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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年来，日本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试图构建“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一

是培育国内供应链竞争力，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二是完善海外供应

链多元化体系，与美国双多边合作不断加深，陆续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支点；三是推动日企

完善抗风险能力，包括“业务可持续计划”（BCP）、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

日本追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外因是大国博弈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非传统安全风险凸显，内因

是产业竞争力下降、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实质是经济领域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从效率优先转

向安全优先，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日本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竞争力提升，更离不开开放的

全球化和中国市场。中日关系稳定不仅对双方有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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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日美贸易摩擦、亚洲金融危机、泡沫经济

破裂，日本经济高度全球化，对全球供应链风险非

常敏感。日本近年来跟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基本

形成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内强外韧”的供应链安全

政策雏形，实质是违背市场规律的经济问题意识形

态化和阵营化。其供应链离不开中国，最终还要回

归开放的全球化。 *

一

安倍时期，日本积极参与贸易协定谈判，赢得供

应链规则制定的区位优势。后安倍时代，日本进一

步提升围绕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自主性”和“战略不

可或缺性”，① 试图打造“内强外韧”的供应链体系。

第一，再度重视供应链安全问题。20世纪70～80

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以及愈演愈烈的日美贸易摩

擦，使日本开始重视供应链安全。伴随产业大规模

外迁至中国，日本开始注意到海外供应链集中带来

的安全隐患，21世纪初期就提出“中国+1”战略，以

规避制造业基地集中的风险。2011 年东日本大地

震造成零部件短缺，日本政府进一步重视供应链安

全问题，致力于避免自然灾害造成的供应链断裂。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借势将

供应链安全上升为经济安全保障的核心，推出

“2200 亿日元补贴日企转移供应链”政策，其“2021

年经济财政运营改革基本方针”指出，“供应链脆弱

性已严重影响国民生活，需从强化经济安全保障视

角出发，着力构建日本国内产业体系，提升重要物

资的生产与供给能力”。② 在征求经产界意见基础

上，岸田内阁于 2022 年 5 月正式推出《经济安全保

障推进法》，将维护供应链安全作为该法核心。日

本政府认为，有必要确保重要物资供应稳定，降低

对所谓“特定国家”依赖，防止外国行为影响到日企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 20VGQ004、21BGJ057）

的阶段性成果。

① 自由民主党、「『経済安全保障戦略策定』に向けて（提言）」、

https://www.jimin.jp/news/policy/201021.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 内閣府、「経済財政運営と改革の基本方針 2021」、https://

www5.cao.go.jp/keizai-shimon/kaigi/cabinet/2021/decision0618.html.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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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活动。① 该法标志着“维护供应链稳定、通过

