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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爆发规模大、
持续时

中美贸易磋商

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自去年 3 月中美贸易

前景：回归理性

争端正式开始以来几经波折，屡次升级。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重返阿根廷共识

峰会期间，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不再
加征新关税的共识。然而，在第十轮中美贸易谈
判后，中美贸易争端解决进程再现波折。自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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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美国开始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US Trade: Seeking a

25%关税后，
特朗普政府又准备对超过 3000 亿美
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
紧接着的第十一轮中

Rational Resolution

美经贸磋商无功而返，
双方互相阐明立场与分歧，

via the “Argentina

一时间，太平洋两岸弥漫着悲观情绪。

Consensus”

6 月 18 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交谈表
明了将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并就事关中美关系
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
此次大阪 G20 峰会
的首脑外交为中美亟待解决的贸易问题打开窗
口，
中美经贸磋商下一步怎么走？两国首脑会在
即将举行的大阪 G20 峰会上达成协议吗？本篇
报告在 CCG 2018 年 9 月在美国发布的《中美贸
易关系和挑战：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
的基础上，结合今年 5 月 CCG 两度访美“二轨外
i

交”与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商务部、商会等各界精英人士访谈调研，就国内外舆论共同关注的目前
中美双方存在的贸易误解、负面影响、反战呼声，以及中方努力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双
方应把握大阪峰会的良机重返阿根廷共识，回到理性谈判轨道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并针对性地提出
改善中美贸易磋商的十条切实建议：
1、在 G20 中美两国首脑会面之际，加强双边贸易谈判的沟通，使中美回到“阿根廷首脑共识”
。
2、改善中美贸易统计方法，公平公正显示两国所获价值，包括服务贸易、旅游、留学。
3、 中国可加大对美的贸易采购量，美国应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并解除对华高科技企业的
打压，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4、 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并以此回应美国对中国法律问
题的担忧。
5、 继续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以多边合作推动 WTO 改革，建议中国加入 CPTPP。
6、 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以高层次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
7、 进一步加强中美商界合作，使双方无法“脱钩”
。
8、 中国加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加大打击侵权力度。
9、 大力开展“州级外交”主动加强与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的合作。
10、加强中美两国人文往来渠道通畅，促进民间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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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中美贸易摩擦具有爆发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等特点。早
在 2018 年 3 月 23 日特朗普政府对华启动“301 调查”之前，中美贸易摩擦事件
就已经存在，并且为本次大规模的贸易摩擦埋下了伏笔。自 2018 年 8 月美国
根据“301 调查”结果对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开始，此次中美
贸易争端正式开始，并几经波折，屡次升级。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
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达成了不再加征新
关税的共识。此后在第六和第七轮中美贸易谈判中，双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
权保护、非关税壁垒、服务业、农业以及汇率等方面有了实质性进展，当时中
美各界普遍预期双方将很快达成协议，中美经贸关系将回归正轨。
然而，在第十轮中美贸易谈判后，中美贸易争端解决进程再现波折。自 5
月 10 日美国开始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 25%关税后，特朗普政府又
准备对超过 3000 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紧接着的第十一轮中美经贸
磋商无功而返，中方期望取消加征关税、贸易采购数字要符合实际并在谈判文
本上做到双语平衡，而美方在谈判中体现出两点焦虑：对中国高科技领域尤其
是 5G 技术快速发展的担忧以及对中国的协议执行能力的怀疑。随后，特朗普
政府发布华为禁令。面对美方步步紧逼，中方在明确立场的同时采取了反制措
施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关于中美经贸磋商的中方立场》批评美国在谈判中
出尔反尔，在多个问题上“得寸进尺”。
在中美贸易磋商再次陷入僵局之际，太平洋两岸各界弥漫着悲观的情绪。
投行高盛的最近一篇分析提出了中美经贸谈判前景的三种假设：最有可能出现
双方立场僵持不下，协议前景渺茫，这种情境下，美国将在七月继续就关税问
1

题施压，但出于对美国消费者的考虑，具体实施的关税执行标准会以 10%执行，
因为短期内某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不可替代；在 G20 峰会前或期间不可能达
成最终协议，但是双方会达成推迟执行关税、暂停报复行为的协议，这种情况
也很有可能发生；最好的情形是近期达成协议并且取消之前加征的关税，但鉴
于当前双方立场的分歧之大，此种情况也成为最难发生的。1这种观点相当有代
表性。
6 月 18 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过电话交谈表明了将在峰会期间进行会晤并
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中美经贸磋商下一步怎么走？两
国首脑会在即将举行的大阪 G20 峰会上达成协议吗？在高盛报告中，CCG 理
事长王辉耀则表达了审慎乐观，认为在“三条红线”的原则上达成贸易协议的
可能性仍然存在。2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ASPI）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在近期到访 CCG 北京总部参加圆桌研讨会时表达了相对乐观的观点。他认为，
从结构层面上分析，中美两国都需要达成贸易协定。相比中国在 11 轮谈判后
提出的三条原则中的第一条和第三条，即关税和文本平衡，特朗普总统更关注
第二条，即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金额。因为，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在即将到
来的 2020 年大选中将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额度作为一项成就来赢得选民投
票。而中国则需要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因为与美国相比，出口收益占经济发
展的比例更大。因此，在未来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可以在坚持自己的三点
原则的基础上，与特朗普政府就购买商品额度进一步协商，以此作为贸易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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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Wars 3.0”, Goldman Sachs Research,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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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Wars 3.0”, Goldman Sachs Research, June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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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口。3
此次大阪 G20 峰会的首脑外交为中美亟待解决的贸易问题打开窗口，一
方面，特朗普总统宣布参选下届美国总统选举为中美达成新贸易协定提供重要
契机。另一方面，习近平主席对朝鲜的国事访问为中国在谈判中增加筹码。峰
会召开之际，CCG 根据对中美经贸关系的追踪调研认为此次中美首脑外交极
大可能促成短期双边贸易协定，该协定也会成为特朗普连任竞选的重要成绩单，
但中方同时需要做好特朗普对华贸易战持续的长期战略准备。
本篇报告在 CCG 于 2018 年 9 月在美国发布的《中美贸易关系和挑战：
过去、现在、将来与政策选项》的基础上，结合今年 5 月 CCG 两度访美“二
轨外交”与美国华府知名智库、商务部、商会等各界精英人士访谈调研，就国
内外舆论共同关注的目前中美双方存在的贸易误解、负面影响、反战呼声，以
及中方努力四个维度进行梳理和分析，认为双方应把握大阪峰会的良机重返阿
根廷共识，回到理性谈判轨道协商解决贸易争端，并针对性地提出改善中美贸
易磋商的十条切实建议。

