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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
林雄弟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加入ＷＴＯ，双方自由贸易协议的签
定，使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更是突飞猛进，发展前景非常乐观，但是也应看到在中国和东盟贸易中，既存在互补的
一面，也存在竞争的一面，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同时中国与东盟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中国与东盟应该采取
措施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双方贸易互补的一面得到扩大，同时使双方贸易竞争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消除。
从而使双边贸易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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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底，朱镕基总理与东盟领导人一致同意

在东盟１０国中，老东盟６国在对华贸易中一直

在十年内设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随后，中国

占有绝对的份额，对华贸易在东盟对华贸易中的比

与东盟就自由贸易区达成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贸

重超过９０％，其中中国从东盟６国进口比重超过出

易驶入快车道。

口比重，东盟６国对中国贸易顺差。在东盟新６国

ｌ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回顾、现状

中，越南对华贸易是新成员中最高的，对中国的进口
与菲律宾不相上下。在老东盟６国中，新加坡、马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东盟贸易发展迅速，１９９３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突破１００亿美元，达到１０６．７９

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一直都是对华贸易的主力，
新、马两国更是占到了对华贸易总额的一半。

亿美元，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１９９３到２００１年中国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在对东盟贸易中一直处于

与东盟之间的贸易以年均１７．４％的速度增长，２００１

逆差地位。而且从１９９５年开始逆差幅度不断增大，

年双边贸易额达到３８４．８８亿美元。２００２年以来，

２００２年，中国与东盟十国的贸易逆差更是达到创纪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启

录的２００亿美元。

动，双边贸易增长速度更是突破３０％的界限，２００２
年中国与东盟贸易额为５４７．７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目前，中国与东盟双方的主要贸易伙伴基本相
同，在对第三国的贸易关系中存在竞争关系。

３１．７％，东盟成为中国２００２年增长最快的海外市
场，对当年中国贸易增长贡献显著。２００３年，中国
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历史性的超过７８０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了４３％，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提
升到９．２％，东盟已连续１１年成为中国的第五大贸
易伙伴。２００４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首次突破
１

０００亿美元，达到创纪录的１ ０５８．８亿美元，提前

一年实现了双方领导人达成的２００５年双方贸易达
到１ ０００亿美元的目标，中国牢固地确立了自己作
为东盟第五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２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分析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东盟国家出现了不同的

产业梯次。第一级是以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和服务
贸易出口为主的新加坡；第二级是以熟练技能劳动
密集型商品出口为主的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
尼；第三级是只有工资低廉但劳动技能简单的劳动
力优势的东盟新四国。文莱比较特殊，归人第一级。
中国与东盟贸易分析也围绕这三级展开。在国际贸
易中，古典贸易理论认为：比较优势源于各国劳动生
产率的差异，比较优势的含义是劳动的比较成本；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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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形式上的差异，比较优势的含义是总要素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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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成本。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强调比较优势的先天性

而文莱有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同时，文莱国小人

和静态性。新贸易理论强调比较优势可以后天创

少，产业不健全，中国企业具有优势的出口产品如家

造，因而比较优势具有动态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

电、电子产品和零配件、化工设备和产品、电力设备、

可以把业已存在的比较优势分为禀赋型比较优势

农机、农药、建筑材料、药品、棉纺织品和针织品、服

（先天性的）和获得型比较优势（后天性的）两大类。

装原料在文莱都有市场。

在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中，中国的比较优势倾向于获

总之，新加坡、文莱国小人少，早已迈人世界富

得型比较优势，如中国劳动密集性产品在国际市场

裕国家和地区行列，双方贸易中，贸易互补远远强于

的比较优势；东盟的比较优势倾向于禀赋型比较优

贸易竞争。

势，如东盟以热带农产品为主的资源禀赋型产品在

２．２

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与东盟在双边贸

２．２．１

易中如何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为本国谋取最大的利

中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贸易分析
中国与菲律宾贸易分析

互补：菲律宾面积２９．９４万平方公里，人Ｅｌ

益成为双方贸易中的主要问题。由于东盟由十国组

８

成，各国国情不同，存在各自的比较优势，在中国与

美元，增长４１．５％，其中，中国进口９０．５９亿美元，

东盟贸易中存在各种不同的情况。

增长４３．６％，出口４２．６９亿美元，增长３８．０％。中

中国与新加坡、文莱贸易分析

２．１
２．１．１

中国与新加坡贸易分析

０００万。２００４年，中菲双边贸易额达到１３３．２８亿

菲双边贸易的迅猛发展证明了双方贸易的互补性。
目前，中国的水果加工企业、制药企业、电力设备企

互补：新加坡面积６８２．３平方公里，人口４１３

业在菲市场前景广阔，而菲律宾铜、铝、镍、金、银等

万。目前已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行列。其经

矿产资源丰富，在半导体等一些高科技领域具有优

济以服务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而中国以

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中新双方贸易互补性很强，新

竞争：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产业雷同，又都

加坡有技术、资金、管理优势，而中国具有资源、市

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双方在对第三国的贸

场、成本优势。２００４年双边贸易额达到２６６，４亿美

易中存在竞争，如近年来电子产品在美日市场上的

元，其中中国从新加坡进口１３９．９７亿美元，增长

争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由于双方在国际市场

３３．５％；出口１２６．８７亿美元，增长４３．１％。目前新

上的比较优势，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估计在未来相

加坡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是新加坡第

当长的时间内，这种趋势都将存在。

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占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四

