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ORTHEAST ASIA FORUM

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机遇、挑战与趋势

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机遇、挑战与趋势

2021 年第 4 期
总 第 156 期

No. 4， 2021
Total No.156

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
机遇、挑战与趋势

张 季 风

［摘 要］RCEP自贸区的签署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将形成一体化大市场，这为中日经贸合作

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通过 RCEP，中日两个贸易大国首次建立了自贸协定关系，双方市场开放度将进一步

提高，不仅开放两国重点关心领域的投资限制，进出口产品关税也将得到大幅削减，区域累计原产地规则以

及便利的海关通关手续将进一步提高中日贸易便利化水平，RCEP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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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经济面临困难、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盛行的背景之下，

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定正式签署，标志着世界上规模最大、最

具影响力的自贸协定成功启动。［1］协定将此前业已存在的东盟—中国、东盟—日本、东盟—韩

国以及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碎片化的自贸区予以整合，构建了覆盖亚太主要经济体的大

型自贸协定（Mega-FTA）。RCEP 协议规定自东盟中 6 国及另外 3 国手续完成日开始生效，并

为印度设定特别条款，允许其随时重返 RCEP。［2］

RCEP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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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RCEP 乃至当前东亚区域合作体系中，东盟始终扮演着体制枢纽与协商平台的角色。

但很显然，东盟无法独立承担 RCEP 构建及运转的责任，需要得到区域大国特别是中日的支

持。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无论基于能力还是意愿，中日两国都必然在 RCEP 的推进中占据最

大权重。［3］事实上，中日两国在 RCEP 的筹划与谈判中确实发挥了实质性的关键作用，并促使

其最终得到签署。

2021 年 4 月 28 日，日本完成了国会批准手续，日本是继中国、新加坡、泰国之后，第四个完

成 RCEP 国内批准程序的国家，这也意味着全球最大自贸区距离正式生效又近了一步。RCEP

的签署与生效对参与成员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对

中国而言，RCEP 自贸区的建成极大地扩展了我国战略空间，将为中国在新时期构建开放型经

济新体制，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提供巨大助力。［4］

关于 RCEP 对中国以及对东亚区域合作带来的积极影响，学者们已经发表了许多成果，鉴于

此，本文侧重探讨 RCEP 对中日经贸关系的积极影响。

通过 RCEP，中日两个贸易大国首次建立了自贸协定关系，这将给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带

来诸多利好和新机遇，也必将为处于低潮的中日双边贸易与投资尽快摆脱徘徊局面注入新的

活力。但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因素十分复杂，RCEP 仅仅是其中之一，中日关系、世界

经济、中日两国经济的走势则将对中日经贸关系带来更大的影响。本文拟在分析 RCEP 对中

日经济关系带来的利好与新机遇的基础上，讨论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新挑战、新变化，并对

RCEP 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

一、RCEP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诸多利好与新机遇

自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相较于一波三折的政治关系，中日经贸关系获

得健康发展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此前在 WTO 框架下，双方经贸合作仅适用于最优惠国待

遇税率，始终没有达成更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中日两国通过 RCEP 首次建立起自贸协定

关系，实现了历史性突破。［5］RCEP 生效后，随着两国之间零关税产品覆盖率大幅提高以及区

域累计原产地规则的实行，将进一步扩大两国的贸易规模，拓展更广阔的服务贸易市场。中

日两国跨境投资门槛将进一步降低，第三方市场合作也将迎来更多机遇。

（一）中日关于商品领域的承诺与减税安排

根据 RCEP 协定，中国对日本进口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从目前的 8.4% 将大幅攀升至 86.0%，

具体来看，RCEP 生效后马上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为 25%（包括目前零关税商品的 8.4%），在

协定生效后的第 11 年，实现零关税商品比重将超过 70%；第 16 年，零关税商品比重超过 80%，

并最终在生效后 21 年以前将日本出口的零关税商品比重提高到 86%。同时，日本承诺对中国

进口工业制品零关税覆盖率则从目前的 47% 提高至 98%，农业产品的零关税覆盖率设定为

56%。［6］随着零关税商品比重逐年上升，双边货物贸易将在新税率的约束条件之下发生变化。

但需要注意的是，造成货物贸易实际变化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关税下降在稳定的国际贸易

体系之下自然是促进贸易量最直接的助燃剂，但由于 RCEP 尚未最终生效并且许多的降税安

排都需要较长时间实施，所以实际的效果如何仍需时日去观察。但整体上而言，当前双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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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重点领域依然很有可能会首先成为税率这个自变量下降后最敏感的因变量。

1. 中国对日本商品降税安排以及影响

根据中国海关与日本财务省贸易统计来看，当前日本对华出口商品集中在电子电器产

品、机械产品以及汽车领域。RCEP 签订后，日本对华出口成本将大幅度降低。

首先，从电子电器产品看，2019 年日本对华出口的电子电器产品贸易额为 436.2 亿美元，占

出口总额的比重超过 1/4。根据 RCEP 协定，中国承诺将进一步降低这一领域商品的关税，其

中，扩声器、数码影碟、内存条等电子电器产品将在协定生效后立刻实现零关税，逆变器、电饭

锅等商品也将在协定生效后的第 11 年和第 21 年分别实现零关税。另外，值得关注的是，家用

电动器以及电动生活用品等产品虽然没有降至零关税的计划，但在协定生效后便立即从目前

20%~30% 的较高税率大幅降低至 8% 左右，大幅提高了此类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价格竞争力。日