一、美对华贸易逆差数据统计存在分歧

商务部 2019 年 6 月发布的《关于美国在中美经贸合作中获益情况的研究
报告》表明，按中方统计，2018 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 3233.3 亿美元，服

3

陆克文观点公开发表在《陆克文：系好安全带，中国人不会退让》
，环球网，2019 年 6 月 14 日

http://oversea.huanqiu.com/article/2019-06/14994928.html?agt=15435
3

务贸易逆差 485.0 亿美元。按美方统计，2018 年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4191.6 亿
美元，服务贸易(跨境模式)顺差 405.3 亿美元。根据中美两国商务部开展的联
合研究，美方统计的对华货物贸易数据长期被高估，据推算，2018 年美对华货
物贸易逆差被高估 880 亿美元，应为 3312 亿美元。若减去价值 903 亿美元来
自加工贸易的部分，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 2409 亿美元。此外，如按不同的
服务贸易模式测算，2018 年美对华总体贸易逆差应调减为约 1536 亿美元，比
目前美方公布的贸易逆差数额降低 37%。
中美双方算法的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双方对于转口贸易、加工贸易和服务贸
易的算法存在不同计算方式。在转口贸易、加工贸易方面，中国统计显示 2018
年自美国进口 1551 亿美元，比美国公布的数据多了 300 多亿。离岸和到岸价
格差，以及转口贸易统计口径的不同，能解释中美统计上约 1000 亿美元的差
距。4此外，2018 年中国赴美留学生约有 36 万人5，事实上每年赴美留学生量
都相当可观，每年为美国带来约 200 亿美元收入6；中国赴美游客每年也可为
美国带来约 300 亿美元的消费额7，而这约 500 亿并没有计算到美国对华贸易
赤字中。因此，若将包括旅游和留学在内的服务贸易逆差算入，就等于实际上
的中美贸易赤字只有约 1000 亿。
4

《中美贸易战：贸易逆差数字分歧巨大，谁说的是真的》
，BBC 中文网，2019 年 6 月 11 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world-48566980
5

“International student data from the 2018 Open Doors Repor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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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FSA International Student Economic Value Tool, NAFSA,

http://www.nafsa.org/Policy_and_Advocacy/Policy_Resources/Policy_Trends_and_Data/NAFSA_International_Student_Economi
c_Value_Tool/#state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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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International Inbound Travel Market Profile (2017)”, U.S. Travel Association, March 05, 2019,

https://www.ustravel.org/system/files/media_root/document/Research_Country-Profile_China.pdf
4

商务部报告通过中美贸易结构的分析指出，双边贸易顺差在中国但利益是
两国共享的。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中过半数来自加工贸易，中国仅从中赚取少量
加工费，而美国从设计、零部件供应、营销等环节获取了大量的利润。传统的
贸易差额计算方法将全部顺差都统计在终端产品出口国头上，这样算出来的贸
易差额与中美贸易中实际分配到的价值严重不匹配。据中国商务部数据，2017
年在华美资企业实际销售收入约 7000 亿美元，远远超出贸易逆差的金额。8
德意志银行 2018 年 3 月的研究报告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中美贸易中可以
获取巨大的商业盈余，中美两国账面上巨大的贸易顺差实际可能很小。例如，
2017 年，通用汽车在华销售量达到 400 万辆，已经超过在美国本土 360 万辆
的销售量；截至 2016 年，苹果手机在中国的使用量达到 3.1 亿，已经是苹果手
机在美国使用量的两倍多。但这些产品并不体现在两国的贸易数据中，原因在
于这些产品都是由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子公司生产销售的。若考虑增加值的概念
和总销售额因素，则中美贸易逆差仅 300 亿美元。9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2019 年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09 年至 2018
年 10 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 11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10牛津研究院估
计，廉价的“中国制造”商品在 2015 年帮助美国降低消费物价水平 1%-1.5%。
而中国对美国的各类投资，包括美国国债和美国金融机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
获利，截止 2017 年底，美国自华获得的资金流入总额达到 1.37 万亿美元。11

8

http://images.mofcom.gov.cn/www/201906/201906061427201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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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秘密：揭开贸易“逆差”之谜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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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9 State Expert report”, 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May 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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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的秘密：揭开贸易“逆差”之谜 》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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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长期以来被高估，陈旧的贸易理念和统
计方式已不能真实反映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以及国家利
益，两国对于贸易赤字和利益计算的缺乏共识也成为美中双边贸易最大的误区。

