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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 70 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然形成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但仍然存

在相互投资不均衡、非理性竞争加剧等问题。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作为主要参与力量，中美日的大国关系变

化也将影响中日经济走向，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美国的战略收缩也在改变

着日本的战略选择。另外，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新天地；中国实现新时代战略目标需要借鉴日本经

验；“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新平台。整体来看，近中期的中日经济关系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

发展，中日两国也将在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共同应对老龄化等前沿、重点领域继续深化合作。在全球变

局下，中日经济关系会遇到各种挑战，但仍将保持健康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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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经过 70 年的长期合作与磨合，中日经济关系已构筑了坚实

的基础，形成了互惠互补、互利共赢的良好局面。中日经济关系是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更是中日关系的基础。在政治关系紧张时，经贸合作是“压舱石”，在政治关系比较顺利时，经

贸合作则是“推进器”。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日经济关系已经远远超出了中日两国的国

界，与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当前，中日两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的共同利益和共同

关切不断增多，加强协调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断增强。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经济全球化

的冲击程度还难以估量，在这种关键而且复杂的时刻，不断营造自由、开放、包容、有序的国际

经济环境，加强中日经济合作不仅对中日双方，而且对东亚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发展

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全球大变局、大调整也将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新挑战和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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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本文拟在解析中日经济关系发展历程、现状、课题的基础上，探讨全球大变局对中日经济

关系的影响与带来的机遇，并对中日经济关系的新趋势做出预测分析。

一、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历程、现状与课题

综观 70 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日经贸合作走过的历程，尽管也出现过一些波折，甚

至也出现过矛盾与摩擦，但主流是好的。中日经济关系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方方面

面，因此需要归类分析，笔者认为目前的中日经济关系主要由双边贸易、相互投资、双边财政

金融合作和中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四大支柱构成。2017 年以来随着中日

政治关系的改善，双方经济关系也出现了全面恢复，但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中日经济关系的历程与现状

1. 双边贸易

中日贸易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1972 年之前，以民间贸易为主，规模

很小，直到 1978 年中日贸易额还不足 50 亿美元。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日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进入 21 世纪之后步入快车道，双边贸易总额几乎每五年上一个新台阶，2002 年突破 1000 亿美

元大关，2006 年超过 2000 亿美元，2011 年超过 3000 亿美元。［1］2012 年由于日本政府挑起“购岛”

闹剧等原因，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双边贸易也随之出现连续五年的负增长。2017 年随着

中日关系的改善，双边贸易终于摆脱了负增长，2018 年继续保持正增长。据中国海关总署统

计，2018 年中日贸易总额为 327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8.1%，其中对日出口 1470.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7.2%，自日进口 1805.8 亿美元，增长 8.9%（参见图 1）。日本居欧盟、美国、东盟之后，为中国

第四大贸易伙伴，按国别计算日本继续保持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另据日本财务省统

计 ，2018 年 日 中 贸 易 总 额 为

357.7 亿美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7.4%，日本对华出口 1802.4 亿美

元，增长 9.3%，自华进口 1735.4

亿美元，增长 5.5%。中国继续保

持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令人欣喜的是，2019 年中国超过

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出口市场，

日本对华出口占日本对外出口

总额的 19.5%，超过美国 0.5 个百

分点。

2. 相互投资

1979 年日本开始进行对华直接投资，从而开启了中日全面经济合作的新阶段。40 年来，

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力推动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迅速，实际到位金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每年数千万美元，到 90 年代的每年 30 亿美元左右，再到 2012 年的 73.5 亿美元，虽然

有起有伏，但基本趋势是上升的。然而，2013 年以来受中日关系恶化等因素的影响，日本对华

图1 中日双边贸易额的长期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资料和《海关统计》每年第 12 期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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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投资出现了连续四年的负

增长。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和中

日关系的改善，2017 年日本对华

直接投资终于扭转负增长局面，

实现了 5.2%的正增长，2018 年又

出现了更高的正增长。据商务

部的统计，2018 年日本对华直接

投资实际到位资金为 38.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16.5%（参见图 2）。

2018 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排在

中国香港特区、新加坡、中国台

湾地区、韩国、英国之后居第六

位，比上年位次下降了一位，但

从国别（地区）来看日本仍居第四位。截至2018年底，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实际到位金额 1120 亿美

元，居中国吸收外资来源地的第三位，从国别（地区）来看居第一位，依然是中国外资主要来源国。

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较快增长相比，中国对日直接投资略显逊色。中国对日直接投资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虽然起步较早，但当时只是以设立在日办事机构为主，投资规模很小，

发展缓慢，直到 2008 年以后，年投资规模才超过 5000 万美元，2010 年达到 3.4 亿美元，2011 年又

降为 1.5 亿美元，2013 年又升至 4.3 亿美元，经历 4 年的下降与调整，2017 年又恢复到 4.4 亿美

元。①据商务部初步统计，2018 年，中国对日非金融类直接投资额为 2.51 亿美元，同比下降

42.3%。不难看出中国对日直接投资不仅规模较小，而且不稳定，起伏较大。目前中国对日直

接投资涉及软件、机械、电子等领域，其中服务业和商业仍是主要领域。从日本的国内经济环

境来看，经济资源特别是资金呈现出向“东京一极集中”的趋势，导致地方经济萎靡不振，与经

济发达地区相比，这些落后地区更积极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说明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发展潜