‘强内韧外’方式获得供应链优势”正式成为岸田经

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第二，致力培育国内的供应链竞争力。首先是

强化关键零部件国内生产。设立国内投资促进事

业补助金制度，推动战略性物资生产企业回归本

土。针对供应链中断风险较大的半导体、汽车和机

械零部件、海上风电等，给予企业在建筑物建设、设

备投资、系统建设方面最高 100 亿日元补助金。截

至 2022年 6月，日本已开展三轮国内投资促进事业

补助金，预算分别为 2200亿日元、2108亿日元、600

亿日元。② 针对对供应链安全影响最大的半导体，

日本 2021年推出“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以强化尖

端半导体制造技术开发、完善国内半导体生产基地

建设。基于此，同年，日本设立了针对微芯片、功率

半导体生产企业的产业技术实用化开发事业补助

金制度，给予新生产设备或去碳化设备最高 150 亿

日元补助金。受此激励，日本部分关键零部件厂商

开始增加国内生产。例如，全球第二大闪存制造商

铠侠（Kioxia）2022 年 3 月宣布，在日本国内新建芯

片工厂（Fab2）以提高3D NAND闪存产量。

其次是加快新兴数字技术研发。据《经济安全

保障推进法》，日本计划推出“特定重要技术研究开

发基本方针”，为量子通信、人工智能、6G等新兴数字

技术研发提供信息与资金支持，并设立“协议会”推

动信息收集共享。加强新兴数字技术运用，推动企

业共享资源，提升供应链的可视化程度：一方面，促

进制造过程数字化，积极引入先进机器人、3D打印、

物联网等；另一方面，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在供

应链管理中引入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即时

掌握企业生产流程，及时根据顾客反馈调整生产内

容。③ 丰田开发的“营救”（RESCUE）供应链信息系

统，管理着从丰田算起、覆盖 10 级供应商的库存数

据，供应链受损的反馈时间从 2011年的 21天下降至

目前的0.5天。④

第三，构建多元化海外供应链体系。近年来，

日美在“印太”领域的经济合作日趋频繁，日本陆续

将东南亚、南亚等作为海外供应链支点，至 2022年 5

月与美国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初步形成了

“以日美同盟为主轴、以高新技术为核心、聚焦印

太”的海外供应链战略。

首先是日美双边供应链合作不断加深。2022

年 1月，美日印澳四方协调会上，日美共同呼吁“规

划全球行动计划中的供应链蓝图”。5月，日本经济

产业大臣荻生田光访美，就发挥美国半导体设计、

日本半导体原材料和制造设备优势共同建设地区

半导体供应链达成一致，计划共同加强人才培养、

研发 2纳米以下尖端半导体、制定出口管制合作计

划等。5月下旬，拜登访日并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

架”（IPEF），提出构建“有韧性的经济”（即供应链韧

性）这一目标，日本积极回应并参与“构建针对半导

体等战略物资”的库存与产能信息共享机制。

其次是推动“印太”供应链多边合作。2021年 3

月，日美澳印发表“关键技术供应链共同原则声明”，

提出“确保产品设计安全、建立高透明度供应网、评

估供应商是否诚信”。⑤ 2022年5月，日本公布了“印

太地区供应链韧性计划”8个批准项目，其中印度 6

个、澳大利亚2个，这些项目将于2023年3月实施，帮

助日企实现供应链可视化、物流升级、生产基地多样

化等。同期，岸田出访东南亚并发表声明，倡导“亚

洲未来投资计划”以提升区域供应链韧性。同年7月

19日，日本参加了美国主导的“2022年供应链部长级

论坛”，论坛声明了“国际伙伴关系”基础上的“透明、

多样、安全、可持续”四原则，剑指“印太”供应链。

再次是视东盟为稳定供应链关键支点。2020年

7月，东盟—日本经济部长会通过了《东盟与日本经

济复苏行动计划》，密切经贸合作关系，加强信息互

① 内閣官房、「経済施策を一体的に講ずることによる安全保障の

確保の推進に関する法律案」、https://www.cas.go.jp/jp/houan/208.html.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 経済産業省、「サプライチェーン対策のための国内投資促進事業

費補助金」、https://www.meti.go.jp/covid-19/supplychain/index.html.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③ 経済産業省、「通商白書 2021 年」、https://www.meti.go.jp/

report/tsuhaku2021/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④“丰田是这样顶住半导体不足影响的”，https://cn.nikkei.

com/industry/icar/44468-2021-04-21-05-00-30.html?start=1.（上网时

间：2022年6月13日）

⑤ 財務省、「重要技術サプライチェーンに関する原則の共通声明」、

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347897.pdf.（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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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增强企业供应链韧性。至 2021 年，日本对东盟

