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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8 年世界经济复苏呈现明显分化态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挑起的贸易摩擦成为了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不
确定性因素，其中中美双边贸易摩擦更是成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争端。本文从中美贸易摩擦重要时间节点、中美
贸易摩擦的特点和贸易关系的事实真相以及摩擦升级的影响几个方面出发，探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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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重要事件梳理
2018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呈现明显分化态势，贸易摩擦成为世界经济复苏进程中最为主要的不

确定因素。随着 7 月 6 日美国对华 340 亿美元关税措施和中国对美反制措施的正式生效，历史上规模最大的

贸易摩擦正式爆发。从年初美国开始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开始，截至 9 月底，中美贸易摩擦大致经历了发
起、磋商和实施三个阶段。

发起阶段。3 月 8 日，美国宣布从 3 月 23 日起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25%和 10%的关税；3 月 23 日，中

国宣布拟对自美进口水果、猪肉等价值 30 亿美元产品分别加征 15%、25%的关税，4 月 2 日开始执行；3 月 23

日，美国表示将在 15 天内公布对华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关税建议清单；4 月 4 日，美国公布建议征收中国

商品关税清单，涵盖约 1300 个单独关税项目，涉及范围包括航空航天、信息和通信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行
业，同日，中国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 14 类 106 项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实施时间另行公
告；
4 月 16 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 7 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磋商阶段。5 月 3 日至 4 日北京磋商：中美双方就中美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富有建设性的讨论，

在部分领域达成了一些共识，在一些问题上还存在较大分歧；5 月 16 日至 19 日华盛顿磋商：刘鹤等赴美磋
商，中美双方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并同意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对华货物贸易逆差；6 月 2 日至 3 日
北京磋商：双方就落实两国在华盛顿的共识，在农业、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了良好沟通，取得了积极的、具体
的进展，
相关细节有待双方最终确认。
实施阶段。6 月 15 日，美国政府发布加征关税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其中对约 340 亿美元商品自 7 月 6 号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同时对约 16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
征求公众意见，同日，中国商务部声明双方此前磋商达成的所有经贸成果将同时失效；6 月 16 日，中国决定对

原产于美国的 659 项约 500 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中 545 项约 340 亿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7 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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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7 月 6 日起，340 亿美元进口加征关税措施相
互生效；7 月 10 日，美方宣布第二批对 2000 亿美元中国商品进口加征 10%的关税；8 月 3 日，中方宣布对 600
亿美元美国商品进口加征 5%~25%的关税；8 月 23 日，160 亿美元进口加征关税措施相互生效；9 月 24 日，美

方开始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10%的关税，同日，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 5207 个税目、约 600 亿美元
商品加征 10%或 5%的关税。

从上述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不难发现，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均是由美国主动挑起，中国才予以坚决回

击，在采取行动的时间上略滞后于美方。但时间上的滞后并不代表着中方在局面上的被动，更不代表中方

对于美国所挑起的贸易摩擦存在畏惧心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只是因为对于美方不断挑起的贸易争
端，中方不愿打，但为了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必要时不得不打。中方决不打第一枪，但如果美方实施征税
措施，
中方将被迫进行反制。

二、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特点
纵观近百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美国曾多次通过挑起贸易争端的形式以图牟取更大的国家利益。20

世纪 30 年代，为保护国内市场，美国总统胡佛签署《斯姆特—霍利关税法》，大幅提高商品税率，使总体实际
税率达到应税进口商品价值的约 60%，最终导致美国进口额从 1929 年的 44 亿美元骤降 67%至 1933 年的

14.5 亿美元，
出口额从 51.6 亿美元骤降 68%至 16.5 亿美元，
超过同期 50%的 GDP 降幅，
加深了世界经济危机[1]；
1960—1990 年间，美国和日本之间集中出现多个回合的贸易摩擦，导致日元阶段性升值，出口下降，对经济

产生一定冲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日本经济衰退的导火索，而对于美国而言，与日本的贸易摩擦也导
致其就业市场在 80 年代出现明显动荡，
1982 年失业率甚至达到二战以来创记录的 9.7%。

从目前来看，本次贸易战和之前规模较大的贸易战相比，既有相类似之处，也呈现出了许多新的特点。

类似之处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发生背景类似。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期，虽然已经提出了重返亚太
的口号，实施遏制中国的战略，但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还是将中国定位为“重要的合作对象”，并表示
“欢迎中国和平崛起”，而在特朗普上任之后，美国对华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在其上任后的首份《国家安全
战略报告》中，便将中国和俄罗斯列为美国的主要威胁，这意味着中国在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的同时，让美国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而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势头和对未来经济的预估来看，很难不将 2018 年的
贸易摩擦和 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欧以及 20 世纪中后期美日贸易争端联系到一起。第二，根本目的类似。很