力还很大。

3. 中日财政金融合作

中日政府间的金融合作始于 1979 年的对华日元贷款，截至 2008 年，日本对华日元贷款总

额达 3.3 万亿日元，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除了双边的金融合作外，中日还

积极参与了区域金融合作。1997 年亚洲金融风暴后，中日韩与东盟十国签署了《清迈倡议》，

对于防范金融危机、推动区域货币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 年 6 月，中日两国决定进行人民

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承诺双方互购国债，这意味着双方金融、财政领域的合作迈上了一个新

台阶。日元是国际储备货币之一，人民币和日元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经贸往来，而且对东

亚地区的金融深化，摆脱“美元依赖”，具有示范作用和潜在影响。而中日两国互购国债对于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2017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8，第 45 页，http://fec.mofcom.gov.

cn/article/tjsj/tjgh/201809/20180902791493.shtml。

图2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变化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网站数据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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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散双方的外储风险，摆脱美元影响，深化双边经贸合作也具有战略意义。

然而，由于中日关系恶化等原因，2013 年至 2016 年中日之间的财金合作大幅度后退。上

海资本市场的人民币—日元直接交易额，从 2013 年下半年开始下降，直到 2017 年才得以恢

复。从互购国债来看，中国购买日本国债已实际进行，初始阶段数额也较大，到 2012 年中国购

买日本国债已达 18 万亿日元，此后一路走低，2017 年又开始回升。但遗憾的是，2012 年日本曾

承诺购买中国国债 100 亿美元，此后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而搁浅，直到现在也未能付诸实施。

随着中日关系的改善，2018 年中日两国在金融合作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10 月中国人

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协议规模为 2000 亿元人民币/34 000 亿

日元，其目的在于维护两国金融稳定，支持双边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央

行还签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①2019 年 4 月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正式

开始日本人民币业务清算。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中日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入

了一个新阶段。日本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则有利于中日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

进行跨境交易，进而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4. 中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

中日两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建设方面的合作始于亚洲金融风暴后的一系列合作，最

初是中日韩与东盟 10 国的“10+3”合作机制，此后又开始了 RCEP 和中日韩 FTA 的探索，2012

年上述两个自贸合作机制谈判正式拉开帷幕。

RCEP 是东盟+6 成员国间相互开放市场、实施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的区域合作协定，该区

域涵盖约 35 亿人口，GDP 总和将达 23 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 1/3，一旦谈成将成为世界最大

的自贸区。截至 2019 年 5 月，RCEP 谈判举行了 20 多次谈判和 15 次部长级谈判。毋庸置疑，

中日两国在整个谈判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举足轻重。2017 年以来，RCEP 谈判进程开始全面“提

速”，谈判任务完成度提升到接近 80%。李克强总理表示，RCEP 是基于 WTO 规则基础上更高

水平自贸协定的区域合作协议，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的背景下，这一协定的达

成，有利于区域各国向世界发出积极信号。［2］

中日韩自贸区是一个由人口超过 15 亿的大市场构成的三国自由贸易区。建立中日韩

FTA 如能谈成，将实现三国间货物、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来往，促进各国产业调整和经济发展。

截至 2019 年 5 月，中日韩 FTA 举行了 15 次谈判，其中包括 7 次部长级谈判。中日韩 FTA 三方

谈判之所以未能进入实质性谈判，除了经济和技术上的原因外，美国因素以及中日之间、日韩

之间的紧张关系使高层迟疑，这一政治原因无疑也是谈判的重大障碍。前一个时期，由于众

所周知的原因，三方领导人聚首会晤的机会很少，而要推动这样重大的三方谈判，必须要有高

层甚至顶层推动才能见效。2017 年以来，中日关系、中韩关系都得以改善，李克强总理在 2018

年 5 月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指出，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更应坚定地站在一起，维护以

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做法。要提升区域经济

一体化水平，加快中日韩自贸区（FTA）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① 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8 年 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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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RCEP），引领推动制定东亚经济共同体蓝图。

随着 RCEP 谈判的提速，中日韩 FTA 谈判也会加快谈判速度，最后要形成一个比 RCEP 更

高水平、更高质量的自贸区。目前从日本选择的顺序来看，排在首位的是 CPTPP 扩容，接下来

是 RCEP 谈判，排在最后的是中日韩 FTA。不过，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随着中日关系

的进一步改善，日本原来设定线路图也存在改变的可能性。

（二）中日经济关系的课题

1. 相互投资的不平衡

国际投资理论与实践表明，两个较大经济体间的相互投资若能达到平衡状态则最为理

想。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虽然也有波动但总体发展良好，截至 2018 年底，日本对华累计直接投

资存量高达 1120 亿美元，但中国对日累计直接投资存量仅为 44 亿美元，仅仅是前者的 3.9%，

非常不平衡。不得不承认，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停滞不前，除了经济因素外，与日本经济社会的

封闭性、排外性以及与企业相互持股等企业经营惯行等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两国的政治制

度、价值观不同、美国因素的影响以及国民感情长期恶化密切相关。要想扭转这种局面，中日

双方都需要做出努力，日本今后应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其国内的营商环境，尤其是要摒

