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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变局中的中俄经贸合作

刘华芹　 于佳卉

【内容提要】 　 目前中美贸易战已演变为中美之间的全面冲突与对

抗ꎬ 不仅对两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影响ꎬ 也阻碍了世界经济复苏进程ꎬ 破

坏了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ꎬ 扰乱了国际经济秩序ꎮ 中美贸易战还引

发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ꎬ 日本和欧盟构建了广泛的自由贸易区网络ꎬ
制定了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ꎬ 中俄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ꎮ 针对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ꎬ 立足长远ꎬ 中俄应调整合作思路ꎬ 由项目合作转向制度建设

与项目合作双轮驱动ꎮ 两国应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和多边贸易规则

的调整ꎬ 探索构建新型国际结算支付系统并制定跨国铁路运输新规则ꎬ 重

新探讨双边自由贸易安排问题ꎮ 与此同时ꎬ 加大相互市场开放力度ꎬ 积极

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ꎬ 大力拓展农业、 制造业、 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

领域的合作ꎬ 改善营商环境ꎬ 助力中俄经贸合作迈向高质量、 可持续发展

的新阶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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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基金】 　 ２０１４ 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 “丝绸之路经

济带” 建设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研究» (项目批准号: １４ＺＤＡ０７６)ꎮ
【作者简介】 　 刘华芹ꎬ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ꎻ 于

佳卉ꎬ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人员、 文学硕士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首次访华后不久ꎬ 便在全球范围内挑起

了贸易战ꎬ 贸易战规模之大、 影响之深前所未有ꎬ 其中以中美贸易战最为

引人注目ꎮ 中俄经贸合作似乎与这场贸易战关联度不高ꎬ 但是由贸易战引

发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以及国际经济秩序调整将对中俄经贸合作产生深刻

影响ꎬ 综合评估这些影响并探寻新形势下提升中俄经贸合作水平的新路径

是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客观要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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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及影响

２０１７ 年ꎬ 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后ꎬ 特朗普总统在 “美国优先” 的口号

下ꎬ 抛弃相互尊重、 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ꎬ 实行单边主义、 保护主

义和经济霸权主义ꎬ 贸易战成为其重塑美国辉煌的重要举措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白宫发布了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国家军事战略报告» 和 «国防战略报

告» 三份文件ꎬ 明确将中国列为 “战略竞争对手”ꎬ 以此成为中美冲突最重

要的根源ꎮ 为了遏制中国实力的不断增长ꎬ 特朗普总统对华发起了贸易战ꎮ
(一) 中美贸易战的进展

自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以来ꎬ 中美贸易战历经三个发展阶段ꎬ 呈现逐步升级态势ꎮ
第一阶段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６ 日ꎬ 美国正式宣布向首批 ３４０ 亿美元的中国

进口商品加征关税ꎮ 中国采取了报复性措施ꎬ 对自美进口的 ３４０ 亿美元商

品对等加征关税ꎮ 自此ꎬ 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ꎮ
第二阶段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１ 日ꎬ 美国政府决定对自华进口约 ２ ０００ 亿美

元商品加征 １０％的进口关税ꎬ 并宣布自 ９ 月 ２４ 日起正式实施ꎮ 中方被迫采

取反制措施ꎬ ８ 月 ３ 日宣布对原产于美国的 ５ ２０７ 个税目约 ６００ 亿美元商品

分别加征 ２５％ 、 ２０％ 、 １０％和 ５％ 不等的进口关税ꎮ 此外ꎬ ８ 月 ２３ 日ꎬ 美

国对中国 １６０ 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正式生效ꎬ 这是自贸易战打响以

来美国第二轮对华加征进口关税ꎮ
第三阶段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７ 日ꎬ 特朗普政府宣布ꎬ 自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

起将自华进口 ２ ０００ 亿美元商品的关税提至 ２５％ ꎮ ９ 月 １０ 日ꎬ 在前一段加

征关税的基础上特朗普总统又宣布ꎬ 如果中方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

取报复性措施ꎬ 美方将考虑对另外 ２ ６７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进口关税①ꎮ ９ 月

１１ 日ꎬ 中国要求 ＷＴＯ 同意中国对美国每年实施 ７０ 亿美元的制裁ꎮ 至此ꎬ
中美贸易战已全面展开ꎬ 双方形成了严峻对抗局面ꎮ

(二) 中美贸易战的发展趋势

目前ꎬ 中美贸易战并未呈现偃旗息鼓的态势ꎬ 相反正向多领域全面快

速推进ꎮ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 中国问题专家陆克文所言ꎬ ２０１８ 年标志着

“一场不同类型战争的开端: ２１ 世纪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战、 投资战、 技

—２—

① «特朗普宣布对华 ２ ０００ 亿产品加征关税ꎬ ９ 月 ２４ 日生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ｉａｎｊｉ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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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战ꎬ 着陆点尚不确定”①ꎮ
１ 中美技术战开启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美国总统签署了 «２０１９ 财年国防授权法案»ꎬ 其中

有关 «出口管制改革法案» 提高了对外国控股公司的限制条件ꎬ 增加了对

“新兴和基础技术” 出口的控制ꎮ 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以 “违反美国

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 为由将 ４４ 家中国机构列入出口管制名单ꎬ 并明

令禁止使用 “中兴通讯”、 “华为技术” 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产品ꎬ 严格限

制了中国企业对美贸易活动ꎮ
２ 中美投资战启动

２０１８ 年８ 月１３ 日ꎬ 特朗普总统签署了 «美国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

案» (ＦＩＲＲＭＡ)ꎬ 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国家安全审查机制ꎮ 该法案新增了专门

针对中国投资的报告内容ꎬ 规定从法案生效起至 ２０２６ 年ꎬ 美国外资投资委员

会 (ＣＦＩＵＳ) 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中国在美投资情况的报告ꎬ 重点考察投资

是否符合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计划目标等内容ꎮ 新法案还将投资审查周期从 ３０
天延至 ４５ 天ꎬ 在特殊情况下可延至 ６０ 天ꎬ 最长可达 １２０ 天ꎬ 以便美国外资