直接投资达8.9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8.3%，① 贸易总

额达24.8万亿日元、同比增长21.3%。② 2020～2022

年，日本共实施 5轮主要针对东盟的“海外供应链多

元化支援”事业，对从事半导体、汽车零部件、航空飞

机零部件、高性能材料、高性能燃料涡轮机、蓄电池、

医疗用品的上百家日企给与 1 亿～15 亿日元补助

金，泰国与越南是日企供应链调整的主要对象国。

第四，推动日企完善抗风险能力体系。首先是

制定提升供应链韧性的“业务可持续计划”（BCP）。

该计划指为缩短供应链恢复所需时间、降低企业损

失，在风险事件发生前制定的，包括从业人员安全

确认、财产损失情况查询、业务经营活动恢复等内

容的计划。BCP涵盖供应链风险识别、业务影响度

分析、业务可持续战略等，摸清已掌握的重要战略

物资与关键技术情况，以及供应链上游原材料与零

部件供货商的信息。例如，三菱商事集团专设危机

管理室作为风险处理司令塔，旗下 1700余家子公司

已制定BCP，重点监督 80余家重点公司的BCP制定

和实施，以掌握集团供应链风险点并调整应对方

案。通过制定BCP，部分日企发现了供应链安全隐

患，采取了缩短供应链长度、将生产地放在消费地

附近、构建多个供给途径等措施。

其次是建设高效安全的物流保障体系。日本

物流系统协会提出“物流概念 2030倡议”，借助信息

技术手段开发“同行业一体化”物流平台，以实现物

流流程的模块化和相互渗透。风险发生时，可以最

快速度调整供应链，转换运输线和生产线，增强抵

御供应链风险能力。例如，日立物流 2021年建设的

新一代物流中心，引入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搬运

车，实现了共同物流服务。此外，随着供应链安全

需求提升，部分日企开始自建物流部门。例如，日

本从事医药产品批发的东邦控股，2021年设立共创

物流公司负责内部物流。

再次是重视物资储备和商业保险。提出“战略

性冗余”概念，增加供给容易中断、难实现替代的零

部件与原材料的储备，确保抗风险能力。在政府引

导下，日企物资储备呈增加态势。例如，日本半导体

供应商 2021 年末的车载半导体库存同比涨 9%，达

524亿组；③ 石油企业自主开发权益量从2016年的66

万桶/天提升到 2022年的 100万桶/天；④ 农业经营者

2021年大米库存同比增长 10.1%，达 283公斤。⑤ 此

外，对“业务中断保险”（BI）在保障供应链安全上的

作用日益重视。日本损害保险协会调查显示，日本

中小企业2021年二季度参保额同比上涨14.8%。⑥

二

受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影响，国际形势中

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供应链成为

大国博弈焦点。加之产业竞争力下滑，日本追随美

国“重建”供应链。

第一，日本的全球化生产受到挑战。20世纪 80

年代后全球化蓬勃发展，日本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

立国，积极布局全球供应链以降低成本，形成“生

产”“投资”“消费”三头在外的外向型供应链体系，

海外生产比例从 2001 年的 24.6% 升至 2018 年的

38.6%。⑦ 伴随信息通信技术进步，日企将供应链不

同流程分散至不同国家，并追求极致零库存，导致

产品的零部件可能来自数十个国家，供应链脆弱性

显著提升。现有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的全球化生

产，无法有效应对持续增加的各类风险。例如，丰

田“准时制”（Just In Time）库存管理方式多次因供应

链断裂造成生产停滞，2022年 4月再次受疫情影响

① 財務省、「対外・対内直接投資の推移」、https://www.mof.go.

jp/policy/international_policy/reference/balance_of_payments/bpfdi.htm.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 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③ 日本経済新聞、「車載半導体在庫 2 四半期連続増」、https://

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177ZQ0X10C22A2000000/（上网

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④ 石油天然ガス・金属鉱物資源機構、「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

カ·ス・金属鉱物資源機構 第 4期中期計画」、https://www.jogmec.go.

jp/disclosure/content/300353497.pdf.（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⑤ 農林水産省、「生産者の米穀在庫等調査結果」、https://www.

maff.go.jp/j/tokei/kouhyou/kome_zaiko/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⑥ 日本損害保険協会、「保険種目別データ」、https://www.sonpo.

or.jp/report/statistics/syumoku/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⑦ 国際協力銀行、「2021年度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

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https://www.jbic.go. jp / ja / information/press /

press-2021/1224-015678.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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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调10%产量。①

全球化生产风险最为典型的是半导体和原油

企业，有 49.3% 和 79.8% 的日企将这两者视为企业

经营的主要负面因素。② 由于半导体缺货，2022年

5 月，日立不得不停止部分型号洗衣机的生产和销

售，三菱电机也推迟了新产品发布。由于原油涨

价，2021 财年，日本原油进口额暴增 256.2%，至

7801.7 亿日元，③ 单月贸易额从顺差变为高达 8427

亿日元的逆差。④ 受此影响，三井集团所属普瑞曼

聚合物公司以聚乙烯为主要生产资料，计划压缩

10%国内产能，并在2023年关停部分生产设备。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人员与货物移动受限、零部