系电子电器制品在中国的售价出现大幅下降以后，是否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子电器产品造成严

重的挤兑成了许多人关注的重点。诚然，在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日本依然领先于中国，在产品

的设计、科技含量上，日本制造的电子产品较中国而言仍具有优势。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后起

之秀，工业体系的门类已经超过日本，具有更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近年来，中国制造的日用

品、家电等产品也开始积极涌进日本市场，并且利用物美价廉、高性价比的特点得到许多日本

消费者的青睐，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实际上，在人口红利的驱动下，中国在劳动力集约型

的加工组装领域上具有比较优势。有学者通过 TSI 指数、RTA 指数以及 MCA 指数的比较，得

出了中国在电话机、电脑等成品方面较日本具有比较优势，但是，日本却在高精端仪器的制造

上必不可缺的电子零部件和半导体品种上具有更加强大的竞争力的结论。［7］基于此，在关税

下降以后，即便日本制造的电子电器产品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市场竞争力，部分中国产品可

能被挤兑，但由于中日两国电气电子产品存在较明显的差异，中日电子产品更可能会演变成

一种良性竞争，在不同的消费者群体中分割市场。

其次，从机械产品看，2019 年日本对华出口的机械产品贸易额为 364.2 亿美元，占出口总额

的 21.2%，位居日本对华出口规模的第二位。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设备投资下降导致

日本对华出口的机械产品出现低迷，部分制造型设备的出口量更是出现了两位数的下降。

RCEP 生效后将有利于扭转日本对华机械产品出口的颓势。例如，电梯、自动人行道等机械产

品在 RCEP 协定生效后便立刻实现零关税，这对于已经在中国十大电梯品牌排名占据了四个

位置的日本电梯企业而言，其产品竞争力会得到进一步提升，从而继续扩大日本电梯企业的

市场份额。［8］相比之下，在中国十大电梯品牌排名中，中国本土仅有一家公司上榜，在日本同

类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之下，中日电梯这类产品的差距会扩大，本土的此类企业或只能作出更

大的调整。

最后，从汽车相关商品看，中国作为日本最大的汽车出口市场，2019 年自日本进口汽车相

关产品金额为 179.2 亿美元，占日本对华总出口额的 10.5%。根据中国汽车发展的现状，RCEP

项下，中国一方面保留了自日整车进口关税（MFN15%），另一方面对自日进口的 65% 的汽车零

部件给予零关税待遇。这将极大整合东亚地区汽车供应链产业链，有效帮助汽车整车生产企

业降低成本，同时也给中国国内汽车整车行业保留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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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林渔业产品领域，中国对从日本进口的清酒、威士忌、扇贝、自热米饭等产品的关税

在 RCEP 生效后逐步下降，并最终降低至零。目前，中国对清酒征收 40% 的关税，对威士忌酒

征收 10% 的关税。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日本清酒第二大进口市

场，在 2019 年上半年对华出口日本清酒金额达到 28.9 亿日元，同比增长 49%。随着相关产品的

关税下降，日本农林渔业产品有望进一步扩大中国市场，前景十分可观。同时，这类产品由于

都明显带有日本独占生产的特点，因此此类降税不仅不用担心中国同类产品生产商会造成损

失，还由于与此类产品密切相关的日本料理店、日式酒吧等相关服务行业的繁荣，增加就业人

口，给中国消费者带来更多福利。

2. 日本对华商品降税安排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统计显示，当前中国对日出口商品集中在电子电器产品、

机械产品以及服装类产品领域。首先，从电子电器产品和机械产品等工业制品看，在目前日

本自华进口的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大多数已实行零关税，按照 RCEP 协定，日本还将对其他类

型的中国制造工业制品逐年降低关税，最终将中国制造的工业制品零关税覆盖率提高到 98%。

其次，根据 RCEP 协定，原先面临日本征收 8%~11% 关税的服装类产品将逐步下调税率，其中

包括棉织品、合成纤维制品等所有的服装类产品都在协定生效后逐年降低，并在第 17 年实现

零关税。［6］基于此，中国对日本出口排名靠前的项目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逐步提高在日本市

场的价格竞争力，从而促进对日出口量的增加。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在农产品方面对中国做出重要开放。RCEP 签订前，日本仅对自华进

口的约占税目数 20% 的农产品给予零关税待遇，RCEP 生效后，中国出口日本的农产品将有

63% 税目享受零关税，如禽肉、虾蟹、土豆、番茄、豆角、莴苣等蔬菜，柑橘、柚子、梨、樱桃等水

果，部分酱果汁、坚果、香料、咖啡、葡萄酒、绍兴酒等。①

3. 区域累积原产地规则

在 RCEP 生效后原产地累积规则的实行，将降低产品获得协定项下原厂资格的门槛，并促

进生产要素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RCEP 的原产地累计规则与现有的比较优势指数 RTA 相

比，采用了更为灵活的特定于项目的规则，使用自我认证系统，也扩大累积范围。因此，在

RCEP 生效后，通过原产地规则降低生产成本，进而带动出口扩大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换言