弃冷战思维，改变对中国资本、中国企业的歧视性行为，一视同仁。当然，日本投资环境的彻

底转变尚需时日，不过，近年来日本政府也确实一再提出要通过积极吸引外资来提振地方经

济。在“安倍经济学”中明确提出了“吸引外资倍增计划”，即要将外资存量从 2012 年的 17.5 万

亿日元提高到 2020 年的 35 万亿日元。目前中国对日直接投资存量为 44 亿美元，仅占日本吸

引外资存量的 1.6%左右，①这意味着未来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有意向去日本投资

的中国企业，需要进一步增强对日本的法律、法规以及日本市场、日本企业经营惯行的了解，

要提升自身的经营能力，更好地适应日本市场的发展需求。

2. 相互往来的旅游人数不平衡

近年来，随着中国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境旅游人数迅速增长，其中赴日旅游人数

增加尤为显著。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自 2014 年以来，中国访日游客每年几乎都以 100 万人次

的速度逐年增加，2014 年为 241 万人次，2015 年猛增至 499.4 万人次，2016 年 637.3 万人次，2017

年 735.58 万人次，2018 年又达到 838.1 万人次，与上年同比增长 13.9%，占当年全世界赴日游客

总人数（3119 万人次）的比例高达 26.9%。2018 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 1.537 万亿日元，占访日游

客在日消费总额（4.5 万亿日元）的 34.1%。［3］［4］2018 年中国游客在日本消费的 1.5 万亿日元，相

当于日本名义 GDP 总额（548.5 万亿日元）的 0.3%，而当年日本名义 GDP 增长仅为 0.6%，可见其

对当年日本经济的贡献率非常之高，换言之，“中国爆买”已成为拉动日本经济复苏的重要力

量。与此同时，众多的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也增进了对日本的理解，不断扩大的人员交往也起

到促进两国关系迅速改善的积极作用。

然而，与中国赴日旅游人数不断增加相比，日本来中国旅游的人数却处于徘徊或下降状

态。据日本观光厅的统计，2013 年日本来华游客为 287.5 万人次，2014 年降为 271.8 万人次，

①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测算，2018 年日本吸引外资存量约为 29.9 万亿日元，约折合 2727 亿美元，44 亿美元约为其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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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再降为 249.8 万人次，2016 年回升为 258.7 万人次，2017 年增加到 268 万人次。2016 年以

来虽然有所增长，但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与 21 世纪头十年的每年 350 万人次左右相比仍处于下降

状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近 20 年来日本居民收入一直处于负增长或微弱增长

状态，而且由于日元贬值，日元购买力下降。由于经济能力所限，日本人出境旅游总体低迷，

2000 年以来，平均每年赴海外旅游的人数仅为 1700 万人次左右。［5］日本民众好容易积攒点钱，

往往选择更向往的欧美地区去旅游；第二，担心中国的环境食品安全问题。中国的雾霾、水质

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被日媒放大宣传，对日本普通居民影响很深；第三，中日关系恶化，由于

日媒对反日游行以及个别地区的对日过激行为的渲染，使不了解真相的日本居民对中国的厌

恶感和恐惧感增强，甚至担心旅游安全问题；第四，中国的旅游服务还有待提高。在改革开放

初期，来中国旅游的日本客人受到很高规格的接待和优质服务，但现在的接待服务水平和饮

食服务与过去反差较大。

3. 中日之间非理性竞争加剧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前，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主要是中国从日本进口先进的技

术和生产设备，日本在中国投资设厂，设立生产基地，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最终产品

出口至欧美最终消费市场或返销日本市场，因此这一时期中日之间几乎未发生明显的竞争和

摩擦。9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也随之上升，进入 21 世纪后

中国的彩电、电冰箱、洗衣机、手提电脑等家电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

在中低端家电领域出现了一些竞争，但这一时期的竞争基本属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正常竞

争，其结果是以日本退出中低端家电最终产品的生产而告结束。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竞

争是很自然的现象，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这种以市场规律为主因的竞争结果，使中国家电

产业得到稳步发展，也使日本的产业结构得到进一步升级。

但是，进入 21 世纪以后，中日之间开始出现以政治争斗为背景的非理性竞争或曰恶性竞

争。20 世纪 90 年代末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在这种背景下，中日经济摩擦也开始上

升，例如，2001 年 4 月日本政府在事先没有与中国政府进行协商的情况下，突然宣布针对中国

进口的鲜香菇、蔺草和大葱实行了为时 200 天的紧急措施。而中国被迫进行反击，随即对来自

日本进口的汽车、空调和手提电话征收 100%的特别关税。最后通过协商，双方在当年 12 月份

都取消了施加的限制措施。此后又出现过若干摩擦，如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等等，特别是

2010 年以来，中日之间的恶性竞争进一步升级，中国在第三方市场进行项目投资常常被日本

搅局。尤其是中日两国在高铁领域的竞争愈演愈烈，围绕印度尼西亚“雅万高铁”的恶性竞争

就是典型事例。可以推断，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中日企业之

间的正常竞争还会增强，恶性竞争也难以避免。

二、全球大变局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群

体性崛起，正在改变国际力量对比。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全球治理正在从过去的“西方治

理”向“东西方共同治理”转变，而且这一历史潮流不会逆转。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6 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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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百年大变局，世界之变，地区之变，中国之变，一则

中国处于变局之中，二则中国是变局之中最有影响的因素。［6］这种全球大变局必将对中日经

济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全球大变局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的机遇

1. 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对中日经济关系产生正向影响

全球大变局的本质，是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中国的和平崛起是全球大变局的基本因素，

