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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新常态下中国企业风险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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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该文以全球贸易摩擦为研究背景,梳理了 2018 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对伊朗制裁、美欧贸易争端

等事件;探讨了全球贸易摩擦对中国涉外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尤其是企业心理预期上的负面打击;研究了企业可
能面临的汇率波动风险、财务杠杆风险以及经营风险;最后基于涉外企业突围、金融机构扶持和政府部门合力的角
度提出了贸易摩擦背景下的纾困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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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国“301 调查” 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加
剧,对外贸易争端事件频频发生,美国、中国、伊朗、

1. 2

制裁重启———美伊贸易纷争

2018 年 5 月 8 日, 美 国 正 式 宣 布 退 出 伊 核 协

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牵涉其中,钢铁、铝、石油等

议,并表示准备恢复此前为履行协议而放弃的所有

资源性大宗商品以及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高新技术

对伊朗的制裁,同时施加额外的经济惩罚。 美对伊

商品成为贸易摩擦重点打击对象。 随着全球贸易战

“ 最严厉” 制裁拉开序幕。 之后,在 6 月 4 日起的几

愈演愈烈,贸易摩擦日趋常态化,对中国涉外企业的
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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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逆全球化” 贸易摩擦新常态
大国博弈———中美贸易摩擦

2018 年 3 月 8 日,美国突然宣布将向所有国家

出口至美国的钢材及铝材分别征收 25% 及 10% 的
关税,宣告中美贸易摩擦揭幕。 6 月 15 日,白宫对
中美贸易发表声明,宣布将对约 500 亿美元中国产
品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战升温。 7 月 6 日,美国政府

周内,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官员先后到访欧洲和东
亚 13 个国家,动用外交和经济压力阻止这些国家与
伊朗的贸易往来。 6 月 27 日,伊朗工业、矿业和商
业部长宣布对可以在本国生产 10 大类的 1 339 种
商品实施进口禁令,防止外汇流失以作应对。 美国
对伊朗第一轮制裁于 2018 年 8 月 7 日正式实施,制

裁对象包括黄金贸易、主权债务、外汇、汽车、飞机等
领域。 2018 年 11 月 4 日起,美国将进一步对伊朗
能源、石油贸易和伊朗中央银行的涉外结算业务等
进行制裁。

正式对 34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7 月

1. 3

征 10%关税的商品清单,8 月 1 日又宣布由原 10%

产品进口征收关税,此项政策影响较大的不仅是中

10 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2 000 亿美元商品加
上调至 25%。 8 月 23 日,美国政府正式对 160 亿美
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中国同步对 500 亿美
元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反制。 9 月 18 日,美国公布约

2 000 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税清单,加征税率
10%并于 9 月 24 日生效,2019 年 1 月 1 日起,加征
税率将提升至 25%。 与此同时,中国也同步对 600
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品进行反制。

互相亮剑———欧美贸易争端

2018 年 3 月 8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钢铝

国,还有欧盟。 欧盟的钢铁产量在全球位居第二,仅
次于中国,预计关税涉及欧盟钢铁产业 53 亿欧元和
铝产业 11 亿欧元的出口产品,美国对欧盟成员国的
暂时豁免到 5 月 1 日。 消息宣布后,德国总理默克
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都曾飞往美国谈判,但均未奏
效。 为反制美国加征关税举措,5 月 18 日,欧盟向
世贸组织提交了一份美国产品清单,准备自 6 月 20

日起对从美国进口的价值 33. 4 亿美元大米、玉米和
收稿日期:2018-12-10
作者简介:曹凯杰,科员,硕士,主要从事外汇管理经常项目工
作;许婷,科员,硕士,主要从事征信管理方向工作。

钢材等产品征收 25% 关税,并从 2021 年 3 月起,对
年进口价值 42. 2 亿美元的不同美国产品分别征收

10%至 50% 关税,产品包括珠宝、汽车玻璃、电信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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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等。 5 月 23 日,美国启动进口汽车及配件“232 调

俄罗斯卢布、土耳其里拉等货币相继贬值。 同样,人

2

摩擦持续的背景下,2018 年呈先扬后抑态势,一度

查” ,计划对进口车征收 20%或 25%关税。

2. 1

中国涉外企业负面影响显现
出口企业陷入被动

民币汇率在美元走强、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贸易
贬至 6. 9771 的人民币兑美元价格,贬幅较大且有继
续贬值的趋势。