之，从原产地规则的角度来看，RCEP 有望产生贸易创造作用。［9］

RCEP 生效后，累积范围将扩大，这尤其会对中日之间的贸易模式产生显著影响。例如，

在中韩自贸协定双边累计规则下，中韩两国的原产零配件和相关费用均可视为中国原产，而

使用日本进口的部分产品被视为“非原产材料”。在这一限制下，必须需要日本制造的一些产

品则不适用于中韩自贸协定的相关关税优惠待遇。RCEP 生效以后，日本作为缔约国之一，从

其进口的部分产品从“非原产材料”变成“原产材料”，因此，日本原产的这部分产品可视为中

国原产材料进行累积，从而更容易达到“区域价值成分 40%”的门槛。由此带来了两个好处：第

一是有利于促进日本出口材料到中国，并在中国工厂加工组装完成后，最后出口到与中国有

① 中国商务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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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协定的国家。第二是有利于促进从中国进口原材料并在日本完成加工，在日本本土市场

流通的营业模式发展。

（二）中日在服务贸易领域的承诺

服务贸易方面，目前日本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而中国采用正面清单方式承诺。根据

RCEP 规定，中国将于协定生效后 6 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同时提高日本所重点关注的证券金

融服务业、老龄人口服务业以及房地产服务业的承诺水平，而日本则向中国所重点关注的房

地产、金融、运输等服务部门作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

RCEP 的金融服务附件中，引入了新金融服务、自律组织、金融信息转移和处理等规则，就

金融监管透明度作出了高水平承诺。中日两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将在更加公平、开放、稳定和

透明的竞争环境中扩展合作，有望在《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①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日本人

民币清算规模，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同时促进中方企业更好地进入日本市场。同时，根据

RCEP 协定，日本的人寿保险以及证券服务业机构可以实现全外资经营，给中国金融市场注入

更多活力。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日本早已进入深度老

龄化社会，RCEP 鼓励成员国就共同关心的专业服务的资质、许可或注册进行磋商，鼓励各方

在教育、考试、经验、行为和道德规范、专业发展及再认证、执业范围等领域制定互相接受的专

业标准和准则。同时，中国承诺不设置老龄人福祉服务业外资的出资比例上限。中日两国将

以此为契机，加强中日两国在应对老龄社会的经验技术交流，日本更多成熟的护理政策以及

高水准的老年人介护服务有望进入中国市场，寻求进一步的合作。

（三）中日在双向投资领域的承诺

首先，在 RCEP 投资章节中，对投资自由化、保护投资、促进投资以及投资便利化措施进行

了详细的规定。根据 RCEP 协定，中日双方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进一步开放制造业、农业、

林业、渔业、采矿业 5 个非服务业领域的投资，提高各方政策透明度，并纳入了知识产权、电子

商务、竞争、政府采购、中小企业等领域规则。此外，与以往协定相比，RCEP 在自然人移动方

面承诺适用范围扩展至服务提供者以外的投资者、随行配偶及家属等协定下所有可能跨境流

动的自然人类别，并对专业资质互认作出合作安排，为企业引进海外人才、促进人力资源要素

优化配置提供更多便利。

其次，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较快，累计总额已经接近 1200 亿美元，但也容易受外界因素

影响，波动较大。RCEP 协定生效的会使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更加顺畅、更加平稳。在美国不断

遏制中国经济崛起以及中国国内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态度

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一方面，汽车等高附加值企业对华投资的力度不减反增，而劳动力

密集型的低附加值工厂则出现了加快向越南为首的东南亚国家转移。这是因为东南亚国家

不仅在劳动力成本上较中国占据优势，另外得益于日本—东盟自贸协议，使当地出口的产品

税率更加低廉。但是，在 RCEP 生效后，中国出口日本的纺织品、服装等产品实现零关税，此

① 2018 年 10 月安倍首相访华期间，中日双方签订《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资金额度为 2000 亿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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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从中国外迁的收益下降，进而有可能减缓日本在华企业外迁的趋势。

相比之下，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约为 44 亿美元，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

1200 亿美元相比，处于相当不平衡的状态。但是，在 RCEP 协定生效后，日本经济社会的封闭

性、排外性有望得到改善，投资自由化程度提高，更利于中国投资者进入日本市场，中日互相

投资的不平衡难题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此外，RCEP 的签署还将有力地推动中日两国更好地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有助于中日

两国共同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东南亚是中日两国对外投资的主要“战场”，也是开展第三方

市场合作最有希望的地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16 年到 2030 年，东南亚地区每年需要

约 210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大量的基础建设项目等待资金入场开发。中日两国作为对外

投资大国，一直扮演着东南亚新增投资的主要资金来源国的角色。在 RCEP 的推动下，中日在

东南亚的基础设施投资将进一步强化，两国在东南亚的基础建设投资有望迎来更多的合作

机会。

二、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新挑战与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RCEP 是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乃至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建设的重大成果，将给中日经贸

合作带来巨大利好与机遇，但中美摩擦的升级以及中日关系复杂化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难以

预料的挑战。

（一）中日经贸关系面临的新挑战

1. 中美摩擦升级、中日关系复杂化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的强大，使许多反华势力感到不适，特别是奉行霸权主义的美国感

到空前威胁，因此对中国采取了遏制政策，中美博弈已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2020 年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美国疫情几乎失控，特朗普极力将责任推卸给中国，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压。拜