件与原材料供应受阻，生产无法正常运行。2020年

疫情暴发初期，丰田国内工厂就因零部件短缺而将

产能下调 40%。2022年 4月，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

调研了 790家企业，七成受访企业表示生产经营受

疫情影响，近 3/4 大企业明确将调整全球供应链布

局。⑤ 受疫情影响，2021 年二季度至 2022 年一季

度，日本制造业的营业额增速从 20.1% 降至 9%，净

利润增速从159.4%降至18.4%。⑥

伴随全球变暖，极端气候现象愈发频繁，气候变

化的影响也非常显著。2011年 3月泰国特大洪水，

众多日企聚集的工业园进水，丰田、本田等在泰国的

整车工厂相继停产。2018年 7月西日本暴雨，马自

达总部所在的府中町受洪水袭击，无法将零部件运

至工厂，生产停止。2019年 10月，台风“海贝思”纵

贯东日本地区，小型建筑机械厂商竹内制作所生产

停止、销售停滞，当年利润下降 20%。⑦ 2021年 8月

日本九州等地持续暴雨，引发泥石流等严重自然灾

害，三井物产所属三池冶炼公司的冶炼设备浸水，生

产被迫中止，影响到汽车钢板的生产。此外，气候异

常导致的农作物减产，或进一步引发零部件和原材

料产地的社会动荡，最终也将传导至供应链。

第二，美国战略调整加剧日本的供应链风险。

美国依据所处供应链位置优势，通过一系列操作和

鼓吹，成功把供应链安全转变为全球性的制度安排

问题，使其成为遏制新兴国家的政治手段。自特朗

普开启贸易战到拜登“重建美国”，美国先后推出《出

口管制改革法》（2018年）、《过渡时期国家安全战略

指南》（2021年）、《建立供应链韧性、振兴美国制造、

促进广泛增长》（2021年）、《2022年振兴美国制造业

以及确保关键供应链的安全》（2022年）、《改善供应

链数据新举措》（2022年）等一系列加强供应链管制

的措施，着力塑造部分产业供应链内循环和去中国

化，确保其他国家不把供应链当作武器对付美国；要

求第三国厂商涉及美国管辖范围的出口产品，也要

遵守美国出口管制；在“印太经济框架”等双多边领

域推动数字基础设施韧性和安全性。日本处于中美

竞争前沿，且在贸易问题上受制于美国，美国战略调

整显著增加了日企采购、销售等环节的不确定性。

由于供应链高度集中，美国加快推动美中“脱

钩”已造成全球供应链紊乱，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因

应措施。日本对目前局势的焦虑感显著增加，近年

来官方文件反复强调“美中竞争下的国际政治风

险”。一方面，日本要考虑日美同盟关系采取追随措

施，甚至通过参与国际规则调整在大国竞争中火中

取栗；另一方面，日本要避免日企在经济竞争中遭受

损失，主动采取措施应对国际贸易规则改变、出口手

续变复杂。日官方称，参与美国贸易规则重塑、与美

积极讨论经济安全保障，就是要确保日本产品被美

欧市场接受，免于受到限制和打击。⑧ 受美国影响，

日本开始更多从地缘政治风险的角度看待世界，政

①“丰田宣布 5月全球减产 1成”，https://cn.nikkei.com/industry/

icar/48294-2022-04-19-10-36-17.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

② 三菱UFJリサーチ&コンサルティング、「我が国ものづくり産業の課

題と対応の方向性に関する調査」、https://www.meti.go.jp/meti_lib/

report/2020FY/000066.pdf.（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③ 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④ 財務省、「令和 4 年 4 月分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

go.jp/toukei/latest/index.htm.（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⑤ 日本経済新聞、「『コロナで供給網に影響』7割 製造では操業

停止も」、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59753400W2A400C2L61000/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⑥ 財務省、「法人企業統計調査」、https://www.mof.go.jp/pri/

reference/ssc/index.htm.（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⑦ 日本経済新聞、「竹内製作所の純利益32%減の61億円、今期

新 型 コ ロ ナ 響 く」 、 https://www. nikkei. com / article /

DGXMZO57872660Z00C20A4DTA000/（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

⑧ 日本経済新聞、「日米経済版『2プラス2』閣僚級格上げ、日本

が提案」、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79849230U2A200C2EA1000/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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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已现保守化倾向，在供应链问题上从重视资