中美贸易往来总额的不对称性,决定了中国涉

短期来看,人民币贬值能促进出口,企业汇兑收

外企业在贸易摩擦下的被动地位,全球化贸易摩擦

益增加,利润相应提升,并随利润空间的释放带来出

更是恶化了中国涉外企业外部营商环境。 行业龙头

口市场的主动权,获取更多出口订单。 但在实务中,

企业受影响大,涉税龙头企业出口总额高,出口利润

由于中国出口企业竞争力依旧偏弱,竞争市场很快

缩水严重,企业不得不加快并购投资进程,为全球化

就会将汇率波动带来的红利抹平,海外进口商会要

战略部署提速;对美出口集中企业面临生存挑战,企

求根据汇率波动重新进行价格谈判。 对于进口企业

业出口利润大幅下降,甚至失去出口市场;对伊出口

而言,人民币贬值造成的汇兑损失将导致企业财务

企业收汇受阻,昆仑银行停止接受伊朗付款业务,迫

费用增加,进口企业缺乏价格谈判能力而由此承受

使中国对伊出口企业不得不放弃伊朗市场。

人民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2. 2

进口企业连带影响

长期而言,汇率波动倒逼企业形成汇率风险应

自美进口企业受到中方合计 1 100 亿美元反制

对机制,要求企业进一步加强汇率风险管理。 涉外

清单影响,导致企业自美原材料、设备等商品进口成

企业通过锁汇、远期结汇等方式购买银行汇率避险

本大大提高,企业短时间内存在进口市场替代困难,

产品,对冲汇率波动风险,该措施会增加企业财务费

不得不提高产成品价格,相关产品的上、下游企业也

用,压缩企业利润。 此外,汇率持续大幅波动致使涉

将受到由于客户或供应商因关税引起产成品价格提

外企业不敢贸然与外商客户签订大额订单合同,企

升所带来的连锁反应。

业订单周期缩短,签约频率增加,存在客户稳定性风

2. 3

险。

涉外企业心理防线受到冲击
目前,贸易摩擦对中国涉外企业的心理预期影

响大于实质性影响。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8

3. 2

财务杠杆风险
在债务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影响下,涉外企业面

年 1 - 5 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 13%,对美出口增

临经营效益下滑困境,进而可能面临银行抽压贷款

出口增长 12. 3%,贸易摩擦对中国出口负面影响尚

在大面积客户流失、订单骤降、经营利润急剧下降,

不显著,但涉外企业悲观情绪严重,一是担心中美贸

甚至面临亏损的风险。 此时银行触发风控条款,在

易摩擦形成示范效应,引来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未到协议还款期的情况下提前收汇贷款,以及延迟

的效仿;二是对美出口集中度较高的涉外企业在中

发放贷款给企业的行为,无疑是雪上加霜。 此外,企

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加征关税消耗了企业大部分毛

业经营的关键在于维持资金链稳定,当企业留存的

利润,企业担心短时间内难以找到像美国一样需求

各类资金和年内各项现金流入不足以覆盖应偿还的

大、信用好的市场;三是涉外企业担心贸易摩擦长期

贷款本息时,企业会面临违约风险。 而贸易摩擦不

持续,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带

利于企业维持资金链的稳定,加剧了涉外企业违约

来了巨大困难,企业不得不收缩境外业务,审慎经

风险。

长 12. 3%,6 - 8 月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 11%,对美

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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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尤其是初创型中小企业,在贸易摩擦冲击下存

在融资方面,合资企业面临外方股东撤资风险,

企业风险研究
汇率波动风险

以中美合资企业为例,企业本身对美出口集中度就
比较高,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较大,出口利润率下降
显著,该类企业可能会面临美方股东撤资风险。 此

在美联储加息、缩表以及减税方案的推动下,美

外,在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下,中国涉外企业境外融资

元汇率一改年初贬值态势持续走高。 受美元走强、

难度也会有所提高,涉外中资企业外贸环境恶化和

贸易摩擦频发的影响,新兴国家货币市场遭遇动荡,

经营效益滑坡,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会有所下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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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融资成本上升风险。

策风险的同时,还需面对美国商务部门原产地合规

3. 3

性的追查。

企业经营风险
在营商环境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将直接导致中

国涉外企业营商环境恶化,企业开拓稳定、高信誉的
国际市场难度增大,原有客户违约风险上升。 昆仑
银行 2018 年 11 月 1 日起停止接受伊朗向中国支付
的人民币款项,意味着中国对伊出口企业将难以收

4

纾困对策研究

4. 1

4. 1. 1

涉外企业“ 内外兼修” ,寻求贸易突围
认清态势,合理预期,不断提升“ 内部修养”

首先,企业要认识到贸易摩擦已然成为新常态,

回货款,企业可能蒙受坏账损失。 银行对贸易摩擦

必须要密切关注全球政经新动态,保持合理预期,动

涉及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东地区的相关业务风险

态部署应急机制。 如 2018 年 5 月美国重启对伊制

把控也更为严格。 此外,由于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

裁,中国在伊朗的投资和贸易的企业就应该根据制

弱势地位,中国涉外企业客户议价能力略显不足,存

裁动态,迅速反应,采取防御型经营策略,合规出口

在客户流失风险。

并采取必要措施收尾相关交易,以减少企业损失。

在进出口方面,全球贸易摩擦势必对涉外企业

其次,涉外企业要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进出口业务造成负面影响,企业需采取相应措施。

