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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经贸金融合作现状与合作方向

要点

 2016年中德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全球贸易低迷

的背景下，在德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保

持贸易总量、进口、出口额增长，而贸易差额负增长的

伙伴国家。

 同时，中德双边投资差异性变化加剧，在引资和对外投

资走势来看，中国和德国的不均衡性出现扩大.首先，中

德两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国际地位出现一升一降反

向变动；其次,中德双向投资走势分化，2016年成为首个

中国在德并购额超过德国在华并购额的年度。第三，在

金融合作方面，中德合作获得深入推进，《纲领》明确

建立并强化高级别双边交流机制，加强政策协调，给予

金融机构互惠待遇，打击国际避税，以扩大人民币在贸

易、投资领域的使用，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体

系中大发展。

 中德未来深化合作的机遇可以从三大层面来看，一是战

略对接增加合作潜力，二是中德金融领域深化合作为经

济发展带来创新新契机，三是第三方平台的合作为拓宽

中德合作提供更广阔空间。

 把握中德深化合作的机遇，可以从五大方面着手。首先

推动全球贸易复苏性发展；其次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第三加强金融机构在第三方平台的广泛合作，推动经济

转型发展；第四加强绿色金融领域合作；第五在人民币

国际化领域深化合作。

重要声明：本报告中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官方统计机构和市场研究机构已公开的资料，但不保证所载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

性。本报告不代表研究人员所在机构的观点和意见，不构成对阅读者的任何投资建议。本报告（含标识和宣传语）的版

权为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有，仅供内部参阅，未经作者书面许可，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翻版、复

制、刊登、上网、引用或向其他人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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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德经贸金融合作现状与合作方向

2016 年中德经贸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合作

再上新台阶；然而，中德双边投资出现反差、反向性变化。中国和德国，作为

全球第二大和第四大经济体，在全球贸易、投资和经济格局变革的时代，中德

双边关系将继续发挥中欧经贸关系的“领头羊”与“排头兵”作用；中德双边

关系的走势和走向，将对未来两国经济关系，中欧经贸与投资关系，乃至全球

双边合作确立“中德模式”。

一、中德经济金融合作现状

（一）双边贸易取得突破性进展

2016年中国，在继续保持德第五大出口目的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的

同时，首次超过美国、法国、荷兰，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德国对中国

进出口贸易总额达1698.66亿欧元，同比增长4%。其中，德对华出口761.09亿欧

元，增长7%；自华进口935.57亿欧元，增长2%；德方逆差176.48亿欧元，下降

15%。在全球贸易低迷的背景下，在德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中国是唯一一个保持

贸易总量、进口、出口额增长，而贸易差额负增长的伙伴国家（图1）。

图1 2016年德国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变化情况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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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中国商务部数据，在全球贸易连续五年下滑的背景下，尽管中德贸易

也呈现小幅下滑，但是德国是中国在欧洲最大和全球第六大贸易伙伴。根据中

国海关统计，2016 年，中德贸易额为 1512.9 亿美元，同比下降 3.5%。其中，

中方出口 652.1 亿美元，下降 5.7%；进口 860.8 亿美元，下降 1.8%，中方贸易

逆差为 208.7 亿美元。

中对德出口商品主要包括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件、机械器具及零

件、服装及衣着附件、家具、寝具、灯具、织物制品、光学、照相、医疗等设

备及零件等。中自德进口商品主要包括汽车、汽车零件、机械器具及零件、电

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件、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件、航空器、航

天器及其零件、药品等。

（二）双向投资不均衡性加剧

2016 年，在引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中国和德国的不均衡性出现扩大。首

先，两国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国际地位出现反向变动。2016 年全球 FDI 流入量

总体下降 1.55%。德国吸引的 FDI 大幅下降 71.4%，为 95.28 亿美元，在全球引

资榜上从第 13 位跌落至 32 位。中国虽然下降 1.4%，但是在全球引资国排名中

从第四位升至第三位。从对外直接投资来看，中国对外 FDI 大幅增长 43.54%，

至 1831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德国对外 FDI 大幅下降 62.95%，

至 345.57 亿美元，跌出全球前十大对外投资国，位列 11。其次，中德双向投资

走势分化。危机后，尤其是 2011 年以后，中国对外并购的增长，使得欧、美等

国对于技术流失和贸易失衡的担忧有所增长。2016 年中国与德国等欧盟国家投

资的不平衡进一步扩大。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6 年，我对德投资流量为29.4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58.6%，存量达到 88.27 亿美元；德对华新增投资项目 392