源配置效率转变为重视维护经济安全，要“与有志国

家加强合作”。由于战略物资供给的不稳定性增加，

日企基于现实考虑把地缘政治风险纳入经营考量。

乌克兰危机带来的全球供应链震荡，根源也在

美国，并对日企业造成重大打击。一方面，北约东扩

与乌克兰危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方面，美西方

对俄制裁也是能源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加剧的原因。

此次危机加速了贸易格局重塑，也进一步损害全球

供应链稳定性，对日本影响也很大。日本经济新闻

主导的“日本企业社长 100 人调查”显示，近九成受

访者认为乌克兰危机将导致经营恶化，近四成表示

将导致2022年收益下降。① 一是影响能源。俄罗斯

是日本第二大煤炭供应国、第五大原油与天然气供

应国，伊藤忠、丸红、三菱商事等深度参与了俄罗斯

远东油气输送的“萨哈林”项目。日本参与对俄制

裁，将引发一系列长期性的能源供应调整。二是影

响半导体材料。乌克兰氖气产量占世界 70%、俄乌

两国氪占世界 80%、俄罗斯钯占世界 40%，伴随危机

长期化，日本半导体产能将被迫收缩。例如，日立正

探讨将在乌克兰的生产基地外移；日产只能靠库存

钯维持生产，后续有断货可能。②

第三，产业竞争力下降是深层次原因。长达半

个世纪的美国对日经济打压后，日本出现产业外移

“空心化”、市场萎缩“老龄化”、创新不足“落后化”，

GDP全球占比由 1995年顶峰时的 17.8%一路下滑至

2021年的5.2%。经济“二流化”的焦虑导致日本保护

主义再抬头，积极配合美国“遏华”。半导体和电子信

息业整体衰落是日本产业竞争力下降的标志。20世

纪 70年代日本高科技产业迅猛发展，80年代中期半

导体在全球市场占据压倒性优势，1988年达到全球

市场份额的 50.3%。③ 与之相伴，美国以国防安全为

由打响对日“半导体战”，采取限制进口、阻碍技术引

进和研发等恶劣手段，致使日本半导体产业没落，近

10年全球市场份额维持在 10%左右，2030年有可能

变“零”。④ 受此影响，再加上僵化的封闭式研发与生

产，日本电子信息产业也呈现衰落景象，出货额从

2000年的59.5万亿日元降至2020年的39.2万亿日元，

产业附加值从20.2万亿日元降至13.2万元日元。⑤

表1 日本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依赖度

单位：百亿日元

产品
类别

电话

计算机

计算机
零部件

音响

重电机械

医药品

汽车零
部件

2019年

自华
进口额

144.8

164.1

36.2

72.9

36.1

4.4

32.9

依赖度

85.5%

74.2%

69.1%

53.3%

54.4%

41.5%

36.9%

2020年

自华
进口额

133.6

189.0

26.9

75.6

32.7

4.5

25.4

依赖度

83.3%

78.5%

65.2%

59.2%

54.1%

43.5%

37.7%

2021年

自华
进口额

175.7

185.5

29.1

80.3

42.8

4.4

32.3

依赖度

88.6%

77.6%

63.7%

58.3%

57.3%

43.3%

39.2%

数据来源：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s://www. customs. go. jp /

toukei/info/（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注：依赖度=自华进口额/自世界进口额。

产业外移符合日企利益，却降低了日本政府对

供应链的掌控度。例如，日本电子信息产业外移至

中国，对中国产品的依赖日益加深。新冠肺炎疫情

暴发后这一趋势仍在加强，2021年日本在电话、计算

机、计算机零部件等方面对中国产品的进口依赖度

分别为 88.6%、77.6%、63.7%。⑥ 医药品、重电机械、

汽车零部件等也存在类似情况。按日本官方统计，

5000种进口品类中 1133种“依赖从中国进口”，占比

23%，超过对美国的 18.1% 和对德国的 8.5%。⑦ 由

此，日本政府认为自身供应链对单一大国中国依赖

度过高，需构建更具韧性的供应链体系，实现经济

① 日本経済新聞、「景況感『悪化』4割に増加 社長 100人アンケ

ート」、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213NN0R20C22A3000000/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 日本経済新聞、「希少資源に調達危機 ロシア・ウクライナ産 7

割依存も」、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KKZO58768540U2A300C2MM8000/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③ 経済産業省、「半導体戦略」、https://www.meti.go.jp/press/

2021/06/20210604008/20210604008.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④ 経済産業省、「半導体戦略」、https://www.meti.go.jp/press/

2021/06/20210604008/20210604008.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⑤ 経済産業省、「工業統計調査」、https://www. meti. go. jp /

statistics/tyo/kougyo/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

⑥ 財務省、「貿易統計」、https://www.customs.go.jp/toukei/info/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⑦ 内閣府、「世界経済の潮流（2021 年）」、https://www5.cao.go.

jp/j-j/sekai_chouryuu/sh21-01/sh21.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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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再平衡。①

虽然全球化水平很高，但日本产业政策的逻辑

底色仍是保护主义。明治维新中日本倡导“殖产兴

业”，禁止外国人从事商业、投资矿山等；二战后采取

“幼稚产业保护”，增收高额关税、设置进口许可、提

供各类补贴；时至今日，日本仍是发达国家中对进口

和投资保护最多的国家。日本政府喜欢培育产业，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国际局势，保护主义披上经济安