到 21 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全球强国，国际政治格局逐步走向西方和非西方力量之间的基本均

衡。但是，在现今和可预见的未来毕竟还将处于两种势力竞争和碰撞的时期，全球变局充满

风险。特别是美国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试图用“美国优先”的单边战略压制中国。正是

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对中国挑起了贸易争端，但是，中国并不愿意与美国争霸，更不想也不愿

意与美国发生冲突，遗憾的是美国并不理会，依然采取“霸凌主义”的方式频频向中国发难，可

以预料中美之间的博弈将是长期性的。很显然，由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在中美战略博弈

中，日本基本会站在美国一方。

但是，事态将会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而改变。过去日本一直是东亚地区的中心国，其经

济总量在 2010 年被中国超越后，日本很不适应，对中国的许多行动难以接受。但经过八、九年

的时间，2018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达到日本的 2.73 倍，［7］迫使其又不得不正视中国经济的迅

速发展，更唯恐不断增长的中国巨大市场失去日本的份额，这种矛盾心理的存在决定了日本

对华关系、对华政策是可变的。众所周知，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中日关系出现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变化。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2017 年中日关系开始迅速回暖，2018 年进一步升温，当年

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双边关系跃上了新的台阶，中日经济关系也随之出现全面恢复。从

大的趋势来看，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上升，全球变局下的中日经济关系会向有利于中国的方

向变化。

2. 美国的战略收缩正在改变日本的战略选择

特朗普上台以后，不断“退群”，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后又退出

《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万国邮政联盟，甚至还扬言退出世贸组织（WTO）。美

国的全球战略收缩，不断“退群”，让长期存在于地区和国家间的许多问题因为“去美国化”而

再次浮出水面，这客观上为各地区和各国重新定位自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机遇窗

口。促使日本快速走进中国、走进“新日本”，则是上述“机遇”在亚太地区的表现之一。［8］让日

本最为恼火的是特朗普上台后马上退出了 TPP，也恰恰是这一行动推进了日欧 EPA 谈判的成

功，也成就了日本主导的 CPTPP，使日本成为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捍卫自由贸易的卫士，其国

际影响力得到很大提升。

CPTPP 和日欧 EPA 的生效不仅使日本自贸区覆盖率提高到了 36.5%，也使日本在与美国、

中国进行博弈中增加了砝码。例如，由于 CPTPP 的生效，加拿大对日本出口的牛肉等农产品

实行零关税政策，而同为“新北美自贸区”成员的美国农产品出口到日本市场将被征收很重的

关税，由于日欧 EPA 和日澳 EPA 的生效，欧盟、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农产品在出口日本市场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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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在 2019 年 4 月 16 日开始的日美货物贸易协定首轮部长级谈判中，美方

要求日方给予美国出口日本农产品与 CPTPP 同等或相近的待遇，对此，日方明确予以拒绝，不

仅如此，还明确表示日本将不会接受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设限的要求。另外，4 月 23 日自民党

干事长二阶俊博在来中国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前夕的记者会上指出，

“日本并非看美国的眼色来处理中日关系，日本作为主权国家要以自身的判断来处理对华关

系。美国若有特别的意见，我们也知晓，但并不想按美国旨意行事”。日本之所以态度如此强

硬，如此有底气，主要源自 CPTPP 和日欧 EPA 的生效以及与中日关系的改善。毋庸置疑，弱化

或减少美国因素的干扰，将有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

3. 中美贸易战或将成为中日经济关系加速发展的契机

美国对中国挑起贸易摩擦可以说是在全球变局背景下中美博弈的重要回合，由于美中两

国分别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贸易摩擦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两国范围，对全球经济

的预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对美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经济关系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据 IMF 的估算，如果美国对中国出口的 5000 亿美元产品增加 25%的关税，美国 GDP 将

会减少 0.9%，中国 GDP 将会减少 0.6%，全球 GDP 总量将会减少 0.4%，在这种背景下日本 GDP

将会减少 0.5%~0.7%。当然，在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剑拔弩张的中美贸易争端在 2018 年 12

月以后有所收敛，上述景象可能不会出现。中美贸易谈判正在进行当中，但谈判过程十分艰

难，一波三折，最终结果尚待观察。

不过，中美贸易争端结束后，接下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对日本进行贸易方面的打压，

这对日本经济会产生负面影响。2017 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为 688 亿美元，是仅次于中国（对美

贸易顺差 3752 亿美元）和墨西哥（对美贸易顺差 711 亿美元）的美国第三大贸易顺差国。就美

国而言，对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正在挑起激烈的贸易争端，而对第二大贸易顺差国墨西哥

则通过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增加贸易保护主义内容得以解决，接下来的目标只

能是日本。2019 年 4 月举行的日美货贸谈判的第一轮部长级谈判，美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减少

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据日本财务省统计，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品目中，汽车以及汽车配件约

占 76.6%，所以这次谈判中，美国的主要诉求就是使日本减少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的对美出口，

同时还要扩大美国对日农产品的出口。假如日本通过自主规制等方式将对美汽车出口减半

的话，将直接导致日本 GDP 减少 0.5%，如果再加上波及效应，GDP 减少幅度还会增大。［9］

为了减少中美贸易争端以及可能出现的日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损失，日本加强了对华进

出口力度，在“贸易转移”原理的作用下，2018 年中日双边贸易出现较快增长，日本对华直接投

资也取得较高提升，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揭开序幕，金融合作方兴未艾，中日共同参与的