个，累计项目总数达 9394 个，我实际使用投资 27.1 亿美元，累计使用 281.8

亿美元。根据《金融时报》发布的研究公司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和柏林

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发布的

报告数据，中欧双向投资失衡在中德双向投资中表现尤为突出。中国在德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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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从 2015 年的 12 亿欧元激增至 110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805 亿），占中国对欧

盟投资的首位，而德国在华并购额为 35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56 亿），这令 2016

年成为首个中国在德并购额超过德国在华并购额的年度。而中国对欧盟投资的

第二位则是英国，2016 年中国对德国和英国的投资占据了中国对欧盟投资的一

半。2016 年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激增 76%，至 351 亿欧元（约合人民币 2569 亿）。

相比之下，欧盟在华并购交易额则连续第二年下滑，降至 77 亿欧元（约合人民

币563亿）。而中国投资者在欧盟的并购支出更是欧盟企业在华并购支出的四倍。

中德以及中欧之间的投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和

限制。数据显示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于高新技术和先进设备制造领域,这

些领域同时也正受到更多、更严格的审查和监管。

（三）金融合作日益深化

自 2014 年中德两国签署《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简称“纲要”），

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成果颇丰。一是，正式启动中德高级别财金对话机制，

中德均由财政部各自牵头，统筹协调两国财金合作,由央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参加

对话，首轮对话已于 2015 年举行。这是类似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高级别双

边交流机制。二是，以 G20 集团内沟通和协调，以共同致力于全球经济和金融

稳定，推进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改革为主要目的，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三是，给予对方银行和金融机构互惠待遇，并就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和监管合作

进行经验交流。四是，签订避免双重征税的相关协议，促进中德贸易和投资关

系，同时打击国际避税。五是，再次明确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作为法兰克福

人民币清算行，并给予德国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配额，推动人民币在国际金

融和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金融领域是经贸和投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

的产物，同时也是推动经贸和投资关系深化的重要渠道，两国在金融领域合作

的深化，对于未来两国合作的深化将开启更为广阔的空间。

二、中德经济金融未来合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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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略对接增加合作潜力

“纲要”实施的深入和细化，为两国在战略高度深化合作提供了顶层设计。

德国“工业 4.0”与“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对接，“容克计划”与“一带一路”

在区域投资再平衡方面的战略呼应，为中德两国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合作提供了更大动力和更大潜力。

作为德国的一项国家战略，工业 4.0 涵盖了传统制造业智能化升级的各个

方面，包括数字经济、物联网、弹性生产等。2015 年，中国提出“中国制造 2025”，

明确了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和基础能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等一系

列战略任务，中国也正有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制造业朝高端、智能、

绿色、服务方向发展，培育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已经颁布实

施。2016 年德国名义 GDP3.49 万亿美元， 工业占比 28.1%。其优势产业机械及

工业设备（28%，排名第一）和汽车（18%，排名第二）共占德企在中国投资的

46%。两国在优势产业的合作，在绿色和农业等领域的合作，具有坚实基础和广

阔前景。

（二）中德金融深化合作为经济发展带来创新新契机

近年来,以人民币国际化为契机，中德金融合作领域不断拓展，在货币互

换、人民币清算与结算、人民币债券发行、人民币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等方面

合作规模迅速增长。以今年 G20峰会为契机，两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有望获

得大力拓展。此外，普惠金融、农村金融、互联网金融等领域是中国近年来金

融发展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同时也是德国具有发展经营和创新优势的领域，

两国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有望在深化金融合作的同时，对两国经济、贸易和投资

的发展提供更可持续的创新动力。

（三）第三方平台的合作为拓宽中德合作提供广阔空间

中德双方是“一带一路”、非洲发展、全球气候应等第三方平台建立和运行

的重要发起者、推动者和建设者，通过在这些重要的地区性、专业性第三方平

台上开展的包括基建、工业发展、能源和气候变化、金融等多领域的合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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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将为两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空间，也为推进地区平衡，推动全球实现更可