全“外衣”再次浮出水面。其认为不确定性风险加

大，产业政策覆盖面也应拓展至气候变化、经济安全

保障、全球资源配置、供应链安全等涉及产业竞争力

的方方面面，② 进而构建自主可控的生产体系，确保

国际分工中的“战略不可或缺性”。

三

日本跟随美国“重建”供应链，实质是经济领域

的意识形态化和阵营化，最大可能是降低经济效率，

最终还要回归基于产业竞争力比较优势的全球化。

第一，中短期内供应链调整与动荡并存。供应

链是一个复杂系统，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特点。

世界尚未从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走出，美西方的危

机应对政策又成为新危机的根源，经济扭曲显著推

高国际政治经济风险。深度嵌入全球化的日本，不

仅要面对合规、交付等传统商业风险，更要面对竞争

力下降、大国博弈、非传统安全风险叠加等挑战。供

应链政策不得不从“生产效率与成本管控”经济学视

角转向“权力与更广泛安全”政治学视角，突出安全

偏好，“强内韧外”。

强化供应链是日本当前的一项国策。一是加强

国内供应链建设。日官方称，只有国内产业体系完

善，才能确保战略性物资供应，进而构建可信赖的全

球供应链体系。③ 2018年以来，日本海外生产比率

持续下降，至 2021年落至 33.8%，化学、机械、汽车等

重点行业均大幅下降。④ 近两年，日本加大国内半导

体基地建设投入，相关预算已从 2021年的 347亿日

元迅速增至 2022年的 2617亿日元。⑤ 受政策影响，

日企国内库存显著增加，2022年5月工矿业库存率达

121.5%，⑥ 企业生产经营压力攀升。二是推动关键供

应链和供应链关键节点近岸化、联盟化。驱动日本

供应链开放布局的因素弱化，保守主义因素强化。

为确保战略物资供应稳定，避免过度依赖“地缘政治

风险国家”，日本积极配合美国在“可信任的友好国

家”建设供应链，推动“友岸外包”战略，供应链政策

随美起舞、借势谋利。日企在北美、东盟开展业务的

比率持续提升，两个地区的子公司占比分别从 2018

年的12.5%和28.4%升至2020年的12.6%和28.8%。⑦

忽视市场因素强行“重建”供应链，必然是一个

动荡的过程。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深化发展及其

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加深，曾一度被认为是实现世

界和平的重要推动力。日本以邻为壑的安全经济逻

辑，不仅不会带来其幻想的供应链安全，反而会因

“经济问题武器化”而恶化亚洲地缘政治形势，干扰

亚洲已有的RCEP等合作框架，增加企业成本、降低

经济效率，加剧供应链脆弱性，弱化乃至反噬世界和

平。日本经济界对此有较为清醒认识，质疑声不断。

第二，供应链发展最终仍要回归全球化。虽然

中短期美西方呈现逆全球化的供应链逻辑，但全球

化并不会停滞。人类历史上历次大繁荣都是开放的

产物，全球化最终将历经阵痛再深化。日本政府鼓

吹经济安全，企业界很无奈。

供应链调整并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结构性困

境。按日本央行的测算，日本潜在增长率一路下滑

至脚底，1990年左右还是 4%，1995年迅速跌至 1%，

2010 年后进一步落至 0%～0.5%。“安倍经济学”未

改变这一趋势，岸田“新资本主义”也有待观察。这

① 内閣府、「経済安全保障法制に関する提言」、https://www.cas.go.jp/

jp/seisaku/keizai_anzen_hosyohousei/dai4/teigen.pdf.（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 経済産業省、「経済産業政策の新機軸」、https://www.meti.go.jp/

shingikai/sankoshin/sokai/pdf/028_02_00.pdf.（上网时间：2022年7月10日）

③ 経済産業省、「令和3年版通商白書」、https://www.meti.go.jp/

report/tsuhaku2021/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④ 国際協力銀行、「2021年度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

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https://www.jbic.go. jp / ja / information/press /

press-2021/1224-015678.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⑤ 経済産業省、「令和 4 年度経済産業省関連予算案等の概

要」、https://www.meti.go.jp/main/yosan/yosan_fy2022/index.html.（上

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⑥ 経済産業省、「鉱工業指数」、https://www.meti.go.jp/statistics/

tyo/iip/result/b2015_202205sj.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⑦ 経済産業省、「第 51回海外事業活動基本調査」、https://www.

meti.go.jp/statistics/tyo/kaigaizi/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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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日本经济面临一系列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如