二、中美“脱钩”代价巨大，反对呼声越来越高

（一）贸易战伤害美国经济利益和人民福祉

经贸摩擦损害普通美国消费者的利益。根据税负转嫁原理，由于中国输美
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普通消费品，需求价格弹性较小，因此美国对中国商品加
征关税，最终大部分要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著名投行高盛的研究认为，美
国政府去年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后，中国出口商并没有“为更好在美国市场竞
争”而降低价格，因此，关税成本主要转嫁到美国企业和家庭身上，导致了消
费品价格上涨，推升美国核心通胀率。12经贸摩擦不利于美国劳动者的就业。
加征关税会导致美国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增加，制约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使就业的增长受到制约。美国企业也将不得不承受更高的原材料价格，并且由
于经济中一些资源转移到被征税的领域而造成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瑞银集团
（UBS）近期的一份研究预计，今年将有 1.2 万家美国零售商关门，而对中国
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零售商成本进一步升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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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ma Newburger, “The cost of Trump's tariffs has fallen 'entirely' on US businesses and households: Goldman”, , CNBC , May

12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5/12/goldman-trump-tariff-costs-fall-entirely-on-us-businesses-households.html
13

“China tariffs could trigger one of the biggest waves of store closures the US has ever seen, sparking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retail apocalypse’’, Hayley Peterson, Business Insider, May 14,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china-tariffs-could6

国务院新闻办 2019 年 6 月 2 日发布的《中美经贸磋商中方立场白皮书》
明确指出，贸易战没有给美国带来所谓的“再次伟大”，加征关税措施不仅没
有推动美国经济增长，反而带来了严重伤害。关税提高美国企业生产成本，抬
升美国国内物价，降低美国对华出口，影响美国经济增长和民生。2009 年至
2018 年十年间，美国对华出口支撑了超过 110 万个美国就业岗位，中国市场对
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在此十年中，美国 48 个州对华货物出口实现累计增长，
其中 44 个州实现两位数增长，但在中美经贸摩擦加剧的 2018 年，美国仅有 16
个州对华货物出口实现增长，34 个州对华出口下降，其中 24 个州出现两位数
降幅，中西部农业州受损最为严重。
据美国工商组织“关税伤害美国腹地”2019 年 5 月 24 日发布的估算数字，
2018 年关税令美国消费者损失 250 亿美元，相当于贸易战每秒钟让美国人损
失 810 美元。美国智库“贸易伙伴”
（Trade Partnership）2019 年 2 月发布的研
究报告显示，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品加征 25%的关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将减少 1.01%，就业岗位将减少 216 万个，一个四口之家每年支出将增加 2294
美元。14美国商会和荣鼎集团 2019 年 3 月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美经贸摩
擦影响，2019 年及未来 4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可能每年减少 640 亿至 910 亿
美元，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额的 0.3%－0.5%。如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商
品征收 25%关税，未来 10 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将累计减少 1 万亿美元。15

trigger-12000-store-closures-2019-5
14

Tanzeel Akhtar Benzinga, “Tariffs Hurt The Heartland: What You Should Know”，June 15, 2019,

https://finance.yahoo.com/news/tariffs-hurt-heartland-know-192241137.html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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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2 日，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发布的一项最新联合调查显示，
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深远，正在伤害美国在华企业的竞争力。高达 74.9%的受
访企业在调查中称，关税的增加对其业务产生消极影响。其中，制造业企业受
到美国关税影响的比例最为显著，高达 81.5%。调查结果显示，在华美国企业
感受到的关税影响主要反映在产品需求的降低（52.1%）、制造成本的增加
（42.4%），以及产品销售价格的提升（38.2%）上。16
美国经济已经显露出弱化迹象。尽管 2019 年第一季度美国 GDP 增速仍达
3.2%，但其主要支柱个人消费开支和私人固定资产投资合计只贡献了 1.09 个
百分点，低于 2018 年第四季度的 2.20 个百分点。这一趋势在 4 月份得到延续，
零售销售下滑 0.2%，工业生产下滑 0.5%。17反映美国工业产品产量的工业生
产指数表明，经过季节调整之后，无论是整个工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2019
年前 4 个月基本处于负增长状态，分别比 2018 年年末下降了 1.3%和 1.6%。而
反映美国工业行业景气程度的工业整体和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 2019 年前 4
个月则分别为 77.9%和 75.7%，分别低于 1972 年至 2018 年平均值的 79.8%和
78.3%。贸易保护政策并未促进美国制造业重新繁荣。18
特朗普政府的华为禁令也对全球半导体研发、制造和应用的供应链造成巨
大破坏。2018 年，华为在全球有 1.3 万个供应商，采购了 700 亿美元设备和服

16

“Trade war tariffs hurting US Business in China”, May 22, 2019, https://www.axios.com/trade-war-tariffs-hurting-us-business-

in-china-43a8bf67-b838-49c7-b91e-e0a5f03ab37d.html
17

何伟文，
《为何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事与愿违》
，中美聚焦， 2019 年 6 月 4 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inance-

economy/20190604/40058.html
18

认清本质洞明大势斗争到底—中美经贸摩擦需要澄清的若干问题，
《求是》
，2019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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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其中 110 亿美元来自高通等美国供应商。美国领先的芯片制造商也有自己
的全球供应链。禁令迫使华为执行 B 计划，即采用自己的芯片和系统，这破坏
了国际供应链，并同样损害了美国高科技行业。中国市场的销量占美国前十大
芯片厂商全球销量的比重很大，思佳讯的比重达 80%，高通为 63%，科尔沃为
60%，博通为 52%，美光科技为 50%，英特尔为 23%。如果丢掉了庞大中国市
场的销售额，美国芯片巨头们将难以维持它们对研发的巨额投入来确保其国际
领先地位。这也是为何美国科技股在特朗普政府打击华为后出现暴跌。19
（二）美国国内呼吁停战的声音不容忽视