登上台后，美国对中国进行打压的政策不但丝毫没有放松，而且在方式上比特朗普更加工于

心计，联合其盟友对中国进行“合围”，而日本更是主动甘当美国的“马前卒”。2021 年 3 月以

来，从美国主导的“美日印澳”安全机制，到日美“2+2”，再到菅义伟首相访美期间发表的《日美

联合声明》以及日本刚刚发表的《日本外交蓝皮书》，无不将矛头直接指向中国，涉台涉疆，触

碰中国核心利益。最近一段时间日本之所以如此积极“随美起舞”，原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

美国的牵拽，这个因素在日本对外关系中一直是主导性的；其二是日本自己的算盘，看到中美

关系严重恶化，认为有机可乘。［10］

在美国打压中国的背景下，日本以经济安全为由，大肆鼓吹“去中国化”，“中国+1”升级版

甚嚣尘上，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越发慎重，而且在华日资企业也出现一定程度的波动。在

中国设有数码复合机、笔记本电脑、压缩机等产品生产基地的日本企业正在考虑将生产基地

转移至东南亚地区，以规避中美经贸摩擦的风险。［11］中美博弈的长期化，必将会导致中美经济

关系的持续恶化，进而阻断全球供应链的有效运转。在贸易和投资层面，日本对中美两国的

经济依赖程度都比较深，一旦卷入中美贸易摩擦之中，将会扩大中日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日美同盟”和“经济中心”双重基轴路线，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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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中美博弈中，实行“骑墙战略”，练就了其两面性的基本功。无论中美对抗还是合作，日

本都是受益者，“左右逢源”，并非“夹缝求生”。［12］在中美相争过程中，日本总期望获取渔翁之

利，而且力求实现利益最大化。基于此，日本的对华政策与美国相比还是有所差异。例如，美

国在技术领域对中国进行打压，作为盟友的日本定会积极配合，如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企业的

打压都能看到日本的身影。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日本的表现又比较暧昧。日本的两面性

决定了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2. 中日韩 FTA 与中国加入 CPTPP 短期内难见成效

RCEP 签署后，中日、日韩之间首次建立起相互开放市场的自贸伙伴关系，零关税覆盖率

整体得到大幅提高，为中日韩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在客观上为实现更高水平的中

日韩 FTA 创造了良好条件。在 RCEP 刚刚签署时，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也都表态要继续推动谈

判进程，学界与媒体都十分乐观，甚至认为中日韩 FTA 的签署指日可待。但是从当前形势来

看，影响中日韩 FTA 谈判的负面因素明显增多，短期内取得实质性进展变得十分渺茫。

中日韩 FTA 几乎与 RCEP 谈判同步启动，历经 8 年多的谈判，在经济层面、技术层面已经

取得了重大进展，能否最终实现签约需要做出政治决断。但最大的障碍自然是美国因素和日

韩关系紧张。从美国因素来看，其程度最近明显上升。如前所述，拜登上台后纠集其盟友开

启了新一轮的遏华浪潮，日本也紧随其后。在美国的强力控制之下，不用说取得进展，即便是

三国代表坐在一起进行谈判恐怕都难以实现。再来看一下日韩关系，自从 2018 年日韩两国因

战前“征用工”赔偿问题导致两国贸易战以来，关系一直十分紧张，前一阶段刚刚出现些许转

机，比如说 RCEP 的签署曾以迂回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日韩关系。但 2021 年上半年因

日本政府决定向海洋排放核废水，韩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日韩关系再度紧张，中日关系也因

此出现复杂局面。

另外，就中日韩 FTA 问题，各当事国的诉求不同，态度也不尽一致。中国一如既往积极推

动中日韩 FTA 进程；而韩国因已经与中国存在 FTA，更关心中韩 FTA 升级版，加之韩日产业结

构同构性强，担心受到来自日本产业的冲击，因此对中日韩 FTA 比较消极；日本由于通过

RCEP 的签署与中韩两国建立了自贸关系，对构建中日韩自贸区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出于自

身利益的考量，提出要构建更高水平的中日韩自贸区，这势必会加大谈判的难度，拖延实现中

日韩 FTA 的时间。

关于中国加入 CPTPP 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RCEP 的签署后，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

表态，积极考虑加入 CPTPP。［13］中国的这一积极表态体现了中国的自信和大国姿态，更加重视

多边主义，在引领全球化方面迈出更积极的一步。与 RCEP 同样，中国加入 CPTPP 将有利于

我国以扩大开放带动国内创新、倒逼国企改革、不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我国在区域产业

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为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提供有效支撑，加快形成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若能先于美国、中国台湾地区加入 CPTPP，从长期战略来看，对

中国更为有利。

但从现实情况看，短期内中国加入 CPTPP 的窗口可以说是关闭的。加入 CPTPP 的程序十

分繁琐，至少要经历申请、要价、谈判和审批四个主要阶段，每个阶段都不轻松。按照 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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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规定，仅仅是在申请阶段就必须满足如下条件：第一，必须得到现有成员国一致同意；

第二，申请国必须无条件接受 CPTPP 的现有规则条款。先看第一条，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澳

大利亚 5 个主要国家反对的可能性就很大。日本位居 CPTPP 中的主导地位，话语权重也比较

高。针对中国加入 CPTPP 一事，日本首相菅义伟多次表示“虽然中国表示积极考虑加入

CPTPP，但该组织要求成员国有相当高的市场开放水平，因此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的难度颇