人口老龄化、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低迷、投资收益很

低、政府债务水平过高等，必须依托开放的国际市

场才能克服。2021 年商品及服务出口对经济增长

的贡献度达1.8%，而国内消费贡献度仅0.6%。①

自由贸易才是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供

应链安全政策与自由贸易国策冲突，不仅降低经济

效率，还会增加企业和社会负担。一是增加企业生

产经营成本。最直接的，日企既要符合政策要求，

又要绕开“脱钩”政策，只能在“备用生产线”“库存”

“安全专人专岗”等方面增加投入。调研显示，企业

总支出增加 5% 左右，② 全球化生产布局优势被浪

费。丰田等已形成精益化的全球供应链运作管理

模式，是其最重要的国际竞争力来源，若被迫调整，

对其而言将是极其痛苦的过程。二是增加社会负

担。例如，疫情暴发后日本政府向兴和、伊藤忠和

松冈采购了 90亿日元口罩。由于生产线从中国迁

至缅甸，口罩不合格率居高不下，造成社会浪费。

第三，提高产业竞争力是供应链安全的根本。

归根到底，供应链安全与否要看产业体系完不完

善、竞争力强不强。日本政府认为，新一轮科技革

命带来的自动化、智能化水平提升，能显著增强企

业变革力，提高生产效率和生产稳定性，进而降低

供应链风险。③ 借助 5G、人工智能、量子等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供应链整体可视化，能够及时准

确把握供应链的动态与风险点，确保最优库存规

划、物流运输顺畅、生产平稳进行，降低供应链中断

时的恢复时间。④ 此外，日本还重视补齐供应链短

板，如推动国内半导体产业向上下游延伸。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供应链问题，更是国家创新

能力问题。日本政府专设数字厅，推出“实现数字

社会改革基本方针”“数字管理实行计划”“信息技

术导入补贴”等；推动 5G、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

等在企业供应链维护、交易、物流中的应用；为中小

企业提供“制造业补贴”进行供应链技术改革。这

些措施正逐步发力，作用逐渐显现。促进新一代信

息技术在企业供应链体系中的应用，实现供应链可

视化，建设关键零部件与原材料库存管理体系，推

动企业间数据信息共享，将成为构建未来产业竞争

力的重要抓手。

官民配合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方法。日

本政府将企业纳入规则制定过程中，积极征求企业

意见，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2022年6月，经产省

成立数字化时代全球供应链高度化研究会，通过官

民合作方式共同推动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共同制定

数据流通规则、共享标准等。BCP等不仅是抗风险

措施，还与企业竞争力紧密相关。截至 2022 年 5

月，共有 2378 家日本中小企业制定了 BCP，有效提

升了中小企业防范供应链中断风险的能力。⑤ 政府

主导下的BCP体系构建，有助于中小企业关注更广

泛的供应链风险，提升国际竞争力。

结语

中日所在的东亚地区是世界三大经济圈之一，

两国供应链深度融合。日本强化供应链安全的做

法正在破坏地区价值纽带，损害东亚的全球竞争

力。中日关系和则两利，对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也

具有重要意义。⑥ 如何跳出以邻为壑思维深化经贸

合作，进而实现双边关系稳定，是摆在时代面前的

重要课题。

即使是最困难的时期，中日经贸往来也未中

断。经过几十年发展，两国经济关系密切，年贸易

额超 3100 亿美元，中国连续 14 年是日本最大贸易

伙伴，⑦ 也是日本半导体相关产品和化工原材料的

重要购买国。在华供应链已成为日企全球供应链

① 内閣府、「国内総生産（支出側）及び各需要項目」、https://

www.esri.cao.go.jp/ jp/sna/data/data_list /sokuhou/files/2021/qe214/

gdemenuja.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② API、「日本の主要 100社が答えた『経済安全保障』の本音」、

https://apinitiative.org/2021/12/24/30738/（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③ 経済産業省、「2021 年版ものづくり白書」、https://www.meti.go.

jp/report/whitepaper/mono/2021/index.html.（上网时间：2022年7月15日）

④ 日本経済新聞、「試練続く小売企業、今検討すべき5つの技術

戦略」、https://www.nikkei.com/article/DGXZQOUC27BC80X20C22A4000000/

（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⑤ 阿部裕樹、「中小企業と小規模事業者のBCP 導入マニュア

ル」、中央経済社、2020年、第36頁。

⑥ 胡继平：“稳定中日关系需要克服诸多挑战”，https://mp.

weixin.qq.com/s/Jrz0rhklF7CJb5Gpq4ILnw.（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⑦“中国同日本的关系”，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