投资委员会对外资进行详细审查ꎬ 由此加大了投资企业的时间成本和损失ꎮ
３ 中美安全战进入视野

国家安全相对于贸易而言是更为重要的竞争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美国

批准了 «台湾旅行法»ꎬ 该法案称美国政府应当鼓励美国和台湾官员在所有

层级进行互访ꎮ 美国 «国防授权法» 强调提高台湾的防卫能力以对抗中国

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ꎬ 同时允许与台湾高层开展军事交流ꎬ 包括进行联合

军演和出售武器等ꎮ ９ 月 ２０ 日ꎬ 美国国务院因中方采购俄罗斯武器对中国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负责人进行制裁ꎮ
特朗普政府计划将 ２０１９ 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增至 ７ １６０ 亿美元以对抗中

国的挑战ꎬ 同时严格限制对华核出口ꎬ 禁止中方参加环太平洋军演ꎬ 全面

封杀中国的意图尽显无疑ꎮ
４ 正式出台针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方案

为对抗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４ 日ꎬ 美国政府批准

了 «２０１８ 年善用投资引导发展法案»ꎬ 旨在为非洲国家提供发展贷款ꎬ 并

成立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资助发展中国家的能源、 港口和水利等基础设

—３—

① 马克兰德勒: «特朗普将美国和中国置于新冷战的风口浪尖»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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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项目ꎮ 该法案授权美国政府将对外投资额度从 ２９０ 亿美元增至 ６００ 亿美

元ꎬ 与中国形成竞争对抗局面ꎮ
５ 联合周边国家遏制中国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美国、 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签署了 «投资贸易伙伴

关系新协定» (ＵＳＭＣＡ)ꎮ 相关条款规定ꎬ 若协定任何一方与非市场经济国

家缔结自由贸易协定ꎬ 其他两方可解除三边协定并将其换为双边协定ꎮ 换

言之ꎬ 签署该协定后ꎬ 加拿大和墨西哥将难以与中国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

判ꎮ 该协定使中美两国形成直接对决ꎬ 令其他国家陷入 “要么跟中国签、
要么跟美国签” 的两难境地ꎮ

中美贸易战虽为两个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ꎬ 实则已延展到政治、 经济、
安全等诸多领域ꎬ 且深度不断增强ꎬ 正在演变为两个大国在新时期的全面

冲突与较量ꎮ 短期内贸易战难以速战速决ꎬ 发展前景扑朔迷离ꎮ 尽管双方

期待在 Ｇ２０ 峰会上两国元首就双边经贸关系作出新决断ꎬ 避免更大的冲突ꎬ
但能否如愿以偿ꎬ 还有待观察ꎮ

历史上美国曾打压过两个强大竞争对手ꎬ 即苏联和日本ꎬ 二者的经济

规模曾一度超过美国 ＧＤＰ 的 ６０％ ꎮ ＧＤＰ 的 ６０％ 是美国的一道红线ꎬ 谁越

过这道红线ꎬ 美国会毫不犹豫地痛下杀手ꎬ 中美贸易战已成为修昔底德陷

阱的另一种表现形式ꎮ 专家预测ꎬ 这场贸易战有可能持续到特朗普任期后

很长时间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初ꎬ 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在新加坡的创新经济

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 “本区域必须谨慎关注美中之间由良性竞争变为全

面 ‘冷战’ 的可能性”①ꎮ
(三) 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贸易战没有赢家ꎬ 杀敌一千ꎬ 自损八百ꎮ 贸易战引发进口商品成本上

升ꎬ 无论对于中美两国经济ꎬ 还是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均将产生一系列消极

影响ꎮ
１ 中美贸易战影响两国经济发展

从美方来看ꎬ 美联储预计ꎬ 中美贸易战将使美国 ２０１９ 年的经济增

速放缓至 ２ ４％ ꎬ ２０２０ 年放缓至 ２％ ②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 日ꎬ 美国国家纳

—４—

①

②

«美国前财长承认: 中美翻脸ꎬ 全世界将万劫不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ｌｕ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ꎮ

«特朗普贸易战害人害己ꎬ 美国经济或陷入全面衰退»ꎬ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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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人联盟致国会与总统的公开信称ꎬ 保护性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

上涨ꎬ 损害多数美国公民的利益ꎮ 据经济学家测算ꎬ 现行惩罚性关税将

使美国家庭平均每年多支出 １３０ 美元ꎮ ５ 月底ꎬ 美国的大豆市场价格下跌

１８％ ꎬ 跌至 ９ 年来的最低点ꎬ 玉米市场价格下跌 １２％ ꎬ 美国的小麦和猪

肉价格分别下跌 ５％和 ２９％ ꎬ 白宫被迫拨出 １２０ 亿美元和 ４７ 亿美元给予

补贴①ꎮ
从中方来看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９ 日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 ２０１９ 年中

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值ꎬ 预计中国经济增速为 ６ ２％ ꎬ 低于早期预测的

６ ４％ ꎮ 该组织认为ꎬ 如果贸易战升级ꎬ 中国经济可能进一步减速ꎬ 下降一

个百分点ꎬ 甚至更多②ꎮ
目前ꎬ 中国部分行业已明显受到中美贸易战的冲击ꎬ 世界知名的浙江

省义乌小商品市场部分商家来自美国的订单同比下降 ３０％ ~ ４０％ ③ꎮ 受中

美贸易战的拖累ꎬ 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部分下游商品的价格不断上升ꎬ 利

润大幅度下降ꎬ 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难度ꎮ
２ 中美贸易战加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当前ꎬ 全球经济回暖态势仍不稳定ꎬ 而美国发动的贸易战将延缓世界

经济复苏进程ꎮ 为了应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ꎬ 其他国家被迫采取反

制措施ꎬ 这导致全球经贸秩序日趋紊乱ꎬ 极大地阻碍全球经济复苏ꎬ 也殃

及各国企业和人民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５ 日ꎬ 世界银行发布的 «全球经济展望» 指出ꎬ 受贸易战

的拖累ꎬ 预计至 ２０２０ 年全球贸易额将下降 ９％ ꎮ 与美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

家将受到更大冲击ꎮ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表示ꎬ 若关税回到关税总协定 /

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水平ꎬ 全球经济规模将缩小 ２ ５％ ꎬ 全球贸易量将减少

６０％以上④ꎬ 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超过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ꎮ 为此ꎬ 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将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 ３ ９％降至 ３ ７％ ꎬ 这也