RCEP 谈判也进入快车道，2019 年内可望完成实质性谈判。从结果来看，全球大变局特别是中

美贸易争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日关系的变化，也给中日经济关系带来了一些正向影响。着

眼未来，从共同应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来看，中日合作大于竞争。中日经贸关系密切，中国是

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出口市场，失去中国市场对日本经济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中

国也应当汲取教训，在经济方面不应过度依赖美国，如果能通过贸易转移的方式将中日贸易

额从现在的 3200 多亿美元扩大到 4000 亿美元或 5000 亿美元，将中美贸易额从现在 6000 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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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减到 5000 亿美元或 4000 亿美元，中美贸易摩擦就会缓解很多。总之，此轮中美贸易争端

结束后，日美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上升，届时中日两国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步调将会更趋于

一致，共同的利益将会驱动中日经济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

（二）中国进入新时代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1. 实现新时代的战略目标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中国进入新时代已成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也成为主导全球大

变局向正确方向发展最重要的积极力量。党的十九大围绕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的历史使命，提出分两步走，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确立了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方向标和路线图，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加强中

日经济合作很有必要。目前，日本经济虽面临诸多难题，但实力犹在，创新能力尚存，即便到

2050 年仍将是世界经济强国和贸易强国，日本还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进步，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都在发生变化，已由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在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过程中，离不开国际

合作，当然也离不开同日本的经济合作。日本在解决经济社会矛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

验，当然也留下了许多深刻的教训，中国继续做好同日本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可收到事半功倍

的效果。

2. 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新天地

新时代为中日经济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因篇幅所限，只能做简单概述。近年来出

现的中国赴日游客在日本“爆买”的现象，反映出中国制造业水平与日本相比还存在差距和不

足，同时也说明中日之间的产业与技术合作更是大有可为。日本的“工业 4.0 战略”与“中国制

造 2025”若能实现对接，将大大提升两国在产业领域的合作。日本拥有较高的研发水平及核

心零部件生产能力，中国具有巨大的制造业产能，互补性极强。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景下，中国在解决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过程中，将推动

经济增长模式从重视数量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短期内

以“三去一降一补”为主要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将继续进行。据此可以预测，今后中日

经贸合作模式也会发生转变，将从重视数量转向重视质量发展，在节能环保、保护生态、数字

经济、工业机器人以及共享经济等方面会进一步加强，在这些领域中日双方存在明显的互补

性。十九大重申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发展理念，为中日经济合作指明了新

的方向。

3.“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平台，目前已有 150 多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事实证明，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世界

各国发展提供了新机遇，也为中国开放发展开辟了新天地，［10］当然也为中日经济合作提供了

新平台。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日本不仅应是“一带一路”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也会成为

主要的受益者。［11］“一带一路”建设一直向日本企业敞开大门，欢迎日本企业参与，中日合作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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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开拓第三方市场的前景广阔。中国和日本在“一带一路”建设方面虽然存在竞争关系，但合

作是主流。中日各自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日本在生产设计以及技术研发方面占有优势，而

中国则在人力资源以及机械组装等方面拥有优势，中日可以充分发挥双方的比较优势，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物美价廉的公共产品。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初期，日本政府追

随美国采取抵触态度，甚至企图用“印太构想”与其相对冲，至今也未明确表示认可和参与“一

带一路”倡议，不过最近态度发生一些积极变化，今后随着“一带一路”成果的不断扩大，相信

日本政府还会出现更积极的变化。与政府的优柔寡断相比，日本的许多企业已经在积极参与

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建“一带一路”顺应全球化的历史潮流，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

平台，日本企业的积极参与也用实际行动推动着中日经济合作的健康发展。

三、未来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新趋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新一轮的大变局、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

序深度调整，各种变化错综复杂，各种矛盾相互交织，挑战与机遇并存，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

显增多。但总体而言，中日经济合作的领域会越来越宽，全球大变局有利于中日经济关系的

发展。

（一）中日经贸合作近中期基本走向

中日经贸关系的走向主要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国经济、日本经济和中日关系等主要因素

的变化。目前的数据表明，以上四种因素基本稳定，再加上长期低迷后的反弹因素，这意味着

近中期中日经济关系还将保持稳定甚至较快的发展。

第一，未来世界经济虽有变数，但复苏的大势不会逆转。从短期来看，尽管受到来自美国

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不确定性增强，但世界经济总体复苏的趋势并未发生变化。据 IMF

的最新预测，2019 年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仍可保持高达 3.5%的较高增长。［12］

第二，中国经济仍保持稳中有进的大趋势。近年来，虽然受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中国

经济有所减速，但稳中有进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变化，中央政府对于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

各种风险已有充分的估计和预案，近中期经济维持 6.0%~6.5%的中高速增长应无悬念。

第三，日本经济在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的刺激下，“安倍经济学景气”还将持续

一段时间。①2019 年日经平均股价还可能保持 20 000 日元以上高位，日本汇率还将保持较低

的稳定水平，企业设备投资可能出现下降，但职工名义工资还会有所提高。针对 10 月份再次

提高消费税率（从 8%提高至 10%），日本政府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对个人消费还会有所冲击，

但不会太大，2019 年日本实际 GDP 维持 1%左右的增长应无悬念。

第四，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中日关系也从“趋稳向好”向“成熟稳健”