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sbgx_676840/（上网时间：2022年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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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部分。中国作为东亚经济圈的核心，日本供

应链很难与中国“脱钩”，反而要在研发、市场等环

节强化对中国的倚重。中国市场对日企而言魅力

巨大，47% 日企认为中国是未来 3 年最有潜力开展

海外业务的国家，高于美(32.8%)、印（38.0%）。①

即便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两国贸易和投资仍

在深化。2021年，双边贸易同比增幅达到 17.1% 的

历史新高，其中机电音响设备及其零件、化学工业

及其相关产品、贱金属及其制品等主要贸易品均出

现显著增长，分别为 68.1%、87%、88.9%。同年，中

国实际使用日资金额同比增长 16%，达 39.1 亿美

元。② 大型工业机器人制造商发那科与安川电机均

决定增加对华投资，以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需

求。采取中国本地化生产经营策略的松下，2021财

年在华家电业务增幅高达 119%。③ 部分从中国转

出的日本工厂，也是基于成本和市场考虑而非安全

因素，且并未脱离以中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

日本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两国都在地区供

应链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于新能源、公共卫

生、健康养老、第三方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空间广

阔，进一步深度融合符合双方和地区的共同利益。

用所谓“价值观”“安全观”干涉市场行为，将经济问

题政治化、复杂化，最终可能养痈为患，长远危害地

区稳定和日本自身的利益。○
（责任编辑：王锦）

① 国際協力銀行、「2021年度わが国製造業企業の海外事業展

開に関する調査報告」、https://www.jbic.go.jp/ja/information/press/

press-2021/1224-015678.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月报”，http://data.mofcom.gov.cn/lywz/

inmr.shtml.（上网时间：2022年6月13日）

③ パナソニックホールディングス株式会社、「2021年度決算概要」、

https://holdings. panasonic / jp / corporate / investors / pdf / 2021_full /

financial_results_j.pdf.（上网时间：2022年7月21日）

（接第44页）明其认识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

但出于霸权思维的惯性，自由鹰派这种“竞争性

共存”的政策思路往往难以自洽。其一面声称联合

盟友伙伴不是为了打造“反华同盟”，一面又呼吁“民

主国家团结一致向中国展现不一样的愿景模式”；一

面宣称“美方目的是通过稳定、和平的竞争把中美两

国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一面又提出“用更加锐利

的手段防范中国获取优势”；一面主张对华合作的必

要性，却又时刻不忘强调合作“不是为了换取好处或

政治上的让步”。这种两面的对华态度既源于自由

鹰派对霸权地位的迷恋，又反映出其与新时代中国

相处的困惑，还让主张对华“超强硬”的共和党鹰派

找到话柄。因而，自由鹰派对华政策在现实中凸显

竞争和对抗的色彩，合作则受到制约。

随着拜登政府临近执政中期，其初期享有的民

意支持和政治优势正因国内外挑战的延宕而有所

松动，共和党着眼中期选举实施政治反扑的力度在

增强。自由派人士建议拜登政府从当年杜鲁门改

革及冷战历史中吸取经验；保守派人士则将拜登政

府的当前困境类比为 20世纪 70年代末卡特时期美

国的内外困境，试图对民主党再现一场“里根式保

守主义的胜利”。引人深思的是，历史上分属不同

政治阵营的杜鲁门和里根，却都在国内外局势深刻

变动的背景下不约而同地选择强硬应对苏联。这

表明，即便美国仍保留对华政策局部缓和的可能

性，但系统性的竞争态势将超越政治周期而长期维

持下去。美国这种日益激烈的“战略竞争”姿态明

显加剧中美关系紧张，使得双方冲突风险上升，并

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世界共同利益。

一些美国战略人士已经对拜登政府维持对华

高强度竞争的危险性提出警示。“现实世界中，诸大

国并立共存、相互竞争，没有哪个大国会在外国的

反对下解体，也没有哪个大国会取得全盘胜利。没

有什么比避免滑向战争更重要的了。”① 面对国际政

治经济关系深度调整、跨国性安全挑战日益突出的

战略现实，无论是自由鹰派还是美国其他政治力

量，都需要以更加理性务实的态度看待和处理对华

关系，而不是将对华政策和霸权维系紧紧捆绑。○
（责任编辑：王锦）

①“Biden’s China Policy Needs to Be More Than Just Trump Lite,”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2/01/25/bidens-china-

policy-needs-to-be-more-than-just-trump-lite/（上网时间：2022年5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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