年外国投资者资产总额降
为不低于两亿美元，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已设立外商投资企业数量降低
为五个及以上。
32. 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经营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的准入限制。
33. 将上海自贸试验区原范围内开放的增值电信业务在扩区范围适用，并争取
进一步扩大实施范围；积极推动建立畅通的国际通信设施，争取将上海打
造成为亚太重要信息枢纽；探索推进大数据资源交易。
34. 取消外商投资建设工程设计企业外籍技术人员的比例要求；对没有执业资
格准入要求的业务，允许符合条件的外籍人员在本市执业提供工程咨询服
务。
35. 扩大内地与港澳合伙型联营律师事务所设立范围。
36. 进一步放宽或取消外商投资人才中介机构、认证机构的投资方条件限制。
37. 放开国际船舶运输、船舶管理企业外资股比限制。
38. 支持外商独资企业从事国际海运货物装卸、集装箱站场和堆场业务。
（八） 加快实施汽车、飞机、船舶产业对外开放
39. 鼓励外资投资先进制造业，争取外资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
40. 以嘉定、临港等汽车产业集聚区为依托，吸引世界知名外资汽车企业建设
研发中心及高端整车项目，支持高性能电机、电池、电控等核心部件配套
项目落地。
41. 按照国家部署加快取消汽车制造行业外资股比及整车厂合资数量等的限
制。
42. 支持航空产业对外合作开放，吸引航空发动机总装、机载系统和关键零部
件外资项目落地，支持外资来沪发展飞机整机维修和部附件维修业务，加
强人才、技术、管理合作交流。
43. 取消飞机行业外资限制，包括干线飞机、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直升机、
无人机、浮空器等；取消船舶设计、制造、修理等环节外资限制。
44. 支持外资发展豪华邮轮等高端船舶制造、船舶设计研发等产业链高端环
节，支持外资高端船舶装备、关键零部件项目落地。
（九） 创新发展高端绿色进口再制造和全球维修业务
（十） 加强司法保护为主导、行政保护协同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
（十一）
完善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海外维权服务体系
45. 强化上海国际贸易知识产权海外维权基地功能，开展涉知识产权国际贸易
纠纷产业影响评估和企业应对服务，帮助海外投资企业防范双向投资中的
政策风险。
46. 持续开展国际经贸领域知识产权海外维权人才培训，并将服务范围扩展到
长三角地区。
47. 争取国家主管部门授权在上海设立商标海外维权保护办公室。
（十二）构筑开放引领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
48. 拓宽在上海设立的商标马德里国际注册窗口的功能，争取受理范围向长三
角和华东地区辐射，并进一步全面承担全国商标马德里国际注册审查。
49. 修订《上海市专利资助办法》，加大对高质量专利和国际专利申请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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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50. 建成上海自贸试验区版权服务中心。
51. 发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服务平台国际运营（上海）试点平台的运营交
易、金融服务、国际合作和海外维权等服务功能。
52. 争取进一步拓展中国（浦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服务的产业领域。
（十三）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全力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十四）打造服务全国的进口贸易专业服务平台
（十五）营造高效便捷的货物和服务进口贸易环境
（十六）全面推进药品医疗器械进口枢纽口岸建设
（十七）全面深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十八）实现审批服务事项“一网通办”
（十九）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
（二十）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
意见涵盖四个方面，15 条具体政策：

2018 年 7 月 9 日商务部出台《关
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
展的意见》

（一） 优化进口结构促进生产消费升级。包括支持关系民生的产品进口、积极
发展服务贸易、增加有助于转型发展的技术装备进口、增加农产品、资
源性产品进口四条政策。
（二） 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包括加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快实施自贸区战
略、落实自最不发达国家进口货物及服务优惠安排三条政策。
（三） 积极发挥多渠道促进作用。包括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持续发挥外
资对扩大进口的推动作用、推动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有效互动、创新进
口贸易方式四条政策。
（四） 改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条件。包括大力培育进口促进平台、优化进口通
关流程、降低进口环节制度性成本、加快改善国内营商环境四条政策。
主张部署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取消外商投资道路运输业立项审批，简化进出口货

2018 年 7 月 18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

物收发货人注册登记，改由海关直接使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数据办理登记，

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抓紧出台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落实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的承诺，废止妨
碍市场公平竞争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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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全 球 视 野 ， 为 中 国 建 言 ； 以 中 国 智 慧 ， 为 全 球 献 策

全球化智库（ Center for China and Globalization），简称 CCG，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
智库。CCG 成立于 2008 年，总部位于北京，在国内外有十余个分支机构和海外代表处，目前有全
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宗旨，
CCG 致力于全球化、全球治理、国际关系、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CCG 是财政
部“美国研究智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中联部“一
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被国家授予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资质。
CCG 成立十年来，已发展为中国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智库。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美国宾夕法尼亚
大学《全球智库报告 2017》中，CCG 位列全球顶级智库百强榜 92 位，成为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
中国社会智库，并在全球最佳社会智库榜单中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同时，CCG 在国内多个权
威智库排行榜也获高度认可，在南京大学与光明日报发布的《中国智库索引 CTTI2017 发展报告》
中蝉联社会智库 Top10 榜首，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2017)》
“核心智库榜单”
。此外，CCG 还被权威的中国管理科学学会评选为“2016-2017 年度十大中国管
理价值组织”。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 7 号汉威大厦西区 15 层（100004）
电话：86-10-65611038
传真：86-10-65611040
网址：www.ccg.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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