大。”［14］对中国加入明显持消极态度。再看加拿大，该国是跟随美国最紧、反华最积极的国家，

其自身同意中国加入的可能性就不大，而且因“美墨加协定”（2020 年 7 月生效）中被美国植入

“毒丸条款”，所以必须得到美国的首肯，墨西哥也是如此。澳大利亚一直以来紧随美国，对抹

黑、打压中国表现出莫名其妙的积极，因此同意中国加入的可能性也不大。再看第二条，美日

等国在 TPP 初始阶段为排斥中国而量身定做了有关国有企业、劳工（独立工会）以及知识产权

保护等相关条款，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很难接受。在当前美国积极纠集其盟友掀起新一轮的

反华浪潮的背景下，难以指望以美国忠实盟友日本为主导的 CPTPP 能为中国网开一面，设定

过渡期或“例外”。

鉴于上述原因，短期内中日韩 FTA 以及中国加入 CPTPP 均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当然这

对中日经贸合作并不会产生直接的负面作用，但却不利于中日经贸合作的长期发展，会影响

中日经贸合作的质量提升和规模的扩大。

（二）中日经贸关系外部环境的新变化

进入 2021 年后，美国联合盟友变本加厉打压中国，中日关系亦发生微妙变化，给中日经贸

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但是，促进中日经贸合作健康发展的诸多利好因素也在上升。如前所

述，RCEP 的签署与生效就能带来诸多利好，除此以外，随着日本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日本对

华强硬政策也可能发生调整，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的恢复、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强势回升将给中

日经贸合作带来更大的利好。

1. 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可能出现新变化

2021 年 10 月以前日本将要完成众议院大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在大选前采取对华强硬政

策是日美等国的一般性规律，而在大选结束、政权根基稳固后，会将工作重心转向发展经济方

面，届时都要对对华政策进行调整。鉴于此，估计在 2021 年年底前后中日关系可能逐渐缓和，

而 2022 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中日关系改善和双边经贸合作加速恢复可能迎来新的

窗口期。

2. 世界经济与日本经济的恢复

目前，疫苗的接种已在全球范围内陆续推开，人类战胜新冠肺炎疫情的曙光初现。而且

世界经济已开始逐步复苏，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指出，2021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6%，预计 2022 年为 4.6%。［15］世界经济的恢复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的

外部环境。日本经济在 2020 年下降了 4.8%，但 2021 年财政年度有望实现 3.6% 的较高增长，略

高于 IMF 的预测。［16］2021 年日本将举办东京奥运会，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力推“数

字化”“绿色能源”等新经济增长战略，特别是 RCEP 将成为日本经济复苏的巨大驱动力，按日

本内阁府的最新测算，RCEP 生效后，将带来 GDP 上升 2.7% 的提振效果，若按 2019 年 GDP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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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计算，相当于增加 15 万亿日元的巨大利益。而 TPP 和日欧 EPA 对日本 GDP 的提振效果分

别为 1.5% 和 1.0%。［17］日本经济的复苏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增加新的需求和动能。

3. 中国经济的强势回升

与世界经济及日本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赢得了更快的恢复。2020 年中国经济增长 2.3%，

成为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的正增长国家。2021 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 18.3%，［18］

而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2021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将高达 8.4%，2022 年为 5.6%，中国经济

的强势回升将引领中日经贸合作的走向。作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的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

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增强产

业链供应链组织能力的基础上，继续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国内消费市场。这些都

将为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机遇。

三、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问题与趋势

2020 年中日双方共同抗疫、两国人民守望相助，拓展了两国的合作领域及互助空间，双边

经贸合作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依然存在动力不足、恢复缓慢等问题。

（一）中日经贸合作现状与问题

1. 中日双边贸易逆势而上但恢复乏力

2020 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等重大负面因素冲击下，全球经济增速下滑，加之贸

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贸易和人员往来受到严重影响，贸易环境极为严峻，但中日

贸易却逆势前行，实现了正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 年，中日进出口贸易额为 3175.3 亿美

元，比上年增长 0.8%。其中，中国对日出口 1426.6 亿美元，同比下降 0.4%；中国自日进口 1748.7

亿美元，同比增长 1.8%。日本居东盟、欧盟、美国之后，继续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按国别

排名，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第二大出口对象国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连续 13

年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日本财务省发布的贸易统计速报显示，2020 年在日本总出口下

降 11.1%、对美出口下降 17.3% 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出口却增长 2.7%，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达

22%，首次超过两成，超过了对美出口的 18.4%，位居第一。

中日贸易逆势增长充分展

现 了 中 日 贸 易 的 强 韧 性 。 但

是，从近年来的中期视角来看，

仍然存在回复乏力问题。 2011

年 之 前 ，中 日 贸 易 规 模 除 个 别

年份外，一直呈上升态势，2011

年 ，双 边 贸 易 总 值 为 3429 亿 美

元。但自 2012 年日方悍然挑起

“购岛”争端以来，受非经济因

素影响，中日贸易连续 5 年出现

负增长。此后随着中日关系步
图1 2010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海关统计》各年版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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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正轨，2017 年和 2018 年恢复了正增长，但 2019 年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再次跌入负增长，2020

年实现 0.8% 的正增长，如图 1 所示，近 10 年来中日贸易虽有恢复，但基本处于徘徊状态，明显

缺乏动力。［18］

另外，由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而中日贸易增速相对缓慢，结果导致中日贸易占中国

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已从 1985 年的 30.2% 降至 2020 年的 6.8%。［19］2021 年第