—５—

①
②

③

④

托尔斯滕里克: «在墙的后面»ꎬ 德国 «商报»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９ 日ꎮ
« ＩＭＦ 调低明年经济增长预期 　 但称中国经济增长 “依然强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ꎮ
白云怡: «部分行业的 “温度” 有变化 “来自美国的订单比去年下滑 ３０％ ~

４０％ ”»ꎬ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７ 日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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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 ２０１６ 年来该组织首次下调全球增长前景预测①ꎮ
３ 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并扰乱国际经济秩序

在贸易战过程中特朗普总统多次抨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其运行机制ꎬ
拒绝支持多边贸易体制ꎬ 消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ꎬ 造成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未能就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问题达成共识ꎮ 美国

政府拒绝将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写入部长联合声明ꎬ 为此遭到亚太经合

组织其他成员的一致反对ꎮ
美国强烈抨击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ꎬ 还多次阻挠上诉机构启动甄选

程序ꎬ 致使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人员不足ꎬ 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ꎬ 直

接影响了对贸易战的调节力度ꎮ
贸易战削弱了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ꎬ 加剧了全球贸易紧张局势ꎬ

令正在复苏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ꎮ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就中美贸易战

发表评论时强调: “如果由美中之间的持续冲突来定义世界秩序ꎬ 迟早会有

失控的风险”②ꎮ
４ 冲击全球价值链并制约经济全球化进程

在发动贸易战的同时ꎬ 美国政府还要求本国跨国公司回流美国ꎬ 由此

将严重破坏以至切断全球价值链ꎬ 阻滞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贸易与资源配置ꎬ
降低全球经济运行效率ꎮ 日本、 欧盟、 韩国等国均受到贸易下滑的冲击ꎬ
美国供应商也在劫难逃ꎮ 根据中国商务部测算ꎬ 美国对华第一批 ３４０ 亿美

元征税产品清单中ꎬ 约有 ２００ 多亿美元产品 (占比约 ５９％ ) 由美、 欧、
日、 韩等国在华企业提供③ꎮ 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企业ꎬ 包括美国企业ꎬ
都将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ꎮ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

指出ꎬ 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破坏全球价值链ꎬ 减缓新技术的扩

散ꎬ 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下降ꎬ 从而阻断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经济一

体化进程④ꎮ

—６—

①

②

③

④

« ＩＭＦ 调低明年经济增长预期 　 但称中国经济增长 “依然强劲”»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ｈｕ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ꎮ

«基辛格最新警告: 中美冲突持续ꎬ 世界要失控»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ｔｏｕｔｉａｏ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６ 日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ꎮ

同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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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俄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美贸易战引发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大调整ꎬ 对中俄经贸合作的长远发

展将产生深刻影响ꎮ
(一) 中俄经贸合作面临新挑战

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对中俄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产生了较大冲击ꎬ
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ꎮ

１ 新的地缘经济格局渐趋形成

为应对美国发动的贸易战ꎬ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以来ꎬ 主要发达经济体纷纷

构筑以本国为核心的新型自由贸易区网络ꎬ 更高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规则

悄然形成ꎮ
(１)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ＣＰＴＰＰ ) 将正式生效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８ 日ꎬ 由日本推动的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正

式签署ꎬ 并将于 ２０１８ 年年底或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全面生效ꎮ 第一批成员国包

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 文莱、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越南、 日本、 智利、 秘

鲁、 墨西哥和加拿大等 １１ 国ꎬ 涵盖全球近 ５ 亿人口ꎬ 经济总量占全球 ＧＤＰ
的 １３ ５％ ꎮ 该协定生效后将降低 １１ 国之间逾 ９８％ 产品的进口关税ꎬ 成为

对抗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器ꎮ 未来泰国、 韩国、 菲律宾、 斯里兰卡ꎬ 甚

至英国有望加入这一协定ꎮ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使亚太经贸格局发生了实质性变

化ꎮ 一方面ꎬ 为亚太地区的发达经济体提供了加强经贸合作关系、 降低贸

易壁垒的新平台ꎻ 另一方面ꎬ 助推发展中国家快速驶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

则的新通道ꎬ 提升融入全球经济的水平ꎬ 加速其经济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伴

随其扩员ꎬ 将有更多国家加入到该协定中ꎬ 协定中的贸易规则可在更大范围

内加以实施ꎮ 而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创始成员国自动享有

规则的主动权ꎬ 新加入国家需在现有协定规则框架内开展经贸合作ꎬ 非成员

国则可能被排斥在该协定的贸易集团之外ꎬ 进而面临较大的规则压力ꎮ
(２) 日本与欧盟签署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日本

与欧盟签署了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ＥＰＡ)ꎬ 这意味着一个涵盖 ６ 亿人口、
经济总量占全球 ＧＤＰ 近 １ / ３ 的 “超级自由贸易区” 即将建立ꎮ 根据协定ꎬ
欧盟将取消自日本 ９９％进口商品的关税ꎬ 而日本取消自欧盟 ９４％进口商品

的关税ꎬ 未来数年内这一比重将升至 ９９％ ꎮ 该协定将使日本的 ＧＤＰ 增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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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ꎬ 并有利于扩大欧洲国家对日本商品和服务的出口①ꎮ
«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及日欧 «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构建了绕开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型自由贸易区ꎬ 形成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合作

规则ꎬ 环太平洋经济圈以及连接东亚与欧洲的经济圈相继建立ꎬ 中国与俄罗

斯恰好处于两大经济圈之外ꎬ 而中俄之间至今并未就建立优惠贸易安排达成

共识ꎮ 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提升两国经贸合作水平是双方面临的新挑战ꎮ
２ 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面临调整

由特朗普总统挑起的贸易战使世界贸易组织面临严峻挑战ꎬ 改革多边

贸易规则已提上日程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针对 ＷＴＯ 的改

革倡议ꎬ 阐述了捍卫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ꎬ 倡议推动 ＷＴＯ 改革进程ꎬ 敦促

各国遵守多边框架规则ꎬ 将偏离轨道的全球贸易拉回到正常轨道上ꎬ 恢复

ＷＴＯ 的正常运行与威信ꎮ ＷＴＯ 改革是一项多边议题ꎬ 不是某些国家或集团

的双边或诸边议题ꎮ 尽管 ＷＴＯ 面临改革的紧迫任务ꎬ 但其基本原则ꎬ 包括

最惠国待遇、 国民待遇、 关税约束、 透明度、 特殊与差别待遇等不能改变ꎮ
与此同时ꎬ 改革还应符合多边框架精神ꎬ 即以发展为核心ꎬ 求同存异ꎬ 相

互尊重ꎬ 平等互利等ꎮ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６ 日ꎬ 第 ２０ 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发表了联合声明ꎬ 双

