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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对我国外贸和跨境投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首

先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对外贸易总量和结构的影响,阐述了疫情从外部需求、外贸主体和贸

易条件三个方面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挑战,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经济

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对我国经济增长、国际经济形势和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执行状况等设定两

种不同情景,并分别分析和预测了２０２０年下半年我国的进出口形势,进而就疫情对我国产业外移

的短期和中长期影响进行分析,展望了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产业转移的挑战,并提出

以开放稳外贸、以扶持畅循环、以改革稳外资、以科技降风险等政策建议,以更好地推进我国新发展

格局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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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对社会经

济系统造成了重大冲击,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

了深远影响.作为深度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重大改变.值

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４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要“充分发挥我国

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１日,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２０２０年７
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要“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这一战略选择是

我国积极应对疫情冲击和外部不确定性加剧的重要

举措,需要辩证地认识国内和国际市场之间的经济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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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关系:一方面,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

意味着国际市场不重要或国内市场可以完全替代国

际市 场,而是指我国的国际发展战略需要以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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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国内经济循环为本,不能本末倒置;另一方面,
强调“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意味着我国的对

外贸易和跨境投资等政策需要更好地着眼于双循环

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以国际市场的经济活动更好地

带动国内市场的良性发展,以国内经济的高质量发

展助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信息链的有序重构,提
高全球资源配置效率.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世界经济增长减速、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全球产业链布局调整加速等,对我国的

对外贸易和产业转移都造成了重要影响,如何更好

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打造更加稳定高效、协同畅通的国际

产业链、供应链,构建更加多元的、互利共享的经贸

合作关系,实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内容.根据疫情在全球的发展演化态势,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大致分为两个阶

段:第一阶段是２０２０年１~２月,疫情主要出现在我

国境内,各地为控制疫情采取的封锁措施导致了大

面积停工和物流延缓,大量贸易订单无法履行,我国

对外贸易整体下降.第二阶段是２０２０年３月以后,
我国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随着国内复工复产的推

进,前期积压订单逐渐交付,国内需求亦相应回升.
然而,疫情自３月起逐渐在欧美爆发并传播到全球,
进入“全球大流行”阶段,众多国家和地区因疫情防

控而经济停摆,全球产业链运转受到严重影响,需求

增长受到大幅冲击.作为全球产业链的中心之一,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和在全球的蔓延也给我国产业

链的稳定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就新冠肺炎

疫情对２０２０年我国外贸和产业转移的影响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１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１．１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进出口的影响分析

总体来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上半年

我国出口和进口规模均有所下降,贸易差额持平略

降.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按美元计价,我国进出口总额为

２０２９６．９３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３０％;其中,出口额为

１０９８７．４６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２０％;进口额为９３０９．４６
亿美元,同比下降６．４０％;贸易顺差１６７８．００亿美元,
比２０１９年同期下降８７．３３亿美元①.

从贸易方式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加工贸

易的冲击大于一般贸易,导致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

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近年来,受我国产业结构调

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及部分产业链向其他国家

转移等因素影响,我国加工贸易占比已持续下降.
疫情对加工贸易的进口和出口均产生了较为显著的

冲击,导致加工贸易大幅下降.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我
国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４７９５．３１亿美元,同比下降

１１．０３％;其中,加工贸易出口３０２３．８１亿美元,同比下

降１２．２６％,加工贸易进口１７７１．５０亿美元,同比下降

８．８４％.同期,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１２１９５．５０亿美元,
同比下降５．７３％;其中,一般贸易出口 ６５０４．５１ 亿

美元,同比下降５．４６％,一般贸易进口 ５６９０．９９ 亿

美元,同比下降６．０２％.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我国加工贸

易进出口总额占外贸比重下降至 ２３．６３％,而一般

贸易占比则提升至６０．０９％.
从分类别商品贸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对不同

产品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出口方面,劳动密集

型产品受到的冲击大于资本密集型产品.２０２０年上

半年,资本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机电产品出

口金额分别为３２９２．０７亿美元和６４３６．３６亿美元,同
比分别下降１．９０％和５．５０％;而劳动密集型的服装

出口金额为５１０．８４亿美元,同比下降１９．４０％.从

时间来看,疫情对我国外贸的影响分为两个阶段:

２０２０年一季度,疫情对我国经济产生重要影响[１],
我国出口主要受到延期开工和人口流动管制措施对

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
织品、鞋类、玩具等受到较大的影响;二季度以后,国
外疫情快速蔓延,各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疫情防控

措施,这些导致零售业实体店大量关闭,直接影响我

国季节性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订单;同时,经济低迷时

期存在“土豆效应”,即在经济萧条时期,消费者舍弃

高端奢侈品而转向中低端产品,并导致对后者的需

求上升,进而推高低成本产品的价格和销售,这也导

致消费者更倾向选择东南亚、南美、东欧等国生产的

低价商品,而我国较为中高端的服装等市场有所萎

缩.但是,疫情有利于医疗设备、医疗物资等相关产

品的出口.例如,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我国医疗仪器及

器械出口金额为８３．９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１．４０％,
远高于历史同期水平.进口方面,疫情导致的需求

下降对原油等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带来明显冲击,布
伦特原油价格在２０２０年４月跌至均价１８．７０美元/
桶,尽管后期又有所反弹,但仍然处于较低水平,这
为我国以较低价位进口大宗商品和原材料提供了机

① 本文使用数据均来自 Wind资讯金融终端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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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２０２０年上半年,我国原油、铁矿砂及其精矿、未
锻造的铜及铜材进口数量累计同比分别增长 ９．
９０％、９．６０％和２５．２０％.

１．２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外贸发展带来的挑战

从短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我国外贸发

展面临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外

需下滑非常严重,外贸企业面临的大环境整体恶化.
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带来了较为严重的冲击,导
致全球贸易出现较大幅度收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在６月发布的最新世界经济展望[２],预测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４．９％,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为

－８．０％.根据世界银行６月发布的预测[３],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增长为 －５．２％,其中发达经济体为

－７０％.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预测[４],２０２０年全

球货物贸易将下降１３％到３２％;全球价值链萎缩难

以避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新出口订单严重萎

缩.２０２０年７月,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
中,新出口订单指数为４８．４,仍然处于５０以下,而
同期新订单指数为５１．７;其中,小型企业的新出口

订单指数仅为４５０,这说明小微企业仍然面临着较

为严峻的出口形势.二是疫情加大了我国外贸企业

的运营成本,影响了企业现金流的稳定,外贸企业面

临的风险明显提升,保外贸市场主体面临着严峻的

挑战.同时,疫情加大了我国外贸企业开拓市场的

难度.疫情极大地冲击了需求,疫情防控政策也加

大了外贸活动顺利开展的难度.三是疫情导致除中

国以外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压力加大,截至

２０２０年７月３０日,相较于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３１日,巴西

雷亚尔、阿根廷比索、俄罗斯卢布和墨西哥比索等新

兴 市 场 货 币 相 较 于 美 元 分 别 贬 值 ２８．６１％、

２０６３％、１６．６９％和１７．５４％,我国出口企业面临的

贸易条件有所恶化.
从中长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也为我国外贸转

型升级带来了机遇.一是尽管海外疫情形势仍然不

容乐观,但我国疫情已得到了较好的全面控制,我国

各项经济活动已经顺利重启.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

制造国之一,我国能够为其他生产活动受到限制、产
品需求存在缺口的国家提供其所需的商品.因此,
我国的海外市场或可借疫情而得到拓展.二是疫情

推动了我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政策,例如海南自贸

区正式成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深化方案推行,
同时,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能顺利

签订,将为我国外贸的高质量发展搭建良好的平台.
三是疫情加速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重塑,间接推

动了“一带一路”倡议等区域合作,我国与亚欧大陆

之间的经贸关联将更加紧密.