一季度，中日贸易额增长 29.3%，增速不可谓不高，但低于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38.6% 的增长率，

更远低于中美贸易额 73.1% 的增长率，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进一步降至 6.6%。［20］

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出现了“美升日降”的局面，确实值得思考。

2. 双边投资稳中有降，失衡依旧

受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因素冲击，2020 年度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稳中有降。据商务部统

计，2020 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实际使用金额 33.8 亿美元，比上年下降 9.3%，在华新设企业 799

家，比上年下降 20.1%。截至 2020 年底，日本累计在华投资设立企业 53 633 家，对华投资实际

使用金额 1190.8 亿美元，为中国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据日本财务省统计，2020 年前三季度，日

本对华投资 1.2866 万亿日元，同比下降 4.9%，但降幅低于日本海外直接投资总额的降幅。截至

2020 年 9 月底，日本对华投资存量为 1395 亿美元，占比 7.0%。从投资领域上看，日本企业在华

针对零售业、饮食业、旅游业等服务业领域，以及医药、养老介护、医疗器械等领域不断增加投

资。从产业链的上游到中游环节，日本对华投资已呈现多元化、多样化发展的新态势。

但是，与中日贸易相似，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有所恢复，但回升幅度不大。由于各

种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 2013 年至 2016 年连续 4 年出现负增长，2017 年、2018 年出

现了两年微弱正增长，但 2019 年、2020 年又再次跌入负增长，2020 年对华直接投资额为 33.8 亿

美元，尚不及高峰年 2012 年 73.5 亿美元的二分之一（见图 2）。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日本当地企业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但日本的公司总部对中国市场

的看法却有相当大的差异，而投资决策权又掌握在总部手里。从地缘政治、政府的外交政策

等非经济因素的考虑，日本的公司总部对中国市场的投资长期持观望态度，十分慎重。

再看一下中国对日直接投资。据商务部统计，2020 年，中国对日全行业直接投资额为 3.6

亿 美 元 ，较 2019 年 仍 有 小 幅 增

长。近年来，中国企业对日投资

主要涉及制造业、IT 互联网、金

融服务业、电气通信等新业态，

投资方式也趋向多元化。同时，

中国企业还高度看重日本市场

和研发环境。例如，华为技术、

中兴通讯等中国企业在日本设

立 了 研 发 中 心 ，华 为 、中 兴 、海

尔、百度、苏宁、京东等企业与日

本运营商及生产商开展互惠互
图2 2010年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资料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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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合作。

但是，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已有 20 多年的历史，截至 2020 年底，累计直接投资额为 44.6 亿美

元，占中国对发达国家投资总存量的 1.6%，仅占日本吸收海外投资的 0.9%，特别是与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累计总额的 1200 亿美元相比，相差甚巨，中日双向投资失衡问题依旧在扩大。

（二）中日经贸合作的前景展望

RCEP 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向与趋势主要取决于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各种主要因

素的变化。新冠肺炎疫情走向、RCEP 生效、中美摩擦升级、中日政治关系以及世界经济、日本

经济、中国经济的复苏都是影响中日经贸关系的重要因素。现将上述因素对中日经贸合作的

影响程度归纳为表 1，进行简单归纳分析。首先，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变化。尽管印度等国出现

反弹，但随着疫苗接种人数的扩大，疫情将会逐渐收敛，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呈逐渐减

弱趋势；其次，RCEP 的签署对中日经贸合作产生向好预期，2022 年生效几无悬念，生效后则产

生较大实际效应，此后正向效益将会逐渐平缓；中美摩擦升级并且长期化对中日经贸合作关

系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可以想象今后美国还将利用各种借口，采取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打

压，可以说美国因素是中日经贸关系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但从长期着眼，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的不断上升，抗压能力增强，美国因素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负面影响将呈逐渐减弱趋势；中日政

治关系当前处于比较复杂的状态，对中日经贸关系的恢复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随着日本

众议院大选和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结束，日本可能调整对华政策，2021 年年底或明年年初中日关

系可望出现好转，进而推动中日经贸合作加速恢复，不过从中长期来看，仍存在变数；世界经济、

日本经济的恢复将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新的需求和动力；中国经济的强势回升与高质量发展

将引领中日经贸合作关系的方向，是促进中日经贸合作关系恢复和健康发展最确定的因素。

表 1 各种因素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影响

影响因素

新冠肺炎疫情

RCEP 生效

中美摩擦升级

中日政治关系

世界经济

日本经济

中国经济

现状

--

+

--

--

++

++

+++

2022 年

-

+++

--

+

+

++

+++

2022 年以后

++

--

存在变数

+

+

++++

中长期

++

-

存在变数

+

+

+++++

注：“+”号表示正向影响；“-”号表示负向影响；“+、-”号的个数表示影响程度。

资料来源：作者综合各重要因素的影响程度绘制。

综合以上分析，可对中日经贸关系的趋势做如下预测：

第一，中日双边贸易。在诸多利好因素的拉动下，2021 年可能出现较大幅度的恢复，2022

年 RCEP 如期生效，将由预期效应转为实际效应，中日贸易总额可望恢复到高峰期 2011 年的

水平，此后将保持稳定增长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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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中日双向投资。由于受疫情影响人员往来受限，加之受中美摩擦、中日关系复杂化