地位,提高防风险能力。 既要提高生产经营能力,提

目前涉外企业广泛采用的措施包括寻找替代市场和

升产品质量,压缩生产成本,使得产品更具有竞争

改变原产地的转口贸易两种。 一种是寻找替代市

力,同时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的不可替代性,破

场,其中进出口集中度高的企业最为迫切,但该措施

局对国外技术和产品的依赖。 又要加强外汇风险管

短时间内存在市场匹配度、个性化订单、客户商谈成

理能力,不断总结外贸经验,合理选择结算币种、优

本、磨合时间成本等问题。 此外,由于中国主要出口

化货币资产负债状况、增加合同保值条款等方式来

商品在其他几大出口国的进口额所占比重已经非常

降低经营风险。 同时,也要善于灵活运用远期、期权

高,寻找美国市场的替代市场也十分困难,以对美出

等金融衍生工具来抵御外汇风险。

口量最大的电子机械与设备为例,日本从中国进口

4. 1. 2

已占其全部进口的 49. 6%,韩国占 40. 7%,德国占

开辟市场,转嫁风险,充分发挥“ 外部合力”

一是布局多元化市场,寻找替代产品。 以中美

23%,英国占 22. 7%,想要依靠这些国家来消化更多

贸易摩擦为例,中国企业面临最大的风险是对美出

的中国进口商品难度较大,而非主要贸易国市场的

口市场的依赖以及自美进口商品的低替代性。 因

自身需求又相对有限。 另一种是改变原产地的转口

此,企业应积极开拓国内市场,稳步布局新兴市场和

贸易,企业将产品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经加工直

“ 一带一路” 国家市场,分散化投资经营,降低对美

接运往消费国,表面上改变了原产地信息,可以达到

出口集中度,在狭小的替代市场提升空间中实现多

规避关税目的。 但在实务中,不当的改变原产地的

元化布局。 同时,企业也要积极开发及寻求替代品,

转口贸易会受到美国政府关注与调查,企业会面临

破局对部分美国产品的依赖。 企业可以积极开展海

补缴关税、罚金等处罚的风险。

外并购,特别是关键技术核心领域的并购,实现技术

在对外投资方面,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中国涉
外企业对外投资环境不确定性也有所增加,中资企

和贸易的“ 双突围” 。

二是开展进出口投保,转嫁贸易风险。 企业可

业对外投资将进一步受限,尤其是高科技和涉及敏

以针对关税风险,向中国出口信用保证保险公司购

感技术的企业,跨国经营会受到更多限制。 中资企

买保险。 一旦有进口商因关税提高而拒收货物,出

业在收购具备核心关键技术的境外企业时,也会受

口企业可以获得中信保的赔偿。 同时也建议中信保

到美国当局更加严格的审查。 此外,涉外中资企业

公司充分发挥政策性保险作用,在充分调研基础上

对外投资建厂转产,从而规避关税的方式也受到美

开发具有地区针对性的产品,为企业开拓市场保驾

国普惠制原产地规则限制 ,企业在面临投产国政

护航。

①

①

美国普惠制原产地规则要求企业在普惠制收益国完成加工的直接成本和原材料成本,需要占货物应税价值的 35%以上,财务费用、销售费

用、管理费用不算为直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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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加强企业间协作,发挥行业力量。 由于多

合通过各相关部门联合制定利好政策,稳定市场预

数中小企业不熟悉美国法律,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

期,提振企业信心。 建议海关部门提高检验检疫和

全球贸易摩擦冲击。 建议相关行业协会组织牵头,

通关审批效率,提高企业发货速度。 税务部门在政

及时评估和预警贸易摩擦风险,引导企业形成合力

策框架内合理降低企业税负,让企业获得发展动力

与美国商务部门申诉抗辩,并积极与进口商开展价

和活力,比如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力度、降低或者取

格协谈。

消中间品关税等。 商务部门加强排查加税商品的出

4. 2

口履约情况,加大企业在海外申诉活动的培训和经

金融机构加大扶持,提振企业信心
当前贸易摩擦新常态下,企业盈利能力减弱,更

费支持力度。 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扶

多的是希望能降低融资成本和债务压力。 在货币市

持与保护,助力企业克服对国外高新技术产品的刚

场上,建议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多部门从货币政策、监

性依赖。 金融部门能够进一步让利,降低融资成本

管考核等方面,针对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业的信

和锁汇成本。 对于国家而言,要积极推动多边合作,

贷投放支持力度提出具体措施。 金融机构要创新金

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要坚定不移继续扩大开放,维

融产品服务中小企业,为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 如

护全球多边贸易,保护中国涉外企业进出口方面的

运用供应链金融、发行纾困专项公司债券,缓解中小

合法权益。

企业融资困境。 只有融资成本下降,总体生产成本
下降,企业才能更加有信心应对常态化的全球贸易
摩擦。 同时,金融机构要加大金融服务科技创新型
企业的力度,引导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不断提升自身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增强企业对抗贸易摩擦的
能力。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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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rade friction, this paper has sorted out Sino US trade friction, US sanctions

against Iran, trade disputes between USA and Europe since 2018. Then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global trade fric-

tions on foreign -related enterprises in China, especially on their expectations are explored in depth. Moreover,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risks of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financial leverage and operational
risks. In the end, tentativ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foreign - related enterprises to bail out, such as relying
on innate capacities, appealing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upport,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as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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