方承诺ꎬ 将就 ＷＴＯ 改革问题开展合作ꎬ 为此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改革副部

级联合工作组ꎬ 中国和欧盟就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已达成共识ꎮ ７ 月 ２６
日ꎬ “金砖国家” 元首和政府首脑在约翰内斯堡峰会上承诺ꎬ 将积极参与

“在世贸组织内进一步完善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法律框架ꎬ 并考虑所有世贸

组织成员ꎬ 特别是发展中成员的关切和利益”②ꎮ
启动 ＷＴＯ 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ꎮ 未来各方不仅要解决既有贸易体

系与规则中的问题ꎬ 还将拓展贸易谈判议题ꎮ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

易进出口国ꎬ 也是贸易战的受害者ꎬ 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改组与新规则的

制定是自身的责任以及未来发展的需要ꎬ 但是目前俄罗斯还未就参与世界

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调整问题阐明立场ꎮ 中俄双边经贸合作基于现行

多边贸易规则ꎬ 若未来规则发生调整ꎬ 中俄经贸合作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

—８—

①

②

«继与欧盟缓解贸易关系ꎬ 美欲与日本签自贸协定: ３０ 天内开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２７ 日ꎮ

«世贸体系改革势在必行ꎬ 问题是怎么改?»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１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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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将改变ꎬ 如何基于新规则拓展合作将是两国面临的新问题ꎮ
３ 全球经济增速变缓将制约双边贸易发展

中国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 １ / ３ 的力量ꎬ 且中国为全球 １２０ ~ １３０ 个国家

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中美贸易战可能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ꎬ 进而

影响国际市场需求的变化ꎬ 需求萎缩可能引发大宗商品价格下跌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的最新经济预测显示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产乌拉

尔牌原油价格将降至每桶 ６３ ４ 美元ꎬ 比 ２０１８ 年下降 ９％ ①ꎮ 目前ꎬ 俄罗斯

为中国主要原油进口国ꎬ 中国国内市场需求下降以及原油价格下跌将直接

影响双边贸易的发展ꎮ 与此同时ꎬ 油价一直是俄罗斯经济发展的风向标ꎬ
预计受油价下跌影响ꎬ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经济增幅比 ２０１８ 年下降 ０ ５ ~ ０ ８ 个

百分点ꎮ 目前ꎬ 无论美国ꎬ 还是欧盟ꎬ 均未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ꎮ 总

体来看ꎬ 现行经济制裁未取消ꎬ 而新的不确定因素又不断加大ꎬ 中俄贸易

在达到１ ０００亿美元后的发展前景值得双方关注ꎮ
(二) 中俄经贸合作面临新机遇

常言道ꎬ 危机既有危险ꎬ 又有机遇ꎮ 中美贸易战亦如此ꎮ 对于中俄合

作而言ꎬ 中美贸易战也给双方合作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ꎮ
１ 为扩大多领域合作提供新契机

(１) 扩大农产品贸易以及种植业合作潜力增加ꎮ 在中美贸易战中ꎬ 大

豆等农产品成为双方贸易战的焦点ꎮ 在首批征税产品清单中中方将大豆列

入其中ꎮ 中方宣布ꎬ 对美国约 ５００ 亿美元的商品征税ꎬ 第一项和第二项均

为大豆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大豆消费量超过 １ １ 亿吨ꎬ 而本国产量仅为 １ ５００
万吨左右ꎬ 进口量高达 ９ ６００ 万吨 (进口量占消费量比重达 ８５％左右)ꎬ 中

国大豆消费的对外依存度较高ꎮ 未来中国国内消费仍将扩大ꎬ 但产量基本

稳定ꎬ 预计短期内大豆进口仍保持增长态势ꎮ ２０１７ 年ꎬ 美国向中国出口大

豆 ３ ２８５ ４ 万吨ꎬ 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 ３４ ３９％ ②ꎮ 中美贸易战给中方敲

响了警钟ꎬ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ꎬ 中方迫切需要开辟新的大豆供货渠

道ꎬ 俄罗斯可成为重要选项ꎮ 中俄两国毗邻ꎬ 农业生产条件相近ꎬ 俄罗斯具

备生产大豆的良好基础ꎬ 未来两国在大豆种植与贸易方面合作前景广阔ꎮ

—９—

①

②

«２０２４ 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发展预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中美 “贸易战”ꎬ 为什么大豆最受关注?»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ｂｄ ｃｏｍ ｃｎꎬ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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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拓展高新技术合作的空间加大ꎮ 中美技术战限制了美国企业对华

技术转让ꎬ 为此ꎬ 未来中方既要加强自主研发ꎬ 又要拓展与更多国家在高

新技术领域的合作ꎮ 在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所涉及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航空

航天设备、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农机设备、 生物医药和新材料等

领域俄罗斯具有较强的研发和技术优势ꎬ 两国加强技术合作可以大大提升

两国的经贸合作水平ꎬ 促进经济发展ꎮ
２ 为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调整提供新可能

世界贸易组织一直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贸易机构ꎮ 中国与俄罗斯等

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同时对既有贸易规则

也形成了挑战ꎬ 这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之一ꎮ 未来迫切

需要提高 ＷＴＯ 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ꎬ 在多边规则中更充分地反映发展中国

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利益诉求ꎬ 提高 ＷＴＯ 决策机制的效率ꎬ 进行 ＷＴＯ 的机

构改革ꎮ 此外ꎬ 还要完善和充实 «信息技术协定» ( ＩＴＡ)、 «政府采购协

定» (ＧＰＡ)ꎬ 关注成员国对于新贸易规则的利益诉求ꎬ 改进并补充 «与贸

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ꎬ 在协商一致原则前提下探讨更为灵活

的合作模式ꎬ 在多边贸易框架内推进多边合作等ꎬ 这些问题与中俄两国的

利益以及未来共同参与国际经贸合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ꎮ 世界贸易组织

的调整以及新的多边经贸规则形成为中俄共同参与谈判进程、 维护自身利

益提供了难得机遇ꎮ 积极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规则的谈判既可以服务于自

身经济发展ꎬ 又可以促进多边贸易规则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ꎬ 维护更多国

家的利益ꎬ 有利于充分发挥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ꎮ

三　 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发展前景与实施路径

中俄两国历经多年的共同努力ꎬ ２０１８ 年双边贸易额已经突破１ ０００亿美

元ꎬ 两国合作将跨上一个新台阶ꎮ 在新的国际经济形势下如何有效利用新机

遇ꎬ 克服合作障碍助推双边经贸合作再创新高ꎬ 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ꎮ
(一) 中俄经贸合作亟须突破发展瓶颈

