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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将低速增长

“标准竞争”助力中国弯道超车

要点

 危机后，全球贸易（WT）大幅波动，WT 增速连续三年低

于全球经济增速，货物贸易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

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首次。

 过去三年，WT 下滑呈现四大主要特征：一是，WT 始终没

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二是，WT、全球投资与经济增长

之间的动能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三是，WT 区域结

构发生变化，新的贸易增长区域尚不稳定；四是，信息

通讯技术（ICT）加速全球价值链解构与重构。

 未来三年，WT 年均增速有望止跌回升，但将维持低速增

长，其主要原因包括：一是，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等短期

因素或将反转；二是，经济增长持续回升为贸易增长提

供长期需求动力；三是，结构性因素逐渐调整到位，贸

易长期增长新基础逐步建立；四是，地缘政治风险和汇

率风险走高将是未来 WT 增长承压的重要因素。

 在新技术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在全球经济、

贸易和投资格局重构期，各国经济增长的竞争犹如“弯

道赛车”。由此，首先贸易低速增长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

“延长”全球经济竞争的弯道。其次，贸易低速增长的

最大风险是非经济理性。为此，要把握贸易低速增长的

机遇、应对相应风险，应更多依赖国际通行做法，强化

标准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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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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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贸易将低速增长

“标准竞争”助力中国弯道超车

危机前后，全球贸易增速在波动中出现大幅度翻转，危机前近 30 年持续保

持几倍于全球经济增速的贸易增长，在 2008 年危机后的 8年中，有五年低于全

球经济增速。过去三年，在全球经济复苏渐稳的背景下，全球贸易经过 2015 年

再次大幅下跌后，于今年以来展现增速回升的迹象。危机后，全球贸易持续低

迷期，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发生根本性变革，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

点，在 2017 及随后三年中，将呈现出改变、强化和延续的差异化走势。以下将

在概览危机前后全球贸易走势变化的基础上，对近年来全球贸易呈现的新特点

进行分析，同时对未来三年推动全球贸易新特征走势分化，在增长中维持低速

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

一、危机后全球贸易持续低迷 波动中孕育新特征

图 1 2006 年至今全球贸易和 GDP 占比与增长率变化

数据来源：UNCTAD。

全球贸易下滑之势逆转、小幅回升。危机后，全球贸易大幅波动（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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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和 2011 年连续两年反弹之后，全球贸易增长率连续三年低于全球经济增

速，货物贸易连续五年低于全球经济增速，是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首次。过

去三年全球贸易经历大幅下跌后，开始出现反弹：2015 年、2016 年全球贸易负

增长 11%和 2%，2017 年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同比增长 4.2%，是自 2011 年第

三季度以来的最快季度增速。2017 年全球贸易再现增长态势，预计重回升途，

增长 1.8%—3.1%。过去三年全球贸易下滑的主要特征如下。

首先，全球贸易和投资始终没有恢复到危机前水平。2016 年全球贸易负增

长 2%，是危机后第三次负增长，但是比较于 2009 年和 2015 年超过 10%的两位

数负增长，下跌幅度大幅缩小。目前来看，全球贸易不论是从贸易额来看，还

是增长率来看，都没有恢复至危机前的峰值水平。危机后，全球贸易持续低迷，

一方面是下列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即全球经济增长复苏持续不稳、大宗

商品价格一度低迷、全球主要货币币值大幅波动和地缘政治风险此起彼伏等。

另一方面，伴随着全球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渐稳，贸易增速持续低于经济增速，

与下列三方面因素有关。

其次，全球贸易、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能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

FDI 的经济增长贡献更趋突出。这种进行中的变革，一方面导致全球贸易和投资

呈现出“复苏缓慢、增长不稳”的迹象，另一方面也加重了全球经济和贸易稳

定复苏的压力。

表 1 危机前后全球贸易增速和占比变化

单位：%

经济体/区域 2007 2009 2015 2016

增速 占比 区域 增速 占比 区域 增速 占比 区域 增速 占比

转型经济体 20.99 3.5 - -32.54 3.49 - -11.61 3.03 - -3.78 2.64

发展中国家 17.72 35.4 - -19.05 37.03 - -28.76 41.54 - -14.62 40.79

发达国家 15.80 61.1 - -19.61 59.48 - -10.08 55.43 - 0.01 56.57

新兴经济体 18.32 36.4 - -20.27 37.80 - -12.30 42.09 - -4.51 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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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