等非经济因素影响较大，2021 年中日双向投资仍将处于缓慢增长状态。不过，大多数在华日

企对中国市场仍充满信心。2020 年 4 月，JETRO 对在华日企最为集中的华东及华南地区近千

家日企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华东地区 86% 的日本企业看好中国市场的长期前景，没有改变

供应链或生产网点的计划。2020 年中国也积极改善投资环境，为吸引日本企业投资做了许多

努力。RCEP 生效后，双向投资的门槛将会进一步降低，可以预测 2022 年以后中日双向投资可

能出现较大幅度增长。

总之，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中日两国互惠互补的经贸合作已形成了深度融合

的伙伴关系。无论是在传统领域还是新兴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空间，特别是在科技创新、公

共卫生、节能环保、碳中和、医疗康养、金融服务、现代农业及第三方市场等领域，中日双方互

补性强，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的潜力巨大。

四、结语

RCEP 的签署与生效将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现实的利好，未来，两国经贸合作关系将会

以此为契机，迎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当然也存在各种挑战，在美国联合其盟友不断升级

对中国施压以及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经济暂时性衰退的叠加冲击下，中日经贸合作也出现各种

困难。但是，在 RCEP 签署和生效后，中日经贸合作应对非经济因素带来的风险的能力将有所

提高，而且世界经济、日本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迅速恢复等利好因素更强，中日经贸关系实

现长期性稳定发展前景可期。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 RCEP 顺利落实和中日经贸合作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伴随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实现和“十四五”规划的实施，进一步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创造出

更多新的投资和消费增长点，不断改善投资环境，不断提高中国市场的魅力。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日两国更应当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坚持合作共赢，抓住机遇，迎

接挑战，强化务实合作，使 RCEP 生效后的中日经贸关系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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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Subject Choice，and a Century of Exploration of China's Road YANG Xue-dong ·3·
Abstract：The 2021 is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the course of a century of development，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witnessed and led China on a path of modernization that suits China's conditions and conforms to the conditions of the
world. The article selects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 ，which is prominent in modern times，and analyzes how the
party grasps this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periods and realizes the process of self-development. The reason why the party can grasp this
relationship and use it to achieve its own development and growth is that it can maintain its subjectivity ，exert initiative，and achieve autonomy in
complex relationships. The deeper reason is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of the party. With the party's long-term governance and the comprehensive docking
of China and the world，the subjects participating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s continue to differentiate ，and the levels of interaction are constantly
enriched.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will be more complex and diverse. How to continue to grasp the continuously changing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and
transform it into conditions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is a constant test of the party.

Key Words：Communist Party of China；One Hundred Years of Party Establishment；Internal and External Interaction；Subjectivity；China's Road

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An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LIU Chang-ming YANG Hui ·24·

Abstract：In recent years，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has emerged both as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phenomenon and competitive behavior of
states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is the result of the "de-
legiti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specific area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behavior caused by the "de-legitim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t is also a necessary evolutionary stage following the fail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reform. At the global level，the
lack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legitimacy leads to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 . At the regional
level，the emergence of mini-lateral mechanism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is also the result of the insufficiency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 By
extending the discuss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specific areas and regions to the observation 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ystem，we can see that the decline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is the main cause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formation. 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 is constantly deconstruct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thus becoming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behind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t present，the 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 l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facing the problem of "re-legitimization"
due to the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US institutional hegemony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legitimacy. The outcome of the
future order transformation will depend on whether the rise of emerging countries can be maintained and whether there is a shift of the hegemonic
power's institutional behavior.

Key Words：Competitive Multilateralism；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Legitimacy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International Order；
Institutional Hegemony

Crisis and Transi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HAN Zhao-ying WANG Xin-wei ·41·
Abstract：Globalization，US-unipolarity，and institutionalized cooperation are the most prominent features of the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order.

By observing the interaction among actors in the system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we can easily understand the direc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ition. Influenced by the epidemic，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have been stalled. During the period，virus exacerbates counteractive from
domestic politics to international system，and highlights the international phenomenon that US leadership is declining. In addition，institutional game
among great powers becomes more intense. All of them are impacting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order by leading to the instability of existing system
structure. All in all，international order has not basically changed. However，power structure is decentralized and diversified. While，the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continues to accelerate，based on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new model. In the post-epidemic era，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ll move forward by restructuring and integration. In this instance，China can actively promote multilateralism
and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 cope with the disordered condition of system. At the same time，China should take domestic development as a basis for
responding to order transformation and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governance.

Key Words：Globalization；Coronavirus；International Order；Order Transition；Leadershi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in East Asia and China's Countermeasures under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LIU Xue-lian GUO Hong-wei ·54·

Abstract：The geographical range demarcation and regional construction are full of uncertainties under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which needs to be
further matured and shaped. However，the choice of Indo-Pacific strategy in some countries，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has already exerte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pattern. The Indo-Pacific concept highlights the domina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ultinational game situation in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original East Asian geopolitical structure has been destroyed，while the maritime elements have
been intensified in the competition among big powers. This transformation of the geopolitical pattern brings China new geopoli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strategic pressure around China will increase，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will bring new security confrontation pattern to the region and influence
China's strategic choice，an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ill become more difficult. In the face of these challenges，China
should still be committed to the dialogue and mitigat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to the construction of stable peripheral relations and to building
China into a maritime power. In the new Indo-Pacific region，China still needs to exert its influence of great power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haping
the new regional pattern of peace and development.