尽管中俄经贸合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ꎬ 但是多年积累的深层次问

题需予以极大关注ꎬ 否则将掣肘未来合作进程ꎬ 难以实现预期目标ꎮ
１ 两国经济发展特点制约长期合作

(１) 中俄经济规模差异较大不利于双边经贸合作的平衡发展ꎮ 目前ꎬ
中俄两国的经济差距呈不断加大趋势ꎮ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ꎬ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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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中国的 ＧＤＰ 达到 １３ １７３ ５８５ 万亿美元ꎬ 位列世界第 ２ 位ꎬ 而俄罗

斯的 ＧＤＰ 总量仅为 １ ３０９ ２６８ 万亿美元ꎬ 位列世界第 １４ 位①ꎬ 二者相差

１０ 倍ꎮ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４ １０４ ５０４万
亿美元②ꎬ 而俄罗斯的货物贸易进出口额为 ５ ８４０ ５ 亿美元③ꎬ 二者相差

７ 倍ꎮ
国际实证经验显示ꎬ 双边贸易规模受制于经济规模相对较小的国家ꎬ

即所谓 “木桶效应”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仍为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ꎬ 据俄方

统计ꎬ 双边贸易额为 ８７０ 亿美元④ꎮ 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的 «２０２４
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发展预测»ꎬ 至 ２０２０ 年俄罗斯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将达

到 ７ ２４４ 亿美元⑤ꎬ 若按照 ２０１７ 年中俄贸易占俄罗斯对外贸易 １４ ９％ 的比

例计算ꎬ 预计双边贸易额可达到 １ ０７９ 亿美元ꎬ 距双方预期的 ２ ０００ 亿美元

目标相差甚远ꎮ

图 １ ２０１７ 年中俄两国 ＧＤＰ 与货物贸易对比图 (单位: 万亿美元)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７ 年世界各国 ＧＤＰ 排名　 ＧＤＰ 总量前 ５０ 名»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 ｍｏ －

ｎｅｙ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ꎻ «２０１７ 年中国进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及进出口差额统计分

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ꎻ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的对外贸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ꎮ

—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２０１７ 年世界各国 ＧＤＰ 排名 　 ＧＤＰ 总量前 ５０ 名»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ｍｏｎｅｙ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ꎮ

«２０１７ 年中国进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及进出口差额统计分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ｙｘｘ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ꎮ

«２０１７ 年俄罗斯的对外贸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１ 日ꎮ
同③ꎮ
«２０２４ 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发展预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ｇｏｖ ｒｕ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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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盟统计委员会的数据ꎬ ２０１７ 年中德贸易额达到 １ ８０５ ７ 亿美

元①ꎬ 接近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但是俄罗斯的 ＧＤＰ 只有德国的 １ / ３ꎬ 俄罗斯的货

物贸易规模只相当于德国的 １ / ５ꎬ 中德双边贸易尚未达到 ２ ０００ 亿美元ꎬ 中

俄贸易发展目标更难以预期ꎮ
(２) 中俄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影响双边贸易发展ꎮ 中俄贸易方式以一

般贸易为主ꎬ 贸易规模取决于两国国内需求的变化ꎬ 而两国各自经济发展

对需求变化具有决定性影响ꎮ 未来双边贸易的发展取决于两个基本条件:
一是欧美是否取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ꎮ 长期以来ꎬ 欧盟一直是俄罗

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ꎮ 近年ꎬ 伴随欧美对俄经济制裁不断

升级ꎬ 欧盟与俄罗斯经贸合作趋于萎缩ꎬ 俄罗斯实施 “向东看” 战略为拓

展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一个 “窗口期”ꎬ 借此中俄贸易在俄对外贸易中的比

重由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５％升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１４ ９％ ꎬ 提升了 ４ ４ 个百分点ꎮ 一旦

欧美取消对俄经济制裁ꎬ 俄罗斯与欧盟及中国的三角经贸合作格局必将出

现调整ꎬ 呈现此消彼长的发展态势ꎬ 中俄经贸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出现

停滞ꎬ 对此需要作出研判ꎮ
二是两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势ꎮ 根据俄经济发展部的最新预测ꎬ 预计

２０１９ 年俄产乌拉尔牌原油将自 ２０１８ 年近每桶 ７０ 美元的高价位逐渐回落ꎬ
为此 ２０１９ 年俄罗斯经济增幅将略低于 ２０１８ 年ꎬ 未来若干年内将呈缓慢增

长态势ꎮ 而中国经济进入转方式、 调结构的新常态ꎬ 受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经济下行压力逐渐加大ꎬ 这些综合因素将对中俄贸易的持续稳定发展产生

一定负面影响ꎮ
２ 双边贸易结构呈现固化态势

近年来ꎬ 中俄贸易商品结构呈现固化态势ꎬ 俄罗斯的能源产品与中方

的机电产品和纺织服装商品之间的贸易结构比例保持稳定ꎮ
图 ２ 显示ꎬ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能源产品在中方自俄进口商品结构中的比

重已高达 ７０％ 左右ꎬ 而机电产品在中方对俄出口商品结构中占比接

近 ４０％ ꎮ
在贸易商品结构稳定的情况下提升贸易规模只能依靠两国拉动内需ꎬ

但目前双方进一步扩大内需的难度不断加大ꎬ 为此双边贸易规模大幅度提

升将受到明显制约ꎮ

—２１—

① «２０１７ 年中国与德国双边贸易概况: 贸易额超 １ ８００ 亿美元»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ｓｋｃｉ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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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能源产品和机电产品占中方进出口比重 (％)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历年统计数据绘制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３ 两国的市场开放度亟待扩大

在中俄经贸合作中两国一直强调大项目带动ꎬ 但迄今为止ꎬ 除能源领

域外ꎬ 其他领域的合作项目进展缓慢ꎬ 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地区与俄

罗斯联邦远东及东西伯利亚地区合作规划纲要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８ 年)» 包含的