速

最

快

中亚 32.22 0.5 东非 -9.13 0.25

大洋

洲

-1.7 0.08 南亚 4.35 2.96

南亚 23.31 2.3 南亚 -13.06 2.60 中美 -2.96 2.29 美国 3.00 13.02

北非 20.14 1.2 东南亚 -15.42 6.27 东亚 -5.87 18.88

大洋

洲 a

2.50 1.42

增

速

最

慢

加勒比 6.38 0.4 中非 -34.14 0.49 中非 -38.85 0.35 中非 -11.75 0.32

中美洲 9.52 2.0 北非 -31.42 1.16 西非 -28.00 0.47 西非 -11.34 0.42

亚洲 a 10.55 5.1 西亚 -27.27 5.11 北非 -27.10 0.67 西亚 -9.8 4.88

注释：a 发达国家,增速最快与最慢的区域中，没有标明的是发展中国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 UNCTAD 贸易数据自行计算。

第三，全球贸易区域结构发生变化，新的贸易增长区域尚不稳定。危机后，

全球贸易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其中两个地区保持了相对稳定：亚洲地区始终是

全球贸易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区域，而非洲，尤其是中非和北非仍然是全球贸易

增长的困难地区（表 1）。近年来，全球贸易区域结构变化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

方面：其一，四大类经济体中（发达、发展中、转型和新兴），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对全球贸易的作用发生易位，在 2009 年全球贸易普跌的情况下，发展中

国家贸易下降幅度相对最小，即下跌 19.05%；在 2015 年危机后贸易再次出现全

面下跌的情况下，发达国家下降幅度相对最小，即下跌 10.08%。2016 年全球贸

易下跌幅度大幅收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成为唯一正增长的区域，增长 0.01%，

而发展中国家成为负增长最大的区域，贸易下跌 14.62%。其二，从全球主要区

域来看，南亚日益成为全球贸易增长的新热土，而中非和北非的贸易地位却大

幅下降，从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长的前三甲，变成危机后两次贸易大幅下跌的前

三甲。其三，非洲是唯一贸易不平衡加剧的区域。危机后，全球各区域贸易都

处于波动之中，然而其他区域的贸易不平衡正在缩小，而非洲内部的贸易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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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却在增加。

第四，信息通讯技术（ICT）加速全球价值链解构与重构。金融危机前 30

年，全球贸易以平均两位数的增长，持续高于全球经济增速，其对全球经济的

巨大推动作用，在于细化分工，形成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合作格局。过去

几年，全球 ICT 发展迅猛，运营和成产成本大幅下降，网络及网络+运营模式带

来传统销售、生产、流通模式变革，原有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格局开始解

构。同时，危机前，一方面以贸易发展起来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

工业化进程得到推动，工业技术水平能力大幅提高，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开

始下降，这在危机后贸易下滑阶段更加明显，对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意愿和能力

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危机后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再工业化战略的推行，本

地生产出现增长，也推动现有全球价值链结构。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速、贸易和

投资的回暖，各国围绕 ICT 发展的竞争，有望推动全球价值链形成新格局。

二、未来三年全球贸易将低速增长 2018 年后或突破危机前水平

未来三年，全球贸易年均增速有望止跌回升，达到 3.9%。以此增速预测，

2018 年后有望回升至危机前水平。但是相较于危机前全球贸易增速，以及未来

三年全球经济增速，未来三年全球贸易仍将维持低速增长，原因主要有四。

首先，短期因素将出现反转性变化。过去三年，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是全球

贸易，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贸易大幅波动的重要原因。2015 年大宗商品价格下

跌是全球贸易下滑的重要推手，2016 年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升又是全球贸易下

滑幅度缩小的重要推力，也是 2017 年及随后三年大宗商品价格在波动中延续增

长态势的重要因素。未来三年，原油价格有望从 50-55 区间上升 10%-20%至 60-65

区间。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加息缩表累计幅度大增的情况下，非理性贸易保

护主义和美元升值压力有望缓解，贸易额有望突破名义价格因素波动影响，实

现贸易额与贸易规模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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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全球 CRB 指数走势图

资料来源：wind。

第二，从需求端来看，经济增长持续回升为贸易增长提供长期动力。波罗

的海干散货指数（BDI）结束过去三年的低位徘徊，2017 年以后突破 1000 点，

并在第三季度大幅上升接近 2014 年高点。与此增长预期相吻合，全球贸易先行

指数 CRB 指数（图 2）从 2017 年开始,上升态势逐渐走稳。与全球贸易增长相互

促进，根据 IMF 预测，全球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有望在 2018 年

底前全面企稳，形成未来三年贸易增长的可持续动力。

第三，结构性因素逐渐调整到位，推动全球贸易格局变动，贸易长期增长

新基础正在逐步建立。过去三年，全球经济不稳定复苏，导致发达国家贸易下

滑，也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经济体贸易结构开始转型。中国等转型经济体

高外贸依存型经济发展模式已出现根本性变革，贸易替代型内生需求导致过去

两年对外贸易下滑，新兴经济体贸易下滑占全球贸易下跌的比重从 2009 年 1/3

增长为 2015 年 50%以上。未来三年，伴随着更多新兴经济体贸易结构调整到位，

相关区域贸易增长将成为新的全球贸易增长极，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对

全球贸易的贡献有望重新回到 50%以上。

第四，地缘政治风险和汇率风险将是未来全球贸易增长承压的重要因素。

过去三年需求压抑掩盖的地缘风险，伴随着全球经济增长走稳，全球需求将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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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地缘风险对经济增长和贸易的抑制作用将凸显出来。同时，民粹主义和贸