２．２．２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分析

分之一，以工业制品为主，双方进出口结构十分优

互补：马来西亚面积３２．９７万平方公里，人口

化。在双边贸易中，以电子产品为主的具有附加值

２

３２６万。２００４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贸易为２６２．６１

的机电产品互有进出，其他产品如成品油、化工产品

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１８１．７亿美元，增长２９．

也体现出较强的互补性。

９％，出口８０．８７亿美元，增长３１．７％。目前中马贸

竞争：新加坡以制造业为主体，着重发展资本密

易额接近中新双边贸易额，占到中国与东盟贸易的

集型高技术产业，而中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

四分之一。中国已成为马来西亚的第四大贸易伙

电子产业为主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在

伴。目前，中国基础工业、高科技产业、家电加工业、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与新加坡展开了激烈的争

棕油加工业在马来西亚都有一定的市场，同时马来

夺，在电子产品方面尤为突出。

西亚的橡胶、棕油、胡椒、可可和热带水果在中国也

２．１．２中国与文莱贸易分析

有一定的市场。双方的贸易具有互补性。

文莱面积５ ７５６平方公里，人Ｅｌ约３５万。国小

竞争：东盟（尤其是新加坡）、美国、日本、欧盟

民少，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文莱对外贸易

等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贸易伙伴，其中新、美、日占马

主要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２００４年中国与文莱

来西亚对外贸易的一半、而美、日也是中国最重要的

贸易额为２．９９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２．５１亿美

贸易伙伴，双方在发达国家市场由于产业相似竞争

元，出口０．４８亿美元。中国与文莱贸易互补性强，

激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前以劳动密集型产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能源进口国。

业为主，近年来，以电子产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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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产业发展迅速，在西方国家市场竞争升温。不过，

初级产品，在发达国家市场上与中国正面交锋程度

马来西亚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渐退出劳动密

有所下降，而为扭转出口过度依赖美日的局面，它们

集型产业这个领域。

大力发展与中国的贸易，使出口市场多元化，保持经

２．２．３中国与泰国的贸易分析
互补：泰国面积５１．３万平方公里，人口６

济的稳定性。中国与这四个国家的贸易由以竞争为
２００

主转向竞争与互补并存。

万。２００４年中泰双边贸易额达到１７３．４３亿美元，

２．３

中国与东盟新四国的贸易分析

增长３７％，其中，中国进口１１５．４２亿美元，增长

２．３．１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分析
０００

３０．８％，出ＩＺｌ５８．０２亿美元，增长５１．６％。当前，中国

互补：越南面积３２．９万平方公里，人口近８

商品大量涌向泰国市场，由于物美价廉，深受泰国消

万，２００４年，中越贸易额为６７．４３亿美元，增长

费者欢迎。另外中国的水电、玩具、机床、中医中药

４５．３％，其中中国进１：：１２４．８３亿美元，增－Ｋ７０．４％，出

在泰国具有很好的前景，而泰国的半导体、汽车零配

口４２．６１亿美元，增长３３．９％。当前，中国涉农企

件、橡胶等热带农产品在中国同样前景广阔。’

业、家电企业、制药企业、钢材企业、制衣企业、制鞋

竞争：双方制造业的一些领域存在竞争，在发达

企业、电力设备企业在越南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国家市场上，两国产品往往直接碰面，争夺市场份

中国与越南贸易互补性强，中国已成为越南第三大

额，如中泰两国对美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份额的

贸易伙伴和最大进口来源地。

争夺。
２．２．４中国与印尼贸易分析

竞争：目前，原油、成衣、鞋类、水产品为越南四
大主要出口产品。２００３年以来，纺织品、越南成衣

互补：印尼面积１９０．４万平方公里，人口２．１

出口较快，主要是对美国出口大幅增长，而纺织品和

亿。２００４年中国与印尼贸易额达到１３４．８亿美元，

鞋类历来是中国大宗出口商品，中国与越南纺织品

其中中国进口７２．２４亿美元，增长２５．７％，出口

和鞋类在发达国家市场相互竞争，而且随着越南工

６２．５７亿美元，增长３１．８％。作为世界第四人口

业化的深入，竞争将趋于激烈。

－大国，印尼市场容量较大，自然资源丰富、许多原材
料都是中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印尼油气资源丰