２００ 个项目落实者寥寥无几ꎬ 究其原因ꎬ 两国市场开放度低直接影响了双边

投资规模的扩大ꎮ 表 １ 显示ꎬ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全球贸易

促进报告»ꎬ 在全球 １３６ 个经济体中中国和俄罗斯的 “市场准入” 指标分别

位列第 １２６ 位和第 １３３ 位ꎬ 属于市场开放度不高的国家ꎮ 相对于发达经济

体而言ꎬ 两国的进口关税水平偏高ꎬ 在 “面临关税” 指标排名上中国位列

第 １１４ 位ꎬ 而俄罗斯位居第 １３３ 位ꎮ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中

国平均进口关税水平为 １１ １％ ꎬ 出口关税水平为 ４ ５％ ꎬ 尽管俄罗斯进口

关税水平只有 ４ ９％ ①ꎬ 但是俄罗斯采用的复合关税结构变相提升了关税水

平ꎮ 中俄两国进口关税水平过高加大了贸易成本ꎬ 不利于扩大双边贸易以及

相互投资ꎮ 着眼于长远发展ꎬ 解决双边经贸合作的制度性障碍已刻不容缓ꎮ

表 １ ２０１６ 年中国与俄罗斯市场准入指标排名

国家 市场准入 国内市场准入 国外市场准入 面临关税
边境管理效率与

透明度

中国 １２６ １０１ １２４ １１４ ５２

俄罗斯 １３３ １１２ １２９ １３３ １０４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３１—
① "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ａｂｌ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６"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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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两国经贸合作机制亟待转变

中俄两国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善的双边经贸合作机制ꎬ 包括两国总理定

期会晤机制和下设的 １９ 个分委会ꎬ 政府主导、 大项目带动成为该机制的主

要特征ꎬ 这一机制对于推动能源、 矿产资源等垄断行业的合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ꎮ 目前ꎬ 双方合作正在向制造业、 农业、 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等领域

拓展ꎬ 而这些领域更加突出企业主体和市场调节的作用ꎬ 现有合作机制难

以适应这种要求ꎬ 其运行效率大打折扣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中俄双方成立的中

俄投资基金旨在推动非资源领域合作ꎬ 但迄今成功运行项目较少ꎬ 未能实

现预期目标ꎮ 如何发挥市场机制在双边经贸合作中的作用是未来亟待破解

的难题ꎮ
立足于长远发展ꎬ 鉴于双方合作中现存的诸多体制机制性问题短期内

仍难以解决ꎬ 预计中俄贸易达到 １ ０００ 亿美元之后将步入一个稳定发展期ꎮ
消除既有合作障碍并非一朝一夕之事ꎬ 还需双方付出更多努力ꎮ

(二) 深化中俄经贸合作的新路径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发达经济体构建了新型自由贸易区网络ꎬ 形成的

高水平经贸规则可为参与国提供长期合作的制度保障ꎬ 大幅度降低进口关

税可使各国直接享受合作利益ꎬ 成效立竿见影ꎮ 相比较而言ꎬ 中俄一直强

调大项目带动ꎬ 而项目合作受多重因素困扰具有较大不确定性ꎬ 难以保证

双边合作的长期稳定发展ꎮ 基于当前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两国合作的

现状ꎬ 未来深化中俄经贸合作需要调整发展思路ꎬ 由重项目转向重规则ꎬ
弥补合作的制度短板ꎮ 合作路径由单一的项目合作转向制度建设与项目合

作双轮驱动ꎬ 助力中俄经贸合作向高质量转变ꎬ 为可持续发展提供长期制

度性保障ꎮ
１ 两国应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贸易规则的改革

中俄两国同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ꎬ 也是新兴经济体的代言者ꎬ 在多边

贸易体制调整、 多边贸易规则改革过程中应承担起相应责任ꎬ 体现大国责

任与担当ꎬ 积极参与相关规则及议题的磋商ꎬ 不仅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ꎬ
也为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ꎮ 与此同时ꎬ 在涉及自身权益以及拓展全球治

理新领域积极探索ꎮ 例如ꎬ 受制于美欧对俄经济制裁ꎬ 现有 ＳＷＩＦＴ 国际结

算支付系统对两国经贸合作形成了明显制约ꎬ 亟待调整ꎬ 为此两国可积极

探讨构建新型国际结算支付体系ꎬ 为拓展双边经贸合作提供新的制度保障ꎬ
也为构建全球新型金融秩序作出有益尝试ꎮ 此外ꎬ 双方还可以在共建 “一
带一路” 过程中探讨新的国际合作规则ꎮ 例如ꎬ 在推进亚欧大陆互联互通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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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ꎬ 两国可共同推广国际铁路运输联合运单方式ꎬ 探索中欧班列一票

到底的运行模式ꎬ 在抵达车站增加监管货物功能ꎬ 赋予陆运提单货权功能ꎬ
采用现代科技手段推动运输网络相互联通ꎬ 将传统的货物运输与金融服务

相结合ꎬ 形成国际铁路运输的新规则与新标准ꎬ 提升铁路运输的全球竞争

力ꎬ 为推动亚欧大陆互联互通作出实质性贡献ꎮ
２ 加大市场开放力度以提升双边贸易自由化水平

多年来ꎬ 俄方对于中俄之间推进自由贸易安排一直持保留意见ꎮ 目前

国际经济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ꎬ 鉴于发达国家积极构建高水平自由贸易区

网络ꎬ 如果中俄之间不进一步拓展自由贸易安排ꎬ 将在亚欧大陆中心地带

出现一个制度塌陷区ꎬ 既有的地缘经济及经济互补优势发挥殆尽后ꎬ 双边

经贸合作将后劲不足ꎬ 由此将进一步加大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ꎬ 显然ꎬ 这

是双方所不希望看到的发展前景ꎬ 为此ꎬ 两国应重新评估双边自由贸易安

排的现实意义与综合效果ꎬ 以便作出新的抉择ꎮ
笔者利用 ＧＴＡＰ 模型对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前景作出预测ꎮ 表 ２ 显

示ꎬ 中俄自由贸易区将促进两国经济发展ꎬ 扩大贸易规模并增加整体福利ꎬ
尤其对于增加就业和提高自然资源回报率产生积极影响ꎮ 尽管从绝对值看ꎬ
中国所获得的直接经济利益更大ꎬ 但若与各自经济总量相比ꎬ 俄方的效果