易保护主义催化的区域竞争，将成为未来三年全球贸易增长的另一大不稳定因

素。此外，与上述两大因素密切相关的是，汇率波动带来的贸易抑制作用，将

进一步放大地缘风险对贸易增长的压力。这些因素综合作用，成为未来全球贸

易增速回升的重要压力。

三、未来贸易低速增长的主要机遇、挑战与应对

从全球来看，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贸易不会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引

擎，而且贸易相关的总量与结构波动，还将放大并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在国际

经济和政策变化的交织作用下，贸易低速增长蕴含的机遇与挑战，将加重并强

化各国在经济增长角逐中的差异。在新技术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在

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格局重构期，各国经济增长的竞争犹如弯道超车，妥善

把握机遇、应对风险，将是能否实现弯道超车，能否形成未来更长时间中在直

道赛跑的主要优势来源。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第三大

对外投资国，在此次“弯道竞赛期”能否最终实现“超车”，关键不再是在既有

的竞赛规则中能否跑的更快、更好，而是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建立并维护按照有

利于自身优势设定的新标准、新跑道。“标准竞争”成为中国未来实现“弯道超

车”需要着重把握的重要机遇和挑战。

首先，贸易低速增长的最大机遇和挑战是“延长”弯道。危机后，全球经

济、贸易、投资持续低迷，ICT 为代表的新技术带来全球价值链解构，导致全球

主要经济体间的竞争，从基于原有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合作轨道，进入新技

术标准和优势竞争的混道竞赛模式，犹如进入“弯道”赛车模式。而贸易低速

增长，将延长前期贸易低迷期价值链的解构进程，为处于工业化变革不同阶段

的各国经济，赢得更多的调整时间。未来三年，这种技术、经济和贸易全球格

局的同时调整，将加剧 ICT 技术的国际竞争，并形成新技术基础上全球新价值

链优势的锁定效应。延长的“弯道”，对于全球经济、贸易格局转变中的各国经

济而言，既是最大的机遇期，也是挑战最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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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贸易低速增长的最大风险是非经济理性。非理性的经济手段，如贸

易保护和投资限制，地缘政治风险等非经济风险，以及如信用评级等基于不准

确经济现实发布的第三方指引，是过去三年贸易低迷情况下非经济理性的三达

主要表现。与之相关，汇率波动、债市风险和金融不稳定，成为上述三种非经

济理性形成的三大主要风险，其交织作用，将强化贸易低迷与经济增速不稳的

相互作用。由于现有的全球经济格局尚未完全解构，发展中和新兴经济体在这

三种风险中，更有可能成为关注点、甚至风险点。

第三，把握贸易低速增长的机遇、应对相应风险，应更多依赖有国际通行

力的做法，强化标准竞争。标准竞争是沟通产品和模式竞争的桥梁，其形成和

设定将有利于在上游模式竞争和下游产品竞争中锁定优势。这里的标准，对于

全球贸易而言，主要是双、多边贸易协定下确立的贸易标准，是区域或全球性

的贸易结算标准，是贸易相关的金融标准。而要全方位建立这些标准体系，高

效率的做法是借鉴美国二战后，通过国际货币——美元，国际组织——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贸组织（WTO），以及碳交易和赤道原

则等新型贸易与投资壁垒，确立的全球经济地位；同时借鉴近年来美国在 TTP

谈判，和以及重启中美投资谈判等主导谈判的国际经验。从这些国际化手段能

够国际通行的经验来看，需要国际化的创新手段、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制的

“团队化”运作与配合。中国目前 ICT 技术方面拥有的跨国企业，在技术和市

场方面，都形成一定的优势。同时，中国近年来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与贸易

模式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推进，以及自贸区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为借鉴国际经验，形成标准竞争能力提供了基础和保证。在未来贸易低速增长

期，应把握宝贵的“弯道期”，通过“一带一路”和自贸区平台，促进贸易、投

资与我国经济增长互动模式的转变；形成跨国企业、货币和金融三足鼎力的国

际竞争优势；通过新标准的确立和竞争，对新形成的“三足鼎力”式国际竞争

优势进行固化和强化，尽快形成贸易增长的新优势；在新的贸易、经济格局下，

“标准竞争”将加速建立贸易、投资、金融在内部、区域和国际市场的整合能

力，加速建立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综合推动力和竞争力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