Key Words：Indo-Pacific；East Asia；Geopolitical Pattern；Regional Construction；Sino-American Relations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ZHANG Ji-feng ·69·
Abstract：The signing of the RCEP free trade zone means that about one-third of the world's economy will form an integrated market ，opening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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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oader space for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rough RCEP，the two major trading nations of China and Japan have established a
free trade agreement relationship for the first time. The market openness of the two parties will be further improved. Not only will the investment
restrictions on key areas of concern of the two countries be opened，tariffs on import and export products will also be significantly reduced，and the
cumulative origin of the region will be increased. Rules and convenient customs clearance procedures will further enhance the level of trade facilit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and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 will usher in more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However，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ituation，the deterioration of China-US relations and the resulting tensions in China-Japanese
relations have complicated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imbalances in
China-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and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nd conflicts. New challenges are intertwined and the road is tortuous. Looking
ahead，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coexist in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under the RCEP framework. However，overall，favorable factors
such as the recovery of the world economy，especially the strong recovery of the Chinese economy，have risen，and the long-term and stabl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China-Japa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re promising.

Key Words：RCEP；China-Japanese Relations；Sino-US Friction；China-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Geo-economic Perception and Policy Adjustment of the US and EU towards RCEP
ZHANG Xiao-tong HAO Nian-dong WANG You-you ·82·

Abstract：From negotiating to signing，RCEP not only contains the geo-economic games among member states，but also involves the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 world's top two economies，the US and EU. The former regards RCEP as a threat to its global economic leadership，

and is willing to consolidate its hegemonic position through adjusting its Asia-Pacific policy ，strengthening its high-tech development，and uniting allies
with common values. The latter considers RCEP as a symbol of global economic power restructuring and a signal of support to multilateralism of member
states. In the future，EU may launch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with China while maintaining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unit cautiously
with the US，and elevate vigorously internal standards for industries and technologies，so as to realize the so-called "opening strategic autonomy". In
order to smoothly implement RCEP，China should be well aware of the US and EU's interest concerns and policy adjustment. By promoting value chain
adjustment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China should guide to establish a competitive Sino-US partnership，promote cooperation with EU，

and eventually attain a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strategic 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US，and EU.
Key Word：RCEP；Great Power Relations；Triangul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US，and EU；Geoeconomic Game

Safety Risk Governance Strategy for "Polar Silk Road"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silience Theory MA Xiao-xue LIU Yang ·95·
Abstract：The White Paper "China's Arctic Policy" put forward the proposal to build the Polar Silk Ro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uman destiny

community. Maintaining and guaranteeing the security of the Polar Silk Road has become a major practical need. However，the harsh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long the Polar Silk Road，the prominent geopolitical problems，as well as interests conflict among all parties limit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earch paradigm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risk control theory "risk prediction-risk management" in the study of Polar Silk Road security . Therefore，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a framework of managing the security risk of the Polar Silk Road based on resilience theory ，in which taking the exposed risk
with shock (i. e. disturbance) as the prerequisite for the loss of resilience，recognizing the normalization of risk exposure，concentrating on developing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pacity，focusing on the dynamic impact of security risk on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pacity.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alyzed from three spatial dimensions of "absorption- adaptation- recovery" ，and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of resilience
governance capacity against security risk is analyzed based on three stages in sequence of "before disturbance-disturbance process and after disturbance" ，

finally，som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for the risk governance of the Polar Silk Road based on resilience perspective ，which are presents as conducting
security risk assessment regularly for the Polar Silk Road，developing "tech-social" security guarantee system for Polar Silk Road，and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the destiny community of the Polar Silk Road.

Key Words：Resilience Theory；Polar Silk Road；Risk Governance，Safety Guaranty；Destiny Community；Recommendation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gionalism
GUO Shu-yong YU Yang ·109·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is a significant support for a neighborhood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and a key step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with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t regional level . In ancient East
Asia，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 had been already formed in the Han Dynasty and at its peak during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In the mid-17th

century marked b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Ming by the Qing Dynasty，this cultural community gradually declined and basically collapsed with Western
colonial invasion and Japanese expansion. Since the economic rise of East Asia in the 1950s and 1960s，especially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has no longer remained impossible. In terms of the preconditions of th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regionalism following the approach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East Asian countries share similar values shaped by
history，and East Asian culture has its "stress resistance" towards the pressure of foreign culture ；however，the willingness of major countries in this region
to further the construction is still limited. Regarding the promotion of reconstruction，there is currently no unanimous leading country in field of culture
in East Asia. Multi-level promotion of the revival will be hindered by historical or political issues，and the trap of exceptionalism may occur during the
cultivation of the uniqueness of regional culture. Therefore，East Asian countries should take culture as a purpose rather than means to increase their
willingness to boost the construction. Meanwhile，there should be several main promoting actors instead of only one leader，and non-governmental
spontaneous cultural exchanges should be furthered by regional cultural industry cooperation while governmental communication keeps going on through
trans-regional mechanisms. What's more，the integration of traditional values compatible with modern society and popular culture as well as the
convergence of variant local culture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which will be
practical，flexible，and comprehensive，and the 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 will certainly provide spiritual support for a multilateral 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 Words：Contemporary East Asian Cultural Community；Regional Cultural Community；Cultural Regionalism；Regional Cultur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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