则更为突出ꎬ 可获得更大的市场利益ꎮ 既然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互利共赢的

合作ꎬ 那么双方应尽快达成共识并启动谈判ꎮ

表 ２ 中俄建立自由贸易区经济效益预测 (单位: 亿美元)

国别 ＧＤＰ 贸易额 福利 就业 (系数) 自然资源
要素回报 (系数)

中国 ２６９ ２７７ ２５３ ０ ２７ ０ ７９

俄罗斯 １０８ １６６ ９５ ０ ７８ ３ ３８

资料来源: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课题组预测ꎮ

目前ꎬ 中方正在加大市场开放力度ꎮ 中国政府已宣布ꎬ 自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
日起ꎬ 对 １ ４４９ 个税目的商品降低进口关税ꎬ 平均税率由 １５ ７％降至 ６ ９％ꎬ
税率平均降幅 ５５ ９％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又宣布了一系列

扩大开放的新举措ꎬ 包括放宽银行、 证券、 保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ꎬ 加快保

险行业开放进程ꎬ 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ꎬ 扩大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

范围ꎬ 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ꎬ 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等ꎮ
此外ꎬ 中方正在加速推进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中国积极推进与 “海合

会”、 挪威、 斯里兰卡、 以色列、 摩尔多瓦等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ꎬ 以及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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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中国—
新加坡自贸协定升级谈判、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升级谈判ꎻ 同时与巴拿马、 蒙

古国、 巴勒斯坦、 印度、 尼泊尔、 哥伦比亚、 斐济、 毛里求斯等国开展自贸协

定的可行性研究ꎬ 与瑞士和秘鲁开展自由贸易协定升级版可行性研究等ꎮ 至此ꎬ
中国已与 ２４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 １６ 个自贸协定ꎬ 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额占

中国对外货物贸易、 服务贸易、 双向投资的比重分别达到 ２５％、 ５１％和 ６７％ꎮ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发布的 «２０２４ 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发展预测» 制定

了未来经济发展措施ꎬ 包括保证人口增长、 延长人均寿命、 实现居民实际

收入的稳定增长、 减贫、 改善居民居住条件、 加快国家技术发展、 大力发

展创新型企业、 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发展数字经济、 使俄罗斯成为世界

经济大国、 建立制造业和农业的出口导向型企业等ꎬ 这些措施较少涉及对

外开放领域ꎮ 欧美经济制裁ꎬ 无疑加大了俄罗斯经济政策的调整难度ꎬ 但

是开放政策缺位不仅不利于俄罗斯经济发展ꎬ 也对扩大中俄双边经贸合作

造成不利影响ꎮ 俄联邦政府应该在扩大开放、 降低进口关税以及推进自由

贸易区建设方面采取更为务实的举措ꎬ 使中俄两国相向而行ꎬ 为拓展双边

经贸合作奠定更为坚实的制度基础ꎮ
３ 广泛拓展合作领域

利用中美贸易战所形成的中国市场空缺ꎬ 中俄积极拓展农业、 制造业、
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ꎬ 创新合作方式ꎬ 提升合作水平ꎮ

图 ３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中国自俄农产品进口情况 (单位: 亿美元)
资料来源: 作者根据中国海关历年统计数据绘制ꎮ

(１) 扩大农产品贸易以及拓展农业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ꎮ 图 ３ 显示ꎬ
近年来ꎬ 中国自俄农产品进口呈现逐年上升态势ꎬ 农产品有望成为两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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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新的增长点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 ８ 日ꎬ 中俄两国农业部长在北京举行会晤ꎬ 共

同签署了 «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农业发展规划»ꎬ 决定

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大豆、 农产品加工、 仓储物流等领域的合作ꎬ 推动两国

农业合作再上新台阶ꎮ 双方还将探讨共同投资ꎬ 在俄罗斯境内联合建立大

豆生产设施ꎬ 扩大俄罗斯对华大豆出口ꎮ 除此之外ꎬ 在小麦、 海产品、 肉

食和奶制品等领域中俄也有较大合作空间ꎮ
(２) 制造业可成为双边合作的新亮点ꎮ 中俄之间能源产品与机电产品贸

易的特点显示了两国产业的高度互补性ꎬ 拓展两国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前景广

阔ꎮ 在共建 “一带一路” 过程中中方积极推动钢铁、 有色金属、 建材、 铁

路、 电力、 化工、 轻纺、 汽车、 通信、 工程机械等领域的企业 “走出去”ꎬ
扩大对外投资ꎬ 这为拓展中俄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提供了保障ꎮ 目前ꎬ 中国

的海尔集团和海信集团纷纷在俄罗斯建立了家电生产基地ꎬ 中国化工工程公

司在俄罗斯建立了炼油厂ꎬ 中俄在制造业领域的合作呈现积极发展态势ꎮ
(３) 高新技术应成为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ꎮ 利用俄罗斯在航空航天、

核技术、 新材料、 生物技术、 仪器仪表制造等领域的技术优势ꎬ 拓展两国

在新能源、 新材料、 生命科学、 纳米技术、 自然资源合理利用、 环保节能

等诸多领域的合作ꎬ 使高新技术合作成为中俄经贸合作新的支撑点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中国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俄罗斯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的合资项

目———中俄高科技中心已正式启动ꎬ 中心确立了节能、 核技术、 航天技术、
医药、 信息技术等五个重点发展领域ꎬ 将成为未来中国高科技成果及产品

在俄的展示窗口以及中俄高科技创新产业的合作基地ꎮ 该项目开启了推进

中俄高新技术合作市场化的进程ꎮ 此外ꎬ 中国广州—独联体国际技术转移

中心已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 乌拉尔分院、 西伯利亚分院和圣彼得堡

科研中心、 全俄商务联盟等机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ꎮ 采用 “联合研

究”、 “联合试验验证”、 “共建联合研发中心”、 “智力引进”、 “高端人才

引进” 和 “共建高科技企业”、 “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园区” 等多种国际科技

合作方式ꎬ 在引进应用技术助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４) 数字经济将成为两国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俄联邦政府颁布