华盛顿最强大的商业团体美国商会日前正敦促特朗普政府结束针对中国
的贸易战，称其加征的关税有可能在未来十年让美国经济损失 1 万亿美元20。
包括耐克在内的超过 170 家美国鞋业企业 5 月 20 日发表联名信，要求美国政
府把从中国进口的鞋具从拟加征关税清单中移除，称这一行为将伤害美国消费
者和美国经济。他们一致认为，美国政府拟加征的关税最终会转嫁到美国消费
者，而美国工薪阶层将是受伤害最严重的群体。联名信说：“美国对进口鞋平均
征税 11.3%，但最高可达 67.5%。在这基础上加征 25%的关税，意味着一些美
国工薪家庭买鞋时要支付近 100%的关税，所造成的影响难以估量。”联名信表
示，关税的负面影响将波及方方面面，不仅损害消费者，也会威胁行业企业生
存能力。联名信呼吁，现在已到了终结贸易战的时刻。21
19

何伟文，
《为何特朗普对中国极限施压事与愿违》
，中美聚焦， 2019 年 6 月 4 日，http://cn.chinausfocus.com/finance-

economy/20190604/40058.html
20

“US Chamber of Commerce pushes Trump to end trade war”, Financial Times, June 17, 2019

21

Dozens of shoe retailers, including Nike and Adidas, sign letter to Trump urging a halt to tariffs, CNBC, May 20,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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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彭博新闻社报道，包括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以及 Costco、Target、
Gap、Levi Strauss、Foot Locker 在内的 600 多家美国企业 6 月 13 日联名给特
朗普上书，呼吁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战，尽快解决两国之
间的贸易纠纷。22他们在信中称，关税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将令
美国消费者承受更高的物价。这份信件还警告说，如果特朗普还要继续给 3000
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加征 25%的关税，就会令美国再失去 200 万个工作岗位，并
给一个美国四口之家平添 2000 美元的生活成本，还将令美国 GDP 下跌 1 个百
分点。23
苹果公司最近的公开信敦促白宫放弃对其产品使用的部件加征最高 25%
的关税，警告新增的关税将使苹果产品增加数百美元成本，对消费者造成巨大
损害，并削弱苹果对美国经济的巨额贡献24。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总裁兼首席
执行官对 CNBC 表示，关税“不是个好战略”。
“它们是税，会伤害消费者，伤
害美国企业。”

25

华盛顿 5 月将华为列入美国的一份“实体名单”，限制这家中

国电信巨头从美国公司购买商品的能力。虽然美国商务部已授予华为 90 天的
临时许可，但中国已在加速发展自己的半导体产业——这可能最终损害到美国
企业的收益。科技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可能会升级至“失控”程度，导致消费者
和美国芯片企业都受到“打击”。据路透社报道，高通、英特尔等美国芯片供应
商正在悄悄游说美国政府，要求其放宽对华为的禁令，
“这不是为了帮助华为，

22

“Wal-Mart, Hundreds of Others Call on Trump to Drop China Tariffs”, Bloomberg. June 13, 2019

23

Letter to the White House, "Tarrifs Hurt the Heartland", June 13, 2019

24

“Apple warns Trump tariffs would hurt its competitiveness,” Financial Times, June 21, 2019

25

“More China tariffs could push the US into a ‘Trump recession,’ consumer tech group CEO says”, CNBC， June 1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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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为了防止对美国公司造成伤害。”

26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从 6 月 17 日开始举行为期七天的、针对另外
3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听证会。据法新社披露，就在这场原计划
300 多位代表出席的听证会之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终收到了 1200 多份
书面意见和出席要求。从第一天起，来自美国工商界各行各业反对加征关税的
声音不绝于耳。路透社报道指出，多个领域的美国公司都在听证会上表示，除
了中国以外，它们在服装、电子产品和其他消费品的生产地上几乎别无选择。
法新社将这场听证会形容为“迄今为止最响亮的警告”。最新的数字则来自戴
尔、惠普、微软和英特尔四家厂商，这些公司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如果实施拟
议中的关税举措，将使笔电与平板电脑在美国的售价至少上涨 19%，或笔电平
均零售价提高 120 美元左右。27 “这样的涨价幅度，甚至可能导致最在意成本
的消费者完全不想购买笔电产品。”声明说。28
随着中美贸易战态势的升级，自去年以来，美国国内不时出现有关中国学
生学者“非传统间谍活动”的言论和随之美国政府收紧对中国学生和学者的签
证发放。对此，美国高校和科研领域学者普遍感到忧虑。今年以来，美国耶鲁
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密歇根大学、赖斯大学、加州大学
戴维斯分校和特拉华大学等多所高校通过公开信等方式公开发声，呼吁教育和
学术交流自由。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以签证为武器打压中国学者会引发双重

26

“U.S. chipmakers quietly lobby to ease Huawei ban,” the Reuters, June 17, 2019

27

David Lawder, “U.S. firms say China tariffs will raise costs, see few sourcing alternatives”, the Reuters,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trade-china-tariffs/u-s-firms-say-china-tariffs-will-raise-costs-see-few-sourcingalternatives-idUSKCN1TI1MM
28《中国就是不可替代》
，参考消息，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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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效应：一方面，美国将损失一批可以在科研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学者；
另一方面，众多美国高校也将失去由中国留学生带来的可观收入。29
（三）贸易战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率, 放缓经济结构平衡进程