多人认为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无论是对中国、对美国还是对世界经济整体复苏而言都将造成实质性的打
击。但这忽略了一个要点，即从负面影响的绝对量来讲，贸易战的确极有可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可对于
主动挑起贸易摩擦的国家而言，只要能达成自己的最终目的，哪怕结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不会对其
原有计划产生影响。何况历史已经证明，当贸易摩擦或贸易战发生在世界第一与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时
候，一定会分出输赢。尽管美方多次声称提高关税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并认为中国在加入 WTO 之后
获得了超越美国的巨大的特别待遇和优势，但其通过经济手段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打压已经是事实，美国挑
起中美贸易摩擦和历史上的贸易摩擦一样，最终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
即捍卫美国霸权[2~5]。

与历史上几次贸易战相比，2018 年中美贸易摩擦所呈现出的“规模大、反制力度强、外溢效应明显”的特

点是前所未有的。从目前中美双方出台的提高关税商品清单来看，已经涉及了农产品、汽车、高新技术产品
等多个领域，总金额以千亿美元计，中美双方加征关税对象金额预计全年将达 3600 亿美元，仅从数值上来看

已经超过南非、新加坡等国家 2017 年全年国民生产总值。而在较量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的态势也成为了一
大特点，中国每次都在美国挑起争端后及时予以回击，且反击强硬，展现出中国在综合国力强大之后应对贸

易争端时更有底气。此外，贸易摩擦对经济的负面外溢效应已经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生产等其他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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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以投资为例，2018 年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分别在一季度和二季度出现
历史低值，虽然关税提高不是减少投资的主要原因，但严峻的贸易形势向市场传导了不确定性，打击了投资
者信心和积极性。

三、2018 年中美贸易关系的事实真相
（一）中美贸易差额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 年 1—9 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 2257.9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2%，对美贸易顺差与中国贸易总顺差之比为 1.02，上年同期这一比值仅为 0.66。自 7 月初美国正式对中

国 500 亿商品中的 340 亿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维持在两位数的同比正增长。7—9 月份，
贸易顺差同比分别增长 11.3%、18.7%和 20.9%。其中，9 月份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攀升至 341.3 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20.9%，创单月最高纪录，同时也打破今年 8 月创下的 310.7 亿美元的顺差纪录。从美方统计看，
2018 年 1—8 月，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为 261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0%，7—8 月份，贸易逆差同比分别增长
9.6%和 10.2%，贸易逆差额连续刷新历史新高（见图 1、图 2）。

通过中方和美方的数据比较可以发现，美方统计的贸易逆差额显著高于中方统计的贸易顺差额，以 7 月

份数据为例，中方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额为 280.9 亿美元，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额为 368.3 亿美元，双方
统计差额为 87.4 亿美元，占中方统计口径的近 1/3，其中美国统计的对华货物出口贸易额为 102.6 亿美元，低

于中国公布的 134.5 亿美元；美国统计的对华货物进口贸易额为 471.0 亿美元，高于中国公布的 415.4 亿美

元。由此可见，中美双方统计的货物贸易差额数据更多是源于中国统计的对美出口数据和美国统计的对华
进口数据，从 7 月份的数据来看，这一差异占到了双边货物贸易数据差异的 64%。由中美两国商务部相关专

家组成的统计工作组每年就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一次比较研究，结果显示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
每年都被高估 20%左右，计价方式、转口贸易、旅行项目等因素是造成两国数据差异的主要原因。但中美贸

易逆差的根源是否真如部分美国鹰派人士所指出的那样——是中国的崛起所造成的？答案显然是否定
的。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美国就已持续出现贸易逆差现象，并且呈现出不断扩
大的趋势，
产生这一现象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美元的特殊国际地位、美国国内消费市场繁荣等自身因素。

图1

中美货物贸易顺差额（中国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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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货物贸易逆差额（美国统计）

（二）中美分类别商品贸易差额
在各类商品的双边贸易额方面，从美方的统计来看，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的二级分
类，2018 年前 8 个月，美国对华 66 类出口商品中，有 21 类商品累计出口同比负增长，其中 8 月份对华出口同
比负增长的达到 33 类。具体从商品类别来看，1—8 月，美国对华出口同比降幅较大的商品包括：固体植物

