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HAI NAN RI BAO·YAOWEN

2018年9月25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史自勋 主编：王红卫 美编：王凤龙B01

要闻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2018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
三、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四、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
五、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
六、中国的立场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
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利益交汇点
不断增多，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不仅使两国共同获益，而且惠
及全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
中，中美两国遵循双边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拓展
深化经贸合作，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形成了结构高度互
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双方通过优势互补、互通
有无，有力促进了各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提
升了全球价值链效率与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丰富了商品种
类，极大促进了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
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
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
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经济对话
等沟通协调机制，双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贸
关系在近40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
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
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
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
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
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面对
这种局面，中国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
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
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各
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
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
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
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
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
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和投资等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从中受益
匪浅，美国也从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分享了中国发
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事实证明，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
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一）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
双边货物贸易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

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
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
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
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
的19%和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
来源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8%。

美国对华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出口。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中国成为美国重要
的出口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
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
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图1）（注1）。

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
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
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
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
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
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
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
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
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
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
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表1）。中国对
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
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

（二）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门类齐全，国际竞争力强。随

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双
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中美
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2倍。
2017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
伴；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

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且逆差快速扩大。
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
131.4亿美元扩大到576.3亿美元，增长了3.4倍，而同期美国对
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额增长1.8倍，美国对华服务
贸易年度顺差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图2）。

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
贸易逆差总额的20%左右。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
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

(注1)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中国对美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据美国商务部统

计，截至2016年，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
长，其中12年的增速都达到两位数。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
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达510亿
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30亿美
元。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
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
根据美国方面统计，中国对美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
4.3亿美元扩大至2016年的262亿美元，年均增长50.8%。

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持续增加。据中国有关
方面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一大版权引进来源国，2012－2016
年，中国自美国引进版权近2.8万项。中国对美国支付的知识
产权使用费从2011年的34.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2亿美
元，6年时间翻了一番（图3）。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支付占中
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总额的四分之一。

（三）中美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
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

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
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美国
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中国
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
的169.8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对
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对美国进行
了大量金融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5月底，
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8万亿美元。

（四）中美双方均从经贸合作中明显获益
中美双方从经贸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等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开放市
场，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中国经济增长带
来了可观的外部市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2017年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
进出口总额6956.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资1363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华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管理、
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市场竞争，
提升了行业效率，带动了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
从美国进口大量机电产品和农产品，弥补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
足，满足了各领域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
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贸合作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据美
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研究院联合研究估算（注2），2015年美
国自华进口提振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
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160亿美元，提升美国
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
者物价水平，如2015年降低其消费物价水平1－1.5个百分点。低
通货膨胀环境为美国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

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
算，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260
万个就业岗位（注3）。其中，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国46个州，为
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而且大部分为制造业岗位。

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双边贸易丰富了
消费者选择，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低收
入群体实际购买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显示，2015年，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
美国家庭收入的1.5%（注4）。

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和利润。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快
速增长的市场，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商业机会。
从贸易来看，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
对华出口报告》，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
场之一，2016年中国是美国所有50个州的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
之一；2017年每个美国农民平均向中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
上。从投资来看，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企业实现在
华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2016年销售收
入约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
2015年在华合资企业利润合计达74.4亿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
车在华销量达到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2.3%（注
5），仅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就有10家合资企业，在华产量占到其全
球产量的40%（注6）。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
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
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注7）。2017年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
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9.5%（注8）。截至2017年1月，13家
美国银行在华设有分支机构，10家美资保险机构在华设有保险
公司。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美国金融机构
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
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和再融资，
总筹资额的70%由美资投资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
（注9）。美国律师事务所共设立驻华代表处约120家。

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美国跨国公司
通过整合两国要素优势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苹果公司在美国设
计研发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在全球市场销售。根据高盛公司
2018年的研究报告，如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
生产成本将提高37%（注10）。从技术合作领域看，美国企业在中
国销售和投资，使这些企业能够享受中国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方
面的应用成果，使其产品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注11）。中
国承接了美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使得美国能够将更多资金等要素
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
业，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升级，降低了美国国
内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提升了国家整体竞争力。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
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
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注2）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理解
中美经贸关系》，2017年1月。

（注3）同上。
（注4）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理解

中美经贸关系》，2017年1月。
（注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网站（http：//www.auto－stats.org.cn）。
（注6）通用汽车公司网站（http：//www.gmchina.com）。
（注7）英特尔公司网站（http：//www.intel.com）。
（注8）苹果公司网站（http：//www.apple.com）。
（注9）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第31页。
（注10）高盛公司网站（http：//www.goldmansachs.com），《美国

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处在十字路口的25年供应链投资》，2017年5月。
（注11）安佳·曼纽尔：《中国技术不是敌人》，《大西洋》月

刊，2018年8月。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

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
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以全局综合的视角看
待，从维护两国战略利益和国际秩序大局出发，以求同存异的
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但是，现任美国政府通过
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
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
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政府
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
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一）不应仅看货物贸易差额片面评判中美经贸关系得失
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

察，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事
实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
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更多是
美国经济结构和现有比较优势格局下市场自主选择的自然结
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无
视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强调两国货物贸易不
平衡现象，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

现象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
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1992年之后中国转为顺差并持续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双
边经贸关系内涵早已超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
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即双向投资中的本地销售）也
应考虑进来。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
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
大致平衡，而且美方净收益占优（图4）。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41亿美元，美国在服务贸易
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
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
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美国企
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
报告《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认为，从商业
利益角度分析，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对双边经贸交往的
影响，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交往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
多的商业净利益。根据其计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
公司的贡献等，2017年美国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注12）。

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
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美双边货物贸
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
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

第一，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从国民经济核
算角度看，一国经常项目是盈余还是赤字，取决于该国储蓄与
投资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低储蓄、高消费，储蓄长
期低于投资，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仅为1.8%。
为了平衡国内经济，美国不得不通过贸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
国储蓄，这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
1971年以来，美国总体上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7年与102个
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内生性、结构性、持
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对全
球贸易逆差的阶段性、国别性反映。

第二，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从双边贸
易结构看，中国顺差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成品，而
在飞机、集成电路、汽车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领
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国对美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64亿美
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额的33%；飞机贸易逆差为127.5
亿美元，占中国飞机贸易逆差总额的60%；汽车贸易逆差为
117亿美元。因此，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双方发挥各自产业
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三，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随
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
本低、配套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等优势，来华投资设厂
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从贸易主体
看，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
自外商投资企业。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融入亚太生
产网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
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日
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
53.3%下降为2017年的11%，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占比则
由9.4%上升为46.3%（图5）。

(注12)德意志银行：《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
利益》，2018年6月。

第四，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美国在
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面拥有巨大竞争优势，但美国政府基于冷
战思维，长期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人为抑制了美国优势
产品对华出口潜力，造成美企业丧失大量对华出口机会，加大
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
4月的报告分析（注13），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
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4%；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
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35%。由此可见，美国高技术
产品对华出口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美国不是不可以减少对华
贸易逆差，只是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第五，这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确
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

“嚣张的特权”（注14）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美国印制一张
百元美钞的成本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这张美钞
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
方面，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客观上需要承担为国际贸易提供
清偿能力的职能，美国通过逆差不断输出美元。美国贸易逆差
背后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础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源。下转B0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