作为中美贸易顺差国，加征关税首先冲击的是出口。根据海关统计，2019
年 1 至 4 月以来，中国输美产品出口已连续 5 个月下跌，同比下降了 9.7 个百
分点。美国荣鼎集团测算，如果美国对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征收 25%关税，到
2025 年美国的年 GDP 会减少 0.9%，而中国的年 GDP 则会损失 1.2%。30处于
下行趋势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中国政府今年正式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
下调至 6.5%至 6%之间。中国计算出若贸易战全面爆发，每年经济增长率会减
少 1.4 个百分点。为确保增速维持在 6%以上，中国已经实施或准备实施一系
列财政、货币和基础设施投资措施，其他措施也在酝酿当中。31
南京大学刘志彪教授指出，今年 5 月份 CPI 持续攀升，达到 2.7%，同期
PPI 仍然处于低位徘徊，回落到了 0.6%。这是一个应引起高度重视的情况。经
济下降的趋势，中美贸易战是原因之一。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总体来自于过去
支撑经济增长的红利的消失，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其中，虚拟经济和实
体经济失衡是重要原因，实体经济不够旺盛，亟待重振和振兴。另外，结构失
衡还代表产能上的过剩、杠杆率过高、技术供给短板等一系列问题。这也是我
29

《美收紧中国留学生签证引担忧》
，参考消息，2019 年 6 月 18 日

30Daniel

H. Rosen, Lauren Gloudeman, and Badri Narayanan Gopalakrishnan, “Assessing the Costs of Tariffs on the US ICT

Industry: Modeling US China Tariffs”, Rhodium Group，March 15, 2019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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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原因。因此在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下行的大背
景下，在国际环境中遇到中美贸易摩擦是非常不利的。32
倘若贸易战升级必将影响实体经济，尤其是金融去杠杆领域。最近几年，
“宏观冲击”对房地产业的影响越来越大，频率越来越短。尤其是随着 2018 年
的中美贸易战进程，针对房地产业的政策定调几乎每三个月就会动态调整，增
加“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难度。而宽松政策出台的结果则是资金进一步
流入房地产领域。此外，房企受贸易战冲击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境外美元债的发
行。2016 年在外汇储备下降、资金流出中国的过程中，曾发生过标普及穆迪集
中下调中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评级的事件，鉴于当前房地产业美元债的庞大
规模，这次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房地产业并不意外，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影响不可
不防。房企保持稳定对于整个贸易战进程都很重要，毕竟在 GDP 三架马车中
的消费和外贸增速都在下滑背景下，投资还是要靠房地产撑住的，地方政府的
负债压力也需要卖地来缓解，这也是房地产业体现的“压舱石”作用。贸易战升
级，恐怕对于金融去杠杆长效机制的建立是一个不利因素。33
长远来看，如果经贸摩擦继续，将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带来负面影
响。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合同制造、外包代工、外包组装、贴牌生产、跨国采
购等方式嵌入全球供应链，我国企业主要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和低附加值
环节。当前，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依然是全球供应链的主导者。美国切断全
球价值链，扼杀中国高技术产业，逼迫民营企业短期之内寻求生存替代品，造

32

“刘志彪：依靠统一战线法宝稳外资打赢中美贸易战，
”中宏网，2019 年 6 月 18 日

https://www.zhonghongwang.com/show-278-138125-1.html
33

FT 中文网 《中美贸易战对房地产业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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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巨大经济损失，也迫使美国私人企业终止合作，有损美国企业的信誉，也
损害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良性发展。中国企业必须加大自主创新的投入，增强自
主研发能力。目前虽然其增强了掌握核心技术能力，但却耗费了极大的开发成
本,改变了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轨道。
（四）贸易战损害全球经济利益

贸易战可能会触发全球新一轮“特朗普经济衰退”。摩根大通报告中认为：
过去 2 年的股票市场历史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预期财政改革的市场上升（促
进经济和企业盈利），以及破坏价值的贸易战。34 到目前为止，贸易战已经抵
消了财政刺激措施的所有好处，如果继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衰退。如
果这场经济衰退成为现实，历史学家可能称其为“特朗普衰退”，因为它主要是
由贸易战倡议造成的。
美国经济学者鲁比尼（Nouriel Roubini）6 月 18 日在《澳洲金融评论》撰
文列出 10 个能够引发 2020 年美国和全球经济衰退的潜在因素，其中很多因素
涉及美国，美国同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战，还有限制移民，外国直接
投资，技术转让等因素也可能影响到全球供应链，从而加剧了滞胀威胁（慢增
长伴随着通胀）。35
世界银行在 2019 年《全球经济展望》上发布报告：紧张局势加剧，投资

34

“Marko Kolanovic Talks ‘The Trump Recession’, Says Market Damage From Trade War Is ‘100X The Tariffs Collected”,

Heisenberg, June 12, 2019
35

Nouriel Roubini, “Deepening trade war makes a 2020 recession more than likely”, Jun 18, 2019,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https://www.afr.com/news/economy/deepening-trade-war-makes-a-2020-recession-more-than-likely-20190617-p51y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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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缓。报告称，全球经济势头脆弱，并承受重大风险。36国际贸易和投资比今
年年初的预期虚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 4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预期》报告
将 2019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由 2018 年的 3.6 个百分比下调到 3.3 个百分比，预
示经贸摩擦将持续打击已然虚弱的全球投资，进一步拖累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37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是

对世界经济的威胁。"38

三、中美经贸摩擦发生以来，中方努力应受关注

（一）不断放宽市场准入

近年来，我国负面清单的“减法”力度一直在不断加大。2013 年，上海自贸
区实施的第一张负面清单共有 190 项限制措施，现行的 2018 版自贸区外资准
入负面清单只剩下了 45 项，全国版负面清单也只有 48 项，一、二、三产业全
面放宽市场准入，并且列出了汽车、金融领域对外开放路线图和时间表。国家
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 2018 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在 22 个领域推出
新一轮开放措施。从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外资进入银行、证券、汽车制造、
电网建设、铁路干线路网建设、连锁加油站建设等一系列限制取消。2019 年新

36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the World Bank, Jan 2019

37

World Economic Outlook, IMF, April 2019,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9/01/weodata/index.aspx