油、脂（天然、精炼或分馏）；油籽及含油果实；电信及声音的录制或重放装置及设备；生皮及生毛皮；谷物及
其制品；陆路车辆（包括气垫式），出口额同比分别下降 80.7%、33.2%、32.5%、32.5%、31.9%和 19.9%。美国自

华 67 类进口商品中，有 12 类商品累计进口同比负增长，其中 8 月份自华进口同比负增长的达到 19 类。具体

从商品类别来看，1—8 月，美国对华进口同比降幅较大的商品包括：肥料；非货币黄金（不包括金矿）；硬币

（包括金币）、纪念币和现行硬币；纸浆及废纸；有色金属；已加工动植物油脂,蜡及动植物油脂不可食用混合
物，
进口额同比分别下降 72.1%、70.1%、23.8%、18.4%、16.8%和 15.0%。

从中方的统计来看，根据世界海关组织制定的《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分类，1—8 月，中国对美

出口的 98 类（章）商品中，有 13 类商品累计出口同比负增长，其中 8 月份对华出口同比负增长的达到 19 类，
具体从商品类别来看，1—8 月，中国对美出口同比降幅较大的商品包括：肥料；锡及其制品；木浆等纤维状纤
维素浆、废纸及纸板；肉及食用杂碎；食用蔬菜、根及块茎；蛋白类物质、改性淀粉、胶、酶，出口额同比分别下

降 67.6%、45.6%、36.6%、25.1%、24.0%和 18.7%。中国自美进口的 98 类商品中，有 35 类商品累计进口同比负
增长，其中 8 月份自美进口同比负增长的达到 32 类，具体从商品类别来看，1—8 月，中国对美进口同比降幅

较大的商品包括：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毛皮、人造毛皮及其制品；加工羽毛及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编结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炸药、烟火、引火品、易燃材料制品，进口
额同比分别下降 91.8%、85.0%、42.9%、40.8%、40.3%和 36.5%。
（三）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商品双边贸易额

尽管在种类和数值上有所差异，但是中美双方的数据共同印证了 2018 年相较于美国进口中国货物而

言，美国出口中国的货物贸易受到了更大的负面冲击。但是，仅看不同商品类别的贸易额变动显然无法真

正反映提高关税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因为部分贸易额出现大幅下降的商品可能是由于该类商品本身在双边
贸易中所占份额极小，例如无论是在中方统计数据还是美方统计数据中，中国出口美国降幅最大的商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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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肥料，但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肥料贸易额为 0.41 亿美元，仅占全部进口总额的 0.01%（美方数据）。为了进一
步分析中美双方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之后的影响，先研究主要针对商品的贸易额变动情况。

在美方加征关税商品方面，7 月 6 日，美国正式按照 6 月 15 日公布的产品清单对 818 种、340 亿美元金额

产品征收 25%的关税，其中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电机、电气、音像设

备及其零附件等成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主要征收对象。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中国出口美国货物数据，
7、8 月份，中国出口美国的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 8.3%和 35.3%，光学、照相、医疗等

设备及零附件贸易额增长 14.4%和 10.3%，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增长 13.9%和 18.4%，核反应堆、
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增长 12.7%和 13.1%。由此可见，尽管美国对大量由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了关税，但
对进口贸易额产生的实质性冲击相对较小。

在中方加征关税商品方面，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公告，对原产于美国的 659 项约 500 亿美

元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 545 项约 340 亿美元商品自 2018 年 7 月 6 日起实
施加征关税，在 545 项商品中，按照《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HS）分类，鱼及其它水生无脊椎动物 182
项，占全部 545 项商品的 33.4%，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93 项，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皮 86 项，肉及

食用杂碎 48 项，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的制品 41 项。7、8 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鱼及其他水生无脊
椎动物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 28.5%和 35.1%，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今年上半年同比增长 46.3%；7、8 月份，中国

从美国进口的食用蔬菜、根及块茎贸易额同比分别下降 66.8%和 49.4%，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

皮进口贸易额下降 32.9%和 49.3%，肉及食用杂碎进口贸易额下降 60.9%和 63.6%，肉、鱼及其他水生无脊椎

动物的制品下降 43.8%和 81.2%。而从进口贸易总量来看，7、8 月份，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额同比增

长 11.1%和 2.2%，由此可以看出，至少在征收关税的商品类别中，中国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贸易额出现了明显
的减少。在国人极为关注的大豆进口方面，9—10 月份更是出现美国连续四周没有对中国大陆装运大豆。

通过具体货物类别的比较可以发现，中美加征关税的行为对美国商品出口中国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步显