的方向发展。2018 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双方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一年之

内实现了两国总理的互访，将两国关系的改善推向了新的阶段。2019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将赴

① 所谓“安倍经济学景气”是指第二次安倍内阁诞生以来日本经济出现的超长期繁荣，截至 2019 年 4 月已经持续

了 76 个月，为战后日本最长的繁荣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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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出席大阪 G20 峰会，秋季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也将进入新时代。

第五，长期低迷后的反弹。中日经贸关系前一段时期（2012~2016 年）长期处于低迷状态，

从市场规律角度看，也应当出现一个较大幅度的恢复。例如，中日双边贸易在 2018 年已达到

3276 亿美元，但距离高峰的 2011 年的 3430 亿美元，还有一定距离，特别是 2018 年日本对华直

接投资虽然恢复到 38 亿美元，但距离高峰时期 2012 年的 73.5 亿美元还相差甚远，而中国对日

直接投资也基本停留在每年 2 亿美元的低位，发展空间巨大，在外部环境趋好的条件下，2019

年中日经贸合作可望迎来较快的发展局面。

从中期来看，影响中日经贸合作的各种因素会变得更加复杂，美国总统特朗普基于商人

思维和“美国优先”“美国第一”的政策理念，还会继续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可能对世界经

济带来不确定性或消极影响，但这种消极影响应该是有限的，逆全球化不会成为时代的主

流。与此相反，美国不断退群，为遏制中国，在多国协议中植入“毒丸”条款，逼迫他国选边站

队，到处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连其盟友都不肯放过，这也必将会引起其盟友日本的不满，

进而有可能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众所周知，2017 年以来日本与中国的迅速接近也与日美

关系的微妙变化不无关系。估计未来三至五年日美这种微妙关系还将持续下去，中美贸易争

端结束后，作为美国第三大顺差国的日本很可能成为美国的下一个打压目标，届时日美关系

会更加复杂化。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中日具有共同利益。

目前，中日两国相互依存度很高，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供应链已

经形成的条件下，中日经济早已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不

断扩大，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日益提高，消费日益旺盛，而且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趋

于多样化。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恢复和实力的不断上升，中国将逐步从“世界工厂”转向“世

界市场”。2018 年 11 月在上海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重要标志，在这次

“进博会”上有 460 多家日本企业参展，估计 2019 年的“第二届进博会”还会有更多的日本企业

参展。中国市场在不断扩大，未来或将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日本企业不会放弃巨大的

中国市场，而中国企业也会继续引进日本的高端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双方虽然在个别领

域存在竞争，但互补性也将长期存在，合作大于竞争，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基本方向不会

变化。

（二）未来中日两国重点合作的十大领域

关于未来中日两国的合作领域，可以说在任何领域的合作空间都十分宽广。鉴于随着中

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将更加注重质量发展，以下十大领域可能成为未来中日经贸合作的

重点领域：

第一，全球价值链中的合作。日本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上游，中国处于中下游，中日两国

产业结构不同构，互补性很强。相互投资作为产业链合作的重要环节，今后会变得日益重

要。目前中日之间的相互投资很不平衡，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促进中国对日直接投资还有

很大潜力，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尚未恢复到高峰期，通过扩大相互直接投资可进一步强化

中日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的合作。

第二，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经济领域的合作。日本在环境保护、环境治理方面有过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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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日本拥有世界一流的节能环保技术，中国拥有巨大的环保市场，

中日两国环保领域的合作互补性强，基础牢固。治理环境是党中央确定的“三大攻坚战”之

一，在这一领域的中日合作前途无量。到目前为止，中日两国以“中日节能环保论坛”为依托，

在节能环保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今后还可以雾霾治理、水质污染治理为重点继续

推进合作。

第三，在世界前沿领域的合作。未来中日两国在信息产业，如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

人工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智能城市以及生命科学、生物工程等世界前沿领域的合作

具有广阔的前景，这些新领域，中日双方各具优势，大多可实现水平分工合作。

第四，共同应对老龄社会方面的合作。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占总人口的 28%，早已

进入超老龄社会，而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65 岁以上的老人已达总人口的 11%，虽然占比没有

日本高，但 65 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 1.7 亿，超过日本总人口，中国已成为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

国家。日本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中日两国在

老人康养产业、医疗、照护、养老设施、老人观光等领域的合作空间十分宽广。

第五，乡村建设、现代农业、食品安全领域的合作。中国正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而日本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提出了“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等政策，在乡村建设、保护绿水青山、保

护景观和发展现代农业方面积累了经验，日本在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产品附加值方面下足了

功夫，而且十分注重食品安全，在食品安全质量标准方面也是世界最严格的。中日两国在这

些领域的合作不仅互补性强，而且还具有战略意义。

第六，扩大观光旅游、现代服务业的合作。近年来中国赴日游客迅速增加，为日本经济复

苏做出了积极贡献，估计到 2020 年可能达到 1000 万人次。随着中国游客的不断增加，日本的

接待能力越来越显得不足，酒店、饭店等旅游基础设施、豪华巴士等等都出现供给不足的问

题，尚有待改善。如前所述，与中国赴日旅游达到 830 余万人次相比，日本来华旅游人数却只

有 240 万人次，十分不平衡，从中方来看，如何提高旅游环境和服务业水平是非常重要的课

题。日本十分注重发展服务业，无论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消费性服务业均已达到世界一流水