38“IMF

Managing Director Lagarde Calls for Cooperation to Support Global Growth”， June 9, 2019， IMF,

https://www.imf.org/en/News/Articles/2019/06/09/pr19205-imf-managing-director-lagarde-calls-for-cooperation-to-supportglobal-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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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的清单修订将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服务业领域开展。
在汽车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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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领域，目前已经取消银行业
外资股比限制，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也
放宽至 51%，2021 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银保监会副主席王兆
星近期表示，本月初银保监会宣布 12 条新的对外开放措施，进一步放开了外
资的持股比例水平、大幅削减对外资机构设立的数量限制，进一步放开了外资
进入的范围和领域。6 月 6 日，证监会核准了摩根士丹利华鑫（简称“大摩华
鑫”）的股权变更申请，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国际控股公司将会持有大摩华鑫
(Morgan Stanley-Huaxin Securities) 44%的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大摩华鑫将
成为国内第一家外资相对控股的公募基金。在券商方面，自从去年证监会正式
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法》以来，国内已经有 3 家外资控股券商，分
别是瑞银证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和野村东方国际证券，瑞信方正则有望
成为第四家外资控股合资券商。在外资私募基金方面，截至目前，已有富达利
泰、瑞银资管、英仕曼、施罗德、桥水投资等 19 家外商独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在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 38 只基金产品，管理基金规模 52 亿元。39
随着 G20 领导人峰会的日程临近，中国的开放进程也在持续加速。中国政
府将发布新修订的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40

39

“沪伦通启动！A 股对外开放步伐加快，
“ 新华社新媒体，2019 年 6 月 18 日

40

“两大负面清单即将公布！中国开放‘点面俱到’
，保持对外资高吸引力”
，第一财经，2019 年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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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外商投资法》保障外资在华利益

2019 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外商投资法》通过，成为新时代
我国外商投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制定外商投资法，
是中国扩大对外开放、促进外商投资的重要举措。该法不仅明确内外资企业一
视同仁、平等对待，全面确立对外资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还针对外国投资者普遍关心的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保
护规定，这犹如一颗“定心丸”，向全球释放出中国继续推动贸易自由化与投
资便利化的信号。外商投资法草案表明中国全面开放、高水平开放的决心，预
示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以更大力度、更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发展进程中。
该法律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实行主动的开放政策，正在快速形成全方位、多层次、
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三）降低关税，扩大进口

2018 年中国进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进口增长 15.8%，对进出口增长
贡献率超过出口，达到 56.6%。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数据 2018 年前三季度，中
国进口占全球份额提高 0.7 个百分点至 10.9%，中国进口增长对全球进口增长
贡献率达到 16.8%。未来 15 年，中国预计将进口 30 万亿美元商品。2018 年，
中国关税总水平由 2017 年的 9.8%降至 7.5%，一系列降关税举措释放扩大开
放积极信号。目前，中国已成为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与 20 多
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多边贸易
谈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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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促进服务贸易发展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留学、旅游等服务贸易之外，
高技术服务业在第一季度大幅增长，实际使用外资 406.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
长 88%，其中信息服务、研发与设计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方面实际使用外
资同比增长数字显著，分别是 85%，52.9%，85.2%。主要投资来源地中德国、
韩国、美国、荷兰等国家的投资保持较高增速。

四、关于改善中美贸易磋商的相关建议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两伤，并对世
界和平与繁荣产生巨大影响。鉴于 CCG 多年来多次赴美的考察以及长期对中
美关系的研究关注，现从以下十个领域提出改善中美经贸磋商紧张关系，寻求
互利共赢协议的建议。
（一）在 G20 中美两国首脑会面之际，加强双边贸易谈判的沟通，使中美回

到“阿根廷首脑共识”
2018 年 12 月 1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G20 阿根
廷峰会上举行了会晤，双方首脑达成共识，停止加征新的关税，并指示两国经
济团队加紧磋商，朝着取消所有加征关税的方向，达成互利双赢的具体协议。
阿根廷共识为当时持续 8 个多月的中美贸易紧张关系迎来了一个重要转折契
机。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发生贸易战升级乃至全面“脱钩”不仅是两个
国家的灾难，更是对世界的不负责任。2019 年 G20 峰会即将召开，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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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已确认在大阪会面。在此之前，中美可抓住这一“窗口期”，加强双边贸易
谈判的沟通，回到“阿根廷共识”，重申双反立场，推动缓解中美经贸领域相关
问题，使双边经贸关系尽快回到正常轨道，实现合作共赢。并利用习近平主席
和特朗普总统在大阪会晤的时机，达成新的中美贸易协定，为中美“贸易战”
踩下刹车。
（二）改善中美贸易统计方法，公平公正显示两国所获价值，包括服务贸

易、旅游、留学
21 世纪全球价值链下的中美贸易应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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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目前
官方采用的数据统计方法还忽略了如旅游和留学等服务贸易领域，若将包括旅
游和留学在内的服务贸易逆差计入，美中贸易逆差的实际数额约 100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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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运用更精准反映现代贸易本
质的分析和统计框架讲述中美贸易真相，不仅能有力的破解美方在经贸磋商中
咄咄逼人的美国吃亏论和中国占便宜论，还可以在未来国际规则的改革议程中
争取话语权。
（三）中国可加大对美的贸易采购量，美国应放宽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并解