１．３　２０２０年下半年我国进出口预测

新冠肺炎疫情在海外的持续蔓延导致全球经济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各国经济重

启时如履薄冰,疫情反弹或将影响重启进程,而各国

财政负担加重也制约了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另一

方面,美国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中美关系面临严峻考

验,美国已全方位加大对我国遏制的力度.在这样

的背景下,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也面临着较大的不确

定性[５].
为了提高对复杂经济系统的预测能力,Wang

等在 TEI＠I方法论中提出了“先分解再集成”的思

想,该思想在经济预测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６,７].
研究表明,基于 TEI＠I方法论建立的模型,其预测

精度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先分解再集成”的思想对

于复杂的时间序列预测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在
不同领域的预测中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８１１].因

此,为了准确研判２０２０年下半年我国进出口形势,
基于多种计量经济模型和系统分析方法建立了进出

口的分解集成预测模型体系[１１,１２],如图１所示.该

模型体系基于“先分解再集成”的思想建立,主要

的预测步骤包括:首先,将我国的进口贸易额和出

口贸易额根据不同的分类进行细化,拆解为详细的

子类型贸易.例如,根据分国别贸易可拆解为我国

对美国、日本、欧盟、东盟和其他国家的贸易;根据

贸易类型可以拆解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类

型贸易;根据贸易产品可以拆分为高新技术产品、
机电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其他产品等.其次,
对于各个子类型贸易,结合数据的特征,综合考虑

主要影响因素,分别构建多种预测模型,包括向量

自回归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模型和短

期/长期神经网络模型等,使用可获得的最新数据

估计模型参数,并预测各个子类型的进口贸易额和

出口贸易额.再次,将各个子类型的预测结果进行

加总,得到基于不同分类依据下的总进口贸易额和

出口贸易额的预测值.最后,将不同分类依据下的

预测值进行有效集成,从而得到对我国进出口的最

终预测值.
基于所建立的进出口分解集成预测 模 型 体

系,在不同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假设下,对
我国进出口进行了预测.其中,在基准情景下,假
设２０２０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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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进出口的分解集成预测模型体系示意图

左右,疫情诱发外部需求稳定增长,美国经济复苏

慢于预期,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按目前履约进

展继续 执 行;在 乐 观 情 景 下,假 设 ２０２０ 年 我 国

GDP增速不低于２．８％,疫情诱发外部需求较快

增长,欧美经济重启顺利,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

议按约定目标履行.基于这两种情景,对２０２０年

进出口的预测如下:
(１)基准情景下,预计２０２０年下半年,我国进

出口总额约为２．５９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７．４１％;
其中出口额约为１．４５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９．０４％;
进口额约为１．１４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５．３０％;贸
易顺差约为０．３１万亿美元.预计２０２０年全年我国

进出口总额约为４．６２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０．９２％;
其中出 口 额 约 为 ２．５５ 万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约

１９４％;进口额约为 ２０７ 万亿美元,同比下降约

０３４％;贸易顺差约为０４７万亿美元.
(２)乐观情景下,预计２０２０年下半年,我国进

出口总额约为２．６３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３５％;其
中出 口 额 约 为 １．４７ 万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约

１０７０％;进口额约为１１７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７８４％;贸易顺差约为０．３０万亿美元.预计２０２０
年全年我国进出口总额约为４．６７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约１．９２％;其中出口额约为２．５７万亿美元,同比增

长约２．７３％;进口额约为２．１０万亿美元,同比增长约

１０４％;贸易顺差约为０．４７万亿美元.

２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影响

２．１　我国产业对外转移面临的危机与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产业外移的影响具有两面

性[１３].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在当前全球疫情持续大

规模爆发的背景下,由于我国较早、较好地控制住疫

情并全面重启经济,因而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的、
生产不确定性最小的经济体之一,也有望成为拉动

今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世界银行在２０２０年６月发布的经济预测结果

都表明,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导致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

负增长,但中国将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

正增长的国家.由于疫情导致全球范围内经济活

动受阻,而中国具备超大规模产业链的完备性和制

造业产能,因此全球抗疫工作的顺利开展仍高度依

赖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为其提供必要的

医疗物资支援,短期来看我国国内产业对外转移缺

乏动能.
从中长期来看,在生产成本上升驱动我国产业

外移的大背景下,疫情进一步加大了我国产业外移

的风险.一是发达经济体出于重塑本国工业竞争力

的考虑,将在高新技术产业的角力中发力,推动原本

离岸布局的高新技术产业链回岸生产.二是疫情促

使美国、日本和欧盟等经济体意识到医疗卫生用品

等关键物资产品自给的重要性,这将推动相关产能

向本土回归.三是本次疫情初期,我国生产的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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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摆对全球生产网络造成的冲击凸显了当前国际供