平，中日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前景也十分可观。

第七，财政、金融领域的合作。进入新世纪后，中日财政金融合作进入快车道，中国开始

大量购买日元国债，2012 年以后分别在东京和上海实现了人民币—日元直接交易，2018 年

10 月又签署了互换货币的协议。加强双方的财政金融合作，对于防范金融危机、减少美元

汇率风险和换汇成本、扩大本币影响力、推动本币国际化、分散世界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

第八，防灾减灾领域的合作。日本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地震、台风等灾害尤为严重。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在防灾教育、防灾减灾、抗震抢险、灾后重建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特

别是在建筑物抗震标准方面十分严格，日本的经验很值得中国借鉴，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合作

也非常有前途。

第九，中日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第三市场合作为中日双方经济合作开辟了新平台，同

时也成为解决中日之间恶性竞争的最好途径。事实证明，在中日两国开启第三方合作后，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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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听到中日在第三方市场发生恶性竞争的消息。中国与日本开拓第三方市场方面各具优

势，日本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技术、工程管理以及运营经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资

金、成本、企业决策力及部分特殊领域技术上具有比较优势。中日合作开拓第三方市场，不仅

可以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带来更多国际资本支持，更能使日本搭上快车，为其开辟欧亚大

陆市场提供便利。［13］事实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合作已开始暂获成果，例如，“日中

欧”海铁联运的正式启动，日本企业已经尝到甜头，这要比海运大大节省时间和成本；在东南

亚、中东、非洲等第三方市场也有很多中日企业合作的社会基础设施、能源项目获得成功。未

来中日两国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还会越走越宽，可望取得“三赢”和“1+1+1＞3”的多赢效果。

2019 年 10 月，中日双方就第三方市场合作签订了 52 项协议，总额高达 180 亿美元，今后的主要

任务就是积极落实已签署的协议，使协议内容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第十，中日两国在各种区域一体化机制建设中的合作。2018 年日本在区域一体化合作方

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最为抢眼的是完成了 CPTPP 和日欧 EPA 谈判，现在均已生效。目前中日

双方都在积极推进 RCEP 谈判，力争在年内谈成，接下来就是让中日韩 FTA 谈判也进入快车

道。当然，除中日韩 FTA 和 RCEP 之外，还应尽早考虑中日之间的 FTA 和探索中国加入

CPTPP 等问题。

三、结语

在全球变局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增强。事实上中日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尽管近两年双

边关系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中日之间的结构性问题，例如领土问题、东海划线问题、历史

认识问题以及台湾问题等等连一个都未得到解决，另外，双方缺乏政治互信、安全保障方面的

相互猜忌甚至对立、国民感情恶化等等也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说明中日关系还十分脆弱；特

别是中美贸易谈判一波三折，在第 11 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进行之际，美国出尔反尔，突然

宣布把对 2000 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从 10%上调至 25%，破坏了谈判进程。中美关

系陷入新的困境，也使刚刚得到改善的中日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中日经济关系也将经受各种

新的考验，但是，从长期着眼，中日关系保持稳定，保持双边经贸合作的健康发展更符合中日

两国的根本利益。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依存性和中日经贸合作的互惠互利性等促进中日经

济关系发展的基本特点还会长期存在，而且中国经济实力的持续上升将引领全球变局的方

向，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大趋势不会发生改变。中日经济关系自 2017 年走出

长期低迷泥潭后，2018 年又迈出全面恢复坚实的一步。中日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为中日经贸

合作铺平了道路，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将会更加紧密。中国进入新时代为日本经济合作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合作，当然也需要日本

的合作。在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自由贸易体制和推进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方面，中

日存在共同利益，合作将大于竞争。中日两国分别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对

世界经济影响巨大，加强中日务实合作，促进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繁荣，是中日共同的责任。展

望未来，在全球变局下中日经贸合作可能还会遇到各种挑战，甚至还可能出现曲折，但前途是

光明的。

15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19 年第 4 期

参考文献

［ 1 ］ 张季风 .中日经贸关系 70 年回顾与思考［J］.现代日本经济，2015（6）：1-12.

［ 2 ］ 中国政府网 .这个 35 亿人口的“朋友圈”距建成更近了，李克强呼吁踢好“临门一脚”［EB/OL］.http：//

www.gov.cn/xinwen/2018-11/15/content_5340618.htm.

［ 3 ］ 国土交通省観光庁 .訪日外国人消費動向調査［R］.http：//www.mlit.go.jp/kankocho/siryou/toukei/syouhi⁃

tyousa.html.

［ 4 ］ 国 土 交 通 省 観 光 庁 .2018 年 全 国 調 査 結 果（速 報）［R］.http：//www.mlit.go.jp/common/001268656.pdf，

2019-01-16.

［ 5 ］ 株式会社 JTB 総合研究所 .海外観光旅行の現状 2018 要約［EB/OL］.https：//www.tourism.jp/wp/wp-con⁃

tent/uploads/2018/07/release_overseastrip_2018.pdf.

［ 6 ］ 张蕴岭 .百年大变局下的中日关系［J］.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1）：1-11.

［ 7 ］ 杨洁勉 .当前国际大格局的变化、影响和趋势［J］.现代国际关系，2019（3）：1-6.

［ 8 ］ 武心波 .百年未有大变局，中日关系有“明”“暗”［N］.解放日报，2019-01-16.