了数字经济规划纲要ꎬ 要大力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ꎬ 发展远程教育和

远程医疗ꎬ 搭建居民、 中小企业以及政府服务的电子化信息平台ꎮ 中国是

数字经济应用发展最快ꎬ 也是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ꎮ 未来中俄两国可在跨

境电商、 软件开发、 网络安全以及电子支付系统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与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 俄罗斯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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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商 “ＭｅｇａＦｏｎ” 公司和互联网巨头 “Ｍａｉｌ Ｒｕ” 公司宣布建立新合资企

业———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Ｒｕｓｓｉａ”ꎬ 加速俄罗斯数字经济发展ꎬ 建立跨境电商基础

设施ꎬ 扩大两国跨境电商发展规模①ꎮ
(５) 大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ꎮ 在 “一带一路” 框架内中俄两国大

力推进旅游、 金融和国际运输等领域合作ꎬ 挖掘潜力ꎬ 创新方式ꎬ 提升合

作空间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 ７ 月ꎬ 中国赴俄出境游人数比 ２０１７ 年同期增长

１５０％ ②ꎬ 中国继续保持俄罗斯第一大旅游客源国地位ꎬ 未来将增加各类旅

游增值服务ꎬ 包括自驾游、 高端游等个性化旅游服务ꎮ 宜探讨多元化的金

融服务ꎬ 建立市场化融资机制ꎬ 探讨建立新型结算支付系统ꎬ 尝试采用 ＰＰＰ
模式开展项目建设等ꎮ 此外ꎬ 还应大力发展以中欧班列为代表的跨境运输ꎬ
充分发挥现有基础设施的功能ꎬ 通过统一协调单证管理制度ꎬ 实现运输管理

的便利化ꎬ 降低运输成本ꎬ 提高运输质量和服务效率ꎬ 扩大运输服务贸易规

模ꎮ 此外ꎬ 还可以大力拓展医疗、 教育、 文化等服务贸易领域合作ꎮ
４ 积极改善营商环境

中俄两国同为新兴经济体ꎬ 处于市场化改革进程之中ꎬ 完善营商环境

是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ꎬ 也是扩大相互投资ꎬ 提升经贸合作水平必不可少

的前提条件ꎮ 世界银行公布的 «２０１８ 年营商环境报告» 显示ꎬ 两国的营商

环境已得到明显改善ꎬ 但着眼于长远发展仍有较大提升空间ꎮ
２０１８ 年ꎬ 在全球 １９０ 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指标列第 ７８ 位ꎬ 属于

中上水平ꎬ 而俄罗斯排在第 ３５ 位ꎬ 进入了先进行列ꎮ 尽管如此ꎬ 仍有很多

中方企业认为ꎬ 俄罗斯的营商环境远未达到如此高水平ꎬ 源于 «２０１８ 年营

商环境报告» 的评价指标只反映了俄罗斯境内企业运行的相关法律规定ꎬ
但是制约两国相互投资的因素ꎬ 如市场准入条件等ꎬ 双方还需加大开放力

度ꎮ 在影响双边经贸合作的关键性指标上ꎬ 如涉及投资的获得 “建筑许可”
指标上中国位列第 １７２ 位ꎬ 企业获得建筑许可证需要花费 ２４７ 天ꎬ 而俄罗

斯位于第 １１５ 位ꎬ 办理建筑许可证需要花费 ２３９ 天ꎬ 冗长的审批手续加大

了企业的投资成本ꎬ 严重影响了项目实施进程ꎬ 对于扩大两国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形成了较大障碍ꎬ 亟待改进ꎮ

—８１—

①

②

«阿里巴巴集团与多家俄机构组建合资企业»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ｊｓｈｕｃｈｉ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ꎮ

«携程: ２０１８ 年前 ７ 个月中国赴俄出境游增长 １５０％ »ꎬ ｈｔｔｐ: / / ｃｎ ｄａｉｌ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４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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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２０１８ 年中俄营商环境主要指标排名

国别 排名 建筑许可 跨境贸易
跨境贸易成本 (美元)

出口 进口

中国 ７８ １７２ ９７ ５６８ ７ ２４５ ４

俄罗斯 ３５ １１５ １００ ７５７ ０ ７４０ ０

资料来源: «２０１８ 年营商环境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跨境贸易指标直接影响双边贸易成本ꎬ 在这一指标上中俄分列第 ９７ 位

和第 １００ 位ꎬ 处于中等水平ꎮ 俄罗斯的出口成本高出中方 １ / ３ꎬ 进口成本则

相当于中方的 ３ 倍ꎬ 过高的贸易成本必然制约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发展ꎬ 不

利于扩大贸易规模ꎬ 因此ꎬ 两国在完善营商环境方面仍有较大合作潜力ꎮ
目前ꎬ 中国大力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ꎬ 推行 “一窗口” 制和快速通关

模式ꎮ 几年来ꎬ 自由贸易试验区运行取得明显成效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在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的货物申报数据项减少 ２４％ ꎬ 累计为企业节省成本

超过 ２０ 亿元人民币ꎮ 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南沙片区的通关效率提高了

５０％ ①ꎬ 这些经验为中俄改善营商环境提供了范本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在共建 “一带一路” 合作框架内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委

员会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ꎮ 协定涵盖了

海关合作和贸易便利化、 知识产权、 部门合作、 政府采购、 电子商务和竞

争等议题ꎮ 中俄两国可率先落实协定内容ꎬ 简化通关手续ꎬ 降低贸易成本ꎬ
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ꎬ 为企业投资营造良好的环境ꎬ 为双边经贸合作提供

制度性保障ꎬ 也为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作出示范ꎮ
展望未来ꎬ 跨越 １ ０００ 亿美元大关后ꎬ 中俄经贸合作将站在一个新起点

上ꎮ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 双方更需励精图治ꎬ 未雨绸缪ꎮ 在大力推进

项目合作的同时ꎬ 更应探索新的合作路径与合作方式ꎮ 抓住共建 “一带一

路” 的新机遇ꎬ 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定» 为契

机ꎬ 深化两国基于经贸规则的合作ꎬ 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水平ꎬ
将项目合作与制度建设相结合ꎬ 形成良性互动、 双轮驱动合作的新格局ꎬ
助力双边经贸合作实现可持续、 高质量健康发展ꎮ

(责任编辑: 高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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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南沙自由贸易试验区平均通关效率提高 ５０％ »ꎬ ｈｔｔｐ: / /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ｏｕｔｈｃｎ ｃｏｍꎬ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