现，而对中国商品出口美国的影响相对可控。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根据中国商
务部的分析，美方公布的 340 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有约 200 多亿美元、占比约 59%是在华外资企业的产
品，其中美国企业占有相当比例。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美国加征关税的行为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第

二，中美双边贸易依存度呈现出一升一降的特点。根据中国商务部 2017 年发布的数据，2008—2015 年中国
对美国外贸进出口依存度在不断下降，尤其是对美外贸出口依存度下降较大，从 2008 年的 5.91%下降至

2015 年的 3.96%，对美外贸进口也从 2008 年的 2.32%下降至 2015 年的 2.08%。而同时期美国对华的贸易依
存度在稳步上升，外贸进出口依存度分别从 2008 年的 1.82%和 0.71%增长至 2.46%和 1.28%。贸易依存度的
一升一降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日趋合理，中国市场对美国越来越重要。第三，美国国内强

劲因素导致美国短期内难以摆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受特朗普减税、扩张性财政政策等因素的拉动，
2018 年美国经济保持较为强劲的增长态势，国内消费需求持续旺盛，而受制于目前美国国内产业空心化的
背景，进口量始终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8 年 3 月以来，中国出口美国的货物贸易
额同比增速总体呈上升趋势。

四、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影响
中美贸易摩擦的持续升级将会对全球经济造成一系列负面影响，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对两国以及世
界经济增速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于 2017 年出现明显回暖但回升态势并不稳固的背景下，贸易摩擦的升级势
必将对全球经济复苏产生负面冲击。Difference Group、标准普尔等国际机构研究表明，目前已经实施的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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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就 5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的行为将使中国和美国的 GDP 增速分别下降 0.1%和 0.2%；当美国正式就

2000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后，将使中国和美国 GDP 增速分别下降 0.4%和 0.8%；如果将贸易摩擦的筹码进一
步增至 5000 亿美元，中国 GDP 增速有可能损失 1%，而美国将损失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8 年 10 月份发

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显示，受贸易壁垒增加等因素影响，2018—2019 年的全球增长率预计为 3.7%，
两年的预测值都比 4 月的预测低 0.2 个百分点。同时，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新预测，2018、2019 年世界贸易
量增速分别为 3.9%和 3.7%，较 2017 年的 4.7%均有明显下降。

美国单方面发起的贸易摩擦是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和自由贸易体系规则和秩序的严重挑战，2018 年美

国先后同欧盟、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展开贸易谈判，而 WTO 作为全球贸易仲裁者的权威性将面临严重削
弱，导致国际贸易市场失去可靠和稳固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全球贸易格局正处于二战以来最危险的局
面。WTO 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代表，是当代最重要的国际经济组织之一，其成员国贸易额占到全球贸易的
98%，美国在对世界各国主动挑起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在试图通过与欧盟、日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国的贸易
谈判，
构建符合自身利益的新贸易格局，如果多边贸易体制遭受破坏，世界经济将遭受重创。

经济增速放缓无论是对中国还是美国而言都是将要面对的长期现实，试图通过缩小贸易逆差来实现经
济增长必将徒劳无功。已有的数据显示，加征关税措施对于缩小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并无实质性帮助，
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总的来说，目前贸易摩擦对中国的影响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贸易摩擦对企业、
消费者的心理影响大于实际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能从容应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主要原因
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 GDP 增速的构成来看，2018 年前三季度我国 GDP 同比增长 6.7%，从支出法的构成

来看，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上年同期的 1.3%下降为-9.8%，尽管其中可能受到核算方法、计算基数

等因素影响，但在 2018 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极有可能成为近 8 年来最低水平的情况下，通过合理

措施有效应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降低外贸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将有助于经济增速位于合理区间；第二，
美国在与墨西哥、加拿大签署《美加墨贸易协定》之后，将有效缓解农产品等国内商品的出口压力，更为重要
的是，其中部分条款的实施将极大挫伤中国与北美市场的贸易活跃度，由此可见，在应对贸易摩擦的过程
中，除了防范美国对华的直接打击之外，还需要重视美国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相关协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外需强劲增长是支撑经济韧性的关键力量，从整体来看，美国对中国的 500 亿美元征税清单商品出口

增速已由 6 月份的 11.2%滑落至 8 月份的-1.8%，随着 2000 亿美元征税清单的落地以及潜在可能进一步升级
的贸易摩擦，未来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从未来中美贸易关系走势来看，上千亿美元的关税已经落地，基本不存在短期内重新降低关税的可能
性，但近期中美两国领导人沟通加强或将缓解两国之间的贸易紧张局势。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的时
代背景下，
唯有互相合作、互利共赢才是推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的密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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