［ 9 ］ 木内登英 .米圧力の脅威 車の輸出規制、円高是正迫る米国 日本の景気後退の現実味［J］.週刊エ

コノミスト，2018-12-25，pp28.

［10］新华网 .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讲演［EB/OL］.2019-04-026：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4/26/c_1210119584.htm.

［11］徐梅 .从一带一路看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机遇与前景［J］.东北亚论坛，2019（3）：55-67.

［12］ IMF.Brighter Prospects，Optimistic Markets，Challenges Ahead［R］.World Economic Outlook Update，January

201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Issues/2018/01/11/world-economic-outlook-update-janu⁃

ary-2018

［13］姜跃春 .世界经济新变局与中日合作新空间［J］.日本问题研究，2019（1）：1-9.

〔责任编辑 许 佳〕

2019 年第 4 期
总 第 144 期

No.4， 2019
Total No.14416



NORTHEAST ASIA FORUM

ABSTRACTS

The New Trend of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 under the Global Changing Context ZHANG Ji-feng·3·
Abstract：After 70 years of long-term cooperation and run-in，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 has formed a good situation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such as the unbalance of mutual investment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irrational competi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as the main participating force，the changes of USA，China and Japan will also affect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 The continuous rise of

Chinawil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it. The strategic contra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also changing Japan's strategic choice. The impact of Sino-US trade

war brings more positive impact than the negative impact to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addition，China's entry into the new eraalso affects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For example，China needs to learn lessons from Japan in achieving the new era's strategic objectives；the new era opens up new possibilities

for Sino-Japan economic cooperation；the third-party market cooperation provides a new platform for it. Overall，in the near and mid-term，Sino-Japan eco⁃

nomic relations will remain stable or even develop rapidly. China and Japan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cooperation in the frontier and key areas，such as global

value chains，energy conservation，environmental protection，and dealing with the aging problem.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change，Sino-Japan economic rela⁃

tions will face various challenges，but they will still maintain sound momentum of growth.

Key Words：Global Changing；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Sino-Japan Cooperation in Third-party Market；New Era

Outlook of Sino-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hanging Global Pattern SONG Zhi-yong·17·
Abstract：Throughout the world，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s complex and all kinds of events are overwhelming,the world pattern is changing profoundly.

"We are now in a world of unprecedented change." In this changing situation，Sino-U.S. relations are undoubtedly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which

may even directly affect the future trend of the world pattern.In the process of the world pattern change，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re

bound to be deeply affected.The close ties among the United States，China，and Japan,especially America's influence and control over Japan，are bound to have

impacts on 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Based on deep analysis on the main factors of the change of the world pattern，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Sino-Japanes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nd its new challenges,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although China and Japanare faced with many challenges，

they also face rare opportunities to deepen cooperation with each other.In the future，as long as China and Japan treat each other with sincerity instead of focus⁃

ing on their own interests，there will be more room for better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any areas.

Key Words：World Pattern；Trade Protectionism；De-globalization；China；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ooperation

On the "New Paradigm" of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ignificance，Connotation，and Challenges WANG Da·34·
Abstract：Since 2018，Sino-U.S. economic relation has faced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How to build a "new paradigm" of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qualitative change of Sino-U.S. relations has become the key to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uman welfare. The econom⁃

ic logic of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of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 is reflected in the "three unsustainability"，that is，the respective economic growth

model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unsustainable，the overall pattern of global economic imbalances is unsustainable，and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odel since the 1970s is unsustainable. At the same time，we should also see the "three unchanging"，that is，the essential attribute of th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situation of China-U.S. economic cooperation has not changed，the overall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not changed，and the necessity of co⁃

ordination among major powers i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has not changed. Therefore，Sino-U.S.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many fields will re⁃

main the cornerstone for improving the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system.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new paradigm" of Sino-U.S. economic relation is

to hedge the geopolitical competitiveness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by the symbiosis and inclusiveness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inter⁃

ests.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new paradigm" includes three levels：competitive cooperation，divergence management，and deepening integration.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s "whole-of-government " competition strategy against China，the fundamental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China's econom⁃

ic development，and some wrong concepts pose challenges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ew paradigm." For China，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to respect the eco⁃

nomic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to resolve the deep-seated problems of Chi⁃

na's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to improve the transparenc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Key Words：Sino-US Economic Relations；New Paradigm；Connotation；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Thucydides Trap

An Exploration of the Cause of Sino-U.S. Trade Conflict and Its Countermeasures：Based on the Internal Logical Perspective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and Tax Reform ZHANG Hua-xin LIUHai-ying CHENG Na·47·

Abstract：The Sino-U.S. trade conflict triggered by the United States is a prominent manifestation of the unilateral trad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an inherent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 domestic economic policies such as the tax policy. As the main policy of Trump government，it is trying to attract multina⁃

tionals and transitional corporate enterprises to reinvest and expand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rough tax cuts and establish trade regulations that are

more conducive to the U.S. through unilateral trade policy. It is not only the need to make up for the huge deficit caused by the tax reform in the short term，

but also the need to form a more conduciv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edium and long term. The United States promotes

productivity，employment，and technology b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eal economy. At the same time，it will also affect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and investment，and will have an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causes of the trade

conflicts is conductive to China's best interests in trade negotiations. In the long run，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diversification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speed up the adjustment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While dealing with the impact of trade war，it will occupy a more favorable position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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