除对华高科技企业的打压，从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方在十一轮谈判后明确了三条原则。根据到访 CCG 的亚洲协会政策研
究所主席、澳大利亚前总理、前外交部长陆克文与多位美国官员分析指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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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总统可能比他的谈判团队更关注第二条件，即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的数额。
因为特朗普总统希望能够在即将到来的 2020 年大选中将中国向美国购买商品
的额度作为一项成就来赢得选民投票。因此，中国可以抓住这个机会，扩大内
需、适当加大对美贸易采购量，来缓解目前的中美关系渐行渐远的趋势。此外，
由于近期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封堵”，使得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
合作受阻。因此，若美国能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并解除对高科技企业的
打压程度，定能减轻现行中美贸易摩擦逐步走向“科技战”，
“标准战”，
“人才
战”和“金融战”以及其对两国经济可能带来的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四）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法》实施细则，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并以此回

应美国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
加快《外商投资法》细则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可以通过用法律的手段更好
保护外商投资，加大吸引美国企业来华投资运营，拉近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的联
系，使中美企业无法“脱钩”，进而推动中美两国贸易协定的达成，使中美关系
真正做到斗而不破。另一方面，利用《外商投资法》中的具体实施条例还可来
回应美方在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到的对中国法律问题的担忧。在制定《外商投资
法》实施细则时，可邀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作为第三方监督，将美国担心的知
识产权、强制技术转移等问题做出更详细的规定，为保护外商在华经营投资的
正当权利提供具体可依的法律监督，打消美国的疑虑，从而推动中美双方达成
一个平等公正、符合两国利益的贸易协定。同时，也可考虑制作一个法律提升
说明附录，放于协议正文后，将中美双方的疑虑均列出，各取所需对内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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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来打破双方在法律问题上陷入的谈判僵局。
（五）继续维护多边贸易机制，以多边合作推动 WTO 改革，建议中国加入

CPTPP
WTO 的边缘化是造成中美双边贸易不断出现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
应联合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以多边合作的方式推动 WTO 改革，
维护和创新发展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同时中国还可联合美国共同进行 WTO 改
革。此外，中国加入 CPTPP 有助于中国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并向美国和世界
释放积极信号，中国将以更高标准的国际规则来提高自身开放水平，以国际规
则来化解中美经贸摩擦中的争议。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一带一路”多边化，
证明中国积极参与并维护多边经济秩序的意愿和能力。中国应抓住意大利作为
首个 G7 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机遇期，邀请更多发达国家加入“一带
一路”，加强中英、中俄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并创新亚投行与亚洲发展银行
等多边发展融资机构展开合作。此外，中国应同时积极推动 RCEP 和 FTAAP
的达成，在亚洲自贸秩序的建立中维护多边主义原则。
（六）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以高层次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

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与中美建交四十年紧密关联，中国是美国企业未来最
大的全球市场，中国应对美国地缘政治竞争压力最好的举措就是继续大幅度扩
大开放。另一方面，目前美国已与加拿大、墨西哥两国重新签订贸易协定，欧
盟与加拿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则与日本签署贸易协定，而近期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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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对美日达成新贸易协议也表示乐观，“经济北约”已经形成。在保证中美不
“脱钩”的情况下，同时中国还应加强与欧盟、日本、印度、东盟，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经济体的双边和多边经贸合作，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变化带来的挑战。
据此，中国应深入研究“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优势应对当前世界贸易
格局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推出更加开放的贸易政策，展示中国将扩大开放、
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决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也认为，
中国如能做好“三零”，等于第二次“入世”， 将为世界强国奠定基础。他表示，
中国若实施零关税，在制造业、农业、能源矿产、消费品等领域均利大于弊；
若实施零壁垒，将极大改善中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中国企业“走出去”；而若
实施零补贴，将补贴用在“刀口”上，有利于结构调整，倒逼国企改革，减少
贸易摩擦与权力寻租行为。41
（七）进一步加强中美商界合作，使双方无法“脱钩”

要完成这个目标就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对外开放，降低外资进入中国市
场的门槛，加大对美招商引资力度，建议中国对美企业开放一批新的领域，表
明开放、互利共赢的姿态。例如 ，尽快放开 VISA、MASTER 卡等美资企业在
中国的落地和宣传，加大对美国硅谷高科技公司的开放和引进力度等从而重建
双方的信任。商界对中美合作前景有良好预期，例如，摩根士丹利报告指出，
中美若达成贸易协议，将使美国在 2025 年前成为中国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
国。此外，如果贸易敌对状态结束，由于液化天然气的出口，美国对中国的贸

41

“黄奇帆：中国如果实施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等于第二次‘入世’
”
，凤凰网财经，2019 年 05 月 0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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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逆差每年可减少 170 亿美元。这一项贸易协议的达成对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出
口、中国的 LNG 进口，以及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都将是双赢的。42
此外，中国可邀请美国加入亚投行（AIIB）以及给予美方有吸引力的股份，
借助美国的跨国企业的资源，实现中美在“一带一路”沿线的第三方市场合作
开发；同时也可邀请美国参与“一带一路”发展计划，促进“一带一路”多边
合作机制的形成。特朗普总统对美基础设施改造非常重视。在明年美国大选到
来之际，可抓住机遇，争取中美在基础建设投资领域的合作。其次，通过加大
进口农产品和能源，扩大电商和网络科技企业合作,加大赴美旅游等措施，不但
能够有效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满足人民的需求，同时也能有利于平衡中美贸
易的差额，减轻中方的政治压力。此外，中国可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企业属性，
多强调企业竞争中立性，淡化外商概念，也可尝试举办中美企业家论坛等方式
来进一步加深中国与美国企业的紧密联系。
（八）中国加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加大打击侵权力度

在知识产权保护上，中美两国高层没有认识上的分歧，都希望保护包括中
美企业在内的知识产权，反对强制技术转移。但是因为一些原因，美国现在仍
对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有很大疑虑，为此，中国可抓紧增强落实知识产权保护
的措施，建议可以成立一个中美知识产权保护协商机制或协商委员会，或者由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一个第三方监督机制。此外，中美可在知识产权保护方
面达成新的协议，建立知识产权方面的长效双边合作机制。同时，中美均为