２．３．２中国与老挝的贸易分析
老挝面积２３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５１０万。２００４

富，向印尼进口石油、天然气可使中国能源供应市场

年，中老双边贸易额１．１４亿美元，其中中国进口

多元化，另外中国还可以进口印尼的木材资源、橡

０．１３亿美元，出口１．０１亿美元。老挝市场不大，但中

胶、棕油。同时印尼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平较低，

国向老挝出口的商品种类繁多，产品包括从日常生

相当多的工业制成品依赖进口，而中国拥有比较完

活的服装、鞋袜、塑料制品、洗涤用品、妇女用品、厨

善的工业体系，科技水平较高，中国的机械、电子、车

房用品到生产用的建材产品、机械设备、农机产品、

辆、船舶、化工、烟草、服装、棉花、塑料、药品及医疗

电力设备等等。中国初级工业产品在老挝有着全面

器械、通信器材等产品和成套设备，十分适合印尼市

的发展空间。另外中国从老挝主要进口木材。

场需求。

２．３．３中国与柬埔寨的贸易分析

竞争：印尼和中国同为人口大国，在人均ＧＤＰ

柬埔寨，面积１８．１万平方公里，人口１ １４３万。

方面非常接近，双方劳动力成本都非常低廉，都拥有

２００４年，中柬双边贸易额达到４．８２亿美元，其中中

丰富的自然资源，都处于工业化过程中，都利用各自

国进口０．３亿美元，出口４．５３亿美元。近年来柬埔

的比较优势建立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具有强

寨虽然工业有较快发展，但基础薄弱，门类单调，大

大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双方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可

多数机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８０％的原材料及产成

想而知，并将持续一段时间。

品靠进口。这对中国来说是个潜在的市场。另外中

总之，上述四国都处于工业化阶段，总体发展水
平与中国相近，双方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又都以发达

国也可以从柬进口原料、资源、农产品。
２．３．４中国与缅甸的贸易分析

国家为主要出口市场，在对第三国贸易中存在竞争。

缅甸，面积６７．６万平方公里，人口约５ ２００万。

不过，近年来，菲、马、泰大力发展以发达国家为主要

２００４年，中缅贸易额为１１．４６亿美元，其中中国进

市场的电子、半导体产业，印尼利用其资源优势出口

口２．０７亿美元，出口９．３９亿美元。缅甸经济发展

６２

林雄弟：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

水平尚低，工业生产落后，大量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东盟的关系，视东盟为

需要进口。现缅甸大量需要中国的商品，大到机械

中国全方位外交重要的一环。东盟也越来越重视与

设备、汽车、摩托车、电机、化工产品、仪器仪表，小到

中国的关系。将中国与日韩一起列为优先对话伙

日用百货、服装、药品、家用电器、小五金制品、化妆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东盟更加看好中国，希望

品、食品、饮料。而中国也可以进口缅甸丰富的矿产

借助中国的力量，实现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国机遇

和木材资源。

论、搭中国经济顺风车已成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主

总之，东盟新四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以农业为

流看法。这些为双方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

主，而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双方贸易存在很强的

再次，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是双方贸

互补。

易发展的催化剂。据估测，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国家

２．４中国与东盟贸易宏观上的分析

对中国的出口可以增长４０％，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可

（１）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具有贸易创造效应，

增长５５％，由于经济结构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性，

表现在双方国内生产的产品被对方生产成本较低的

双方在合作过程中也会伴随着激烈的竞争，但可以

产品所取代，扩大了生产和生产赢利，提高了资源配

乐观地预测，随着双方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规模

置效应。

经济效应、竞争刺激效应和投资刺激效应将同时生

（２）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能促进基于生产要素

效，最终有利于双方经济的有效整合。

自由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优化配置，在优势互补的产

最后，中国与东盟发展贸易存在地缘上、人缘上

品上产生贸易效应，形成提高双方经济利益的巨大

的优势。中国与东盟地理上接近，发展贸易自然条

动力。

件得天独厚。在文化上又都受到儒家文明的影响，

（３）中国与东盟贸易竞争并不一定是不利于中
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相反增大了自由贸易
区的正的生产效应，也进一步给成员国带来贸易创

同时东盟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华人聚居区，这些都为
双方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４

造效应，带动了双方贸易的发展。

结论

（４）通过对双方生产价格的比较与世界价格的

总之，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的发展应努力使双

比较以及双方与世界的贸易结构的分析说明中国与

方贸易互补的领域得到挖掘，同时通过优势互补和

东盟国家贸易创造的空间增大，同时对第三方市场

结构调整减少双方竞争的领域；使中国与东盟的贸

的贸易额会有所下降，但贸易转移并不居于主导地

易合作进一步加深并更为紧密，从而带动双方ＧＤＰ

位。

的增长，使双方的经济发展达到共建共赢，加速东亚

３

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前景

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

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中国与东盟贸易存在广
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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