应链结构存在的潜在风险,为提高国际供应链的稳

定性、可靠性,跨国企业可能会采取多元化布局策

略,将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易于转移的产能从中国

转移至东南亚等经济体,以优化全球供应链格局.
当前,已经有一些政府或企业的行为印证了这一趋

势.例如,２０２０年４月７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

供应链改革的文件,将出资约２４３５亿日元,资助企

业搬回日本或者向东南亚转移,以实现供应链多元

化,重点支持日本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产业和口罩、
呼吸机、消毒液等国民健康相关的产业.由此,当疫

情逐步得到控制后,随着各经济体实行一系列促进

经济恢复的政策措施,全球生产网络将面临重构,特
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和医疗卫生用品等必要物资产

业,将可能出现明显的去全球化的特征,进而带动我

国产业外移.其中,相比一般贸易出口,两头在外的

加工贸易出口在疫情当中受到了更大程度的冲

击[１４,１５].根据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０年１~７
月,以美元计价的我国出口总值同比下降４．１０％,
其中一般贸易出口额仅下降２．６０％,来料加工装配贸

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额则分别大幅下降１５．５０％
和１０．００％.由此可见,加工贸易产能对外转移的可

能性更大、实现时间也将更早,我国应积极应对这一

挑战.

２．２　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重构对我国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国内经济和就业产生了较

大的冲击.在疫情的重压下,美国将加速“制造业回

流”,主导全球价值链重构,并把中国作为“战略上的

竞争对手”进行持续打压,这将对我国产业安全带来

挑战[１６].
短期内,美国将进一步出台技术管制措施打压

我国高科技企业,同时裹挟其盟国抵制我国具有领

先地位的部分高新技术产品或服务,或影响我国高

科技产业的海外布局.为推动制造业回流并遏制我

国经济和科技发展,美国已先后对中兴、华为等中国

高科技公司进行“制裁”,并针对中国高科技企业、研
究机构制定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本次疫情发生以

来,美国加大了对我国高科技公司的打压,例如全方

位切断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华为芯片的全球供应链、
以安全为由禁止 Tiktok等软件的应用,这些都会对

我国企业的海外布局产生重要影响.
中长期来看,随着疫情在美国得到控制,为了推

进经济快速复苏,美国将加速制造业回流、重塑以美

国为主体的生产体系,全球价值链将进一步区域化.

已有研究表明[１７,１８],根据全球价值链(GlobalValue
Chain,GVC)参与度衡量,东亚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

更多表现为区域内贸易,而北美价值链则更多表现

为全球贸易合作.美国产业战略的实施将助推北美

价值链的区域化,全球生产网络将呈现北美价值链、
东亚价值链和欧洲价值链三足鼎立的格局.受此影

响,美国将加速推动中美之间的部分产业链脱钩,并
减弱全球生产网络对中国的依赖.一方面,中美之

间的高新技术产业将部分脱钩,以求在形成新的美

国生产体系的同时,打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高端位

置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受疫情期间防疫物资短缺的

影响,美国会大力发展医疗卫生用品等必要物资产

业链,强化主权经济占比.为促成这一目的,美国可

能会出台一系列直接的投资限制政策或间接管制手

段,阻碍相关新增投资流向中国,并促进现有产能

自中国向外转移,以降低其对我国制造业产能的

依赖.

３　政策建议

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面临的

不确定性,在我国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形势下,也为我

国带来了宝贵的机遇.为更好地降低风险、把握机

遇,短期内稳外贸,中长期助推我国对外贸易和跨境

投资的高质量发展,并以此更好地促进国内经济大

循环,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３．１　以开放促发展,多元并进稳外贸

稳住外贸基本盘对现阶段稳住我国经济基本面

具有重要意义,而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以开放

促改革促发展,是推进实现稳外贸、畅通外循环的重

要途径.我国应以本次疫情为契机,以开放促改革

促发展,为稳外贸提供畅通的渠道.一是以“一带一

路”的高质量建设推进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二

是积极推进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

由化便利化,积极推动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推进中日韩等自贸谈判,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

国际经贸规则.三是以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和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深化为契机,积极探索完善高水平

开放的政策保障机制.四是以数字经济为依托,推
进数字经济技术在全球价值链重塑中的应用,加快

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推进新型服务贸易发展,引
领未来全球经济循环.