42

Stephen Stapczynski, ”Trade Deal Could Propel U.S. to Top of China's LNG Supplier List", Bloomberg，June 1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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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的成员国，两国应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框架下进行双边
协商，在知识产权保护上进一步合作。
（九）大力开展“州级外交”主动加强与美国州级和市级政府的合作

美国联邦制的地方政府关系具有各成员政府是独立的主权政府，保持着内
政和外交的独立性的特征。因此，中国各省市可以利用美国各级州市所具有的
独立性和对外来投资的急迫需求，主动对接美国各州政府和市政府，积极谋求
与他们的合作。例如，即使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饱含争议，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CRRC）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春田市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厂仍
然赢得了当地工人和地方官员的高度评价。春田市市长表示，“中国中车在北
美的首座工厂极其成功，对我们这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非常重要，带来了制造
业和技工的回归”。43
2019 年 6 月 18 日，美国纽约州通过议案，确立了“中国日”。6 月 20 日
外交部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指出，纽约、加利福尼亚、内布拉斯加、
田纳西、艾奥瓦、犹他、伊利诺伊 7 个州议会也都通过了庆祝中美建交 40 周
年或促进中美友好合作的议案、贺状等。他强调，
“在近阶段的对美工作中，更
要把对美地方交流的工作作为重中之重。”44可见，在美国地方依然有着一股对
保持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有着强烈愿望和普遍共识的重要力量。未来可
通过举办中美省州长/市长峰会等沟通机制，促进中美地方政府经济合作。

43

“Trade war: will US espionage fears scupper Chinese rail group?” Financial Times, June 20, 2019

44

“陆慷一口气表扬了美国七个州”
，参考消息，2019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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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加强中美两国人文往来渠道通畅，促进民间外交

留学、旅游等是中美两国加深联系的重要纽带，是促进中美人文交流的重
要载体，是两国人民加深理解和友谊的有效方式，也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增
长点。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的关键时期，更应加强中美间的人文交流，促进理
解，通过有效沟通打破中美贸易谈判僵局。中日关系也曾经出现紧张，但中日
人文交流不但没有因此得到削弱，反而得到加强，这些年来中国公民赴日旅游
不断创新高，已接近 1000 万人次，对推动改善中日关系起到积极作用。中美
人文交流也可以借鉴。中美两国若寻求更多在以旅游、留学和技术移民等为代
表的服务贸易领域的合作，不仅能拉近两国关系，有效提升中美人文交流，满
足人民的需求，同时也能有利于平衡中美贸易的差额。
中美双方均应重视二轨外交在两国交流中的重要价值。智库、贸易协会、
NGO 等组织之间的交流能帮助中美两国形成有效而灵活的沟通途径和对话机
制，传递两方的声音，积极协助两国消除误解、弥合分歧并最终提出解决方案。
中美两国智库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因此，中美两国智库应积极展开对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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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中
美两国政府的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支持。

中国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战后七十多年所建立的全球价值链、供
应链正在重新洗牌。当前经济全球化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时期，在贸易领域，随
着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不断攀升，中美经济结构的互补性在减弱，竞争
性在加强，不断发酵的中美贸易摩擦只是表象，其背后呈现出自 21 世纪初特
25

别是中国加入 WTO 以来的“战略机遇期”正在消失而新的发展红利尚未完全显
现的现实困境，也反映出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及其所选择的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美国及其所代表的美式民主价值观的“战略竞争对手”的既成事实。在
中美新冷战的阴霾之下，如何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合作最大化减少中美间的贸易
摩擦，避免冲突升级给两国人民及世界带来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成为两国
领导人必须选择的“帕累托解”。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社会就开放政策达成了一
个广泛的共识，即封闭走向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共识到今天仍然没有任
何变化。中国在以全方位的、更大规模、更深刻的开放政策迎战美国的对华经
济战。正如政治学家郑永年所言，“只有理性才能保护和促成国家利益的最大
化，也只有理性才能促成中国履行作为大国的区域和国际责任。”45

45

“郑永年：中国应对贸易战的关键是理性，”IPP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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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中美经贸摩擦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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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全球化智库（CCG）近期中美经贸调研活动一览

当地时间

地点

活动

5月1日

华盛顿

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研讨会

5月1日

华盛顿

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研讨会

5月1日

华盛顿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第十届中国商务论坛”

5月2日

华盛顿

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午餐研讨会

5月2日

华盛顿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Wilson Center)基辛格研究所研讨会

5月2日

华盛顿

美国企业研究所(AEI)访问交流

5月2日

华盛顿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l Peace)研讨会

5月2日

华盛顿

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座谈

5月3日

华盛顿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讨会

5月3日

华盛顿

美国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National Foreign Trade Council)午餐研讨会

5月3日

华盛顿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座谈

5月3日

华盛顿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座谈

5月6日

纽约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座谈

5 月 17 日

北京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参加 CCG 圆桌会探讨中美争端缓解之策

5 月 21 日

华盛顿

美国国会山举办“第三届中美经贸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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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由 CCG 课题组研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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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G），作为中国领先的国际化社会智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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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拥有全
职智库研究和专业人员百余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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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联部“一带一路”智库联盟理事单位，财政部“美国研究智
库联盟”创始理事单位，拥有国家颁发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资质，是中央
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人才理论研究基地，人社部中国人才研究会中国国
际人才专业委员会所在地。CCG 也是被联合国授予“特别咨商地位”的唯
一中国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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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中，CCG 再次跻身全
球顶级智库百强榜并位列第 94 位，是首个进入世界百强的中国社会智库，
并在国内外多个权威智库排行榜单均被评为中国社会智库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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