持续、更包容性增长提供了更多机遇。

三、中德两国加强合作的建议

（一）推动全球贸易复苏性发展

在全球贸易持续低迷，复苏乏力始终无法恢复至危机前水平的大背景下，

全球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对于全球贸易复

苏和经济稳定增长形成拖累。

首先，中德贸易的突破性发展，对于全球贸易的恢复性增长提供了新动力、

新契机和新模式，对于抵制部分国家“以邻为壑”式单纯强调贸易逆差规模的

论调，提供了有力回应。

其次，在英国脱欧对欧洲以内和以外贸易关系带来变革之际，中德经贸关

系的深化，对于稳定欧洲经贸，引领中欧经贸关系深化提供了基础和契机。

第三，中德是全球贸易大国，其在地区和全球贸易中具有突出的带动和引

领作用，中德经贸持续、稳定的增长，对于全球贸易恢复性增长提供了动力。

（二）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

金融市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稳定在大宗商品

剧烈波动、汇率市场宽幅震荡中不断受到冲击。在全球利率再次进入上行通道

之际，金融稳定再次成为考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试金石。中德在经贸合作、

资本市场合作和政经学跨界合作三大方面，对于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可以大

有作为。

首先，深化中德在“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的合作，推动中

德经贸关系提质增量，化解英国脱欧和美国保护主义政策对欧洲区域一体化的

经济影响，夯实货币的汇率基础，减少外部冲击对汇率波动的影响，推动亚洲、

欧洲区域合作深化和经济稳定增长。

其次，加强中德在资本市场领域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通过中德在双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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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更便利的投资机制、投资产品、金融衍生产品设计，进一步推动两国资

本市场互联互通，为资本在两国市场以及分别以两国市场沟通周边金融市场提

供制度和产品便利，加强中德双边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为稳定全球货币政策收

紧趋势下资本流动异动风险提供市场和机制保障。

第三，进一步通过中德两国央行共同指导下的金融和经济中心，为两国央

行、经济界和学术界提供三方对话平台，通过促进政策对话等来推进双边经济

金融合作，建议在加强金融监管政策协调和一直性、推动 IMF 改革等方面促进

全球金融治理，增进全球金融稳定提供。

（三）加强金融机构在第三方平台的广泛合作，推动经济转型发展

中德在智能制造领域合作基础雄厚，金融合作前景广阔。通过推进“中国

制造 2025”和“德国工业 4.0”战略对接，两国在电气汽车、智能机器人、高

速铁路、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优势有望进一步扩大。建议中德金融机构增强下列

合作。

首先，加强银行间合作，通过组建跨国财团，利用自贸区创新政策，为两

国大型跨国集团、中小企业开展相关领域投资提供资金便利和风险管理。

其次，建立非洲相关基金，一方面化解欧洲难民对非洲潜在影响，另一方

面增强当地基础设施等领域投资和技术合作。

第三，建立并购基金，为中德两国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开展金融、投资

合作，增强中国在德国金融中心本地化运营能力，为以法兰克福等为中心增强

对欧洲金融市场的开拓提供组织和机制支持。

（四）加强绿色金融领域合作

以巴黎气候协定为契机，中德两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

两国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合作有望为两国金融合作开辟新的领域。首先，深化中

德在绿色投资领域的合作，借鉴德国银行业管理经验，增强中国绿色金融水平。

其次，加强中德在绿色债券领域的合作，推动两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与合作。

第三，增进中德两国在银行压力测试领域的合作，为中德两国银行等金融业资

产负债表优化、增强两国经济实现绿色化、包容增长转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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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人民币国际化领域深化合作

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人民币国际化的新动能开始形

成，在贸易和资本双轮驱动下，资本项下的跨境人民币使用增长较快，未来人

民币国际化还会平稳进行。德国在未来欧洲金融中心建设中的核心地位具有战

略意义。两大战略机遇碰撞，有望为中德以及中欧合作提供新的契机。

为把握人民币国际化深入推进为中德合作提供的战略机遇，中德金融创新

建议首先通过推动德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加强贸易结算和支付能力、减少

贸易摩擦，推动双边贸易、投资增长。

其次，随着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在岸外汇衍生品市场的相继开放，中国

债券市场对外开放节奏明显加快，沪港通、深港通及债券通的开通，A股市场在

国际市场的认可度逐渐提高，建议加强人民币债券和证券产品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