３．２　以扶持助纾困,统筹发力畅循环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由于新

冠肺炎病毒的强传染性,在有效的疫苗研发成功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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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接种之前,各国经济活动将可能长期维持在

较低水平,这对我国出口企业将带来严重打击,考
虑到我国出口企业的最大主体为抗风险能力不强

但吸纳了大量就业的民营企业,建议统筹施策,针
对进出口企业出台定向扶持政策,并积极引导出口

企业对内需的支持,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渠

道,打通双循环体系.一是加大对进出口企业的财

税政策扶持力度,落实税费减免、纳税延期等财政

补贴政策.二是为相关进出口企业提供强有力的

金融服务支持,如疫情期间禁止对受疫情影响的民

营进出口企业断贷,采取延长还贷期限、降低贷款

利率以及提供定向贷款等措施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三是深化对民营企业的“放管服”改革,为民营进

出口企业创造更为宽松的发展空间,持续优化口岸

营商环境,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四是充分发

挥互联网平台优势,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进出口贸

易洽谈提供便利.

３．３　以改革育环境,分类施策稳外资

新冠肺炎疫情加大了我国产业外移的压力,也
对我国吸引外资形成了挑战,而稳外资是现阶段稳

住经济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建议持

续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改善营商环境,增强我国商

业环境的便利、公平、稳定、透明、高效与法制,提
高我国贸易环境的吸引力,有效应对产业对外转移

潮,稳定我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对劳动密集

型产业,应推进向低成本地区转移,挖掘中西部具

有贸易潜力的省份,培育良好的投资环境,避免这

些产业被转移到东南亚地区;对高精尖制造业,应
提高对企业自主创新研发的支持,推进核心技术的

国产化,推进产业链升级,以有效培育本土高技术

产业链.

３．４　以科技推升级,行稳致远降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调整,为我国稳

定与发展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机遇.全球

产业链、供应链将在对安全与效率的兼顾和平衡这

一目标的驱动下进行调整,全球价值链重塑将加

速.应积极利用这一契机,以科技为依托,推进我

国产业升级,打造优势产品的区域产业集群,优化

产业链布局,推进供应链升级,助力我国向全球价

值链的高端攀升.一是短期内优化疫情期间货物

进出口流程与商务人员活动,充分利用中国产业完

备性和超大规模优势,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支援全球抗疫与生产恢复,打造“中国制造”的品

牌效应,并借此控制产业链对外转移的速度和全球

生产网络重构的进程,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赢得

时间和空间,避免产业对外转移过程中潜在的产

业空心化风险.二是着眼中长期布局,利用国家

大力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等重要经济区重点培育

５G、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行业建设的机会,吸
引全球优质生产企业,打造优势行业的高端区域

产业链集群,并有效对接日韩、东盟等区域市场,
降低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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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Coronavirus(COVIDＧ１９)pandemichasbroughtsignificantimpactsonChinasinternational
tradeandinvestment．ThispaperanalyzedtheimpactsofCOVIDＧ１９onChinasexportsandimportsfrom
theaspectsofboththetotalamountandthestructures．TheChallengesbroughtaboutbyCOVIDＧ１９on
Chinasforeigntradedevelopmentwerestudiedfromtheperspectivesoftheinternationaldemand,the
foreigntradeagents,andthetermsoftrade．Byintegratingtheeconometricmodelsandthesystemanalysis
method,thispaperforecastedChinasexportsandimportsforthesecondhalfofthe２０２０yearundertwo
scenarios．TheimpactsofthepandemiconChinasindustrytransferintheshorttermandinthelongterm
arediscussed,withtheriskoftheglobalvaluechainrestructuredominatedbyUSprospected．Finally,this
paperproposedsuggestionsforimprovingthenewdevelopmentmode,includingpromotingtheopeningＧup
tostabilizetheinternationaltrade,increasingsubsidiestofacilitatetheeconomiccirculation,advancing
reformstoattract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stimulatingthetechnologydevelopmenttomitigate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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