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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回顾

自 1975 年中国承认东盟的 40 年以来，中国

东盟双边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期间双边贸易增

长了 900 多倍，双方关系也经历了从生疏、猜疑

到对话再到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具体

而言，1975~1990 年是中国同东盟从猜疑、生疏

到缓和、交往的转变期。20 世纪 70 年代起中国和

东盟的关系开始缓和，双边接触有所增进。1975

年中国正式承认东盟组织，当时双边贸易额只有

5.23 亿美元。此后的 15 年里，中菲建交、中泰建

交、中老关系正常化、中国与印尼复交、中新建交，

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得到了明显改善，双方的

贸易往来逐渐频繁起来，贸易额稳步增长，经贸

关系逐渐升温。1979 年时双边贸易额达到 12.4 亿

美元，1980 年达到 20.64 亿美元，到 1990 年时

已突破 60 亿美元，货物贸易得到了大幅提高。

1991~1996 年中国东盟经贸合作加  强，政治

关系和经济关系都实现了很大的发展，进入“政

热经热”的时期。②1991 年，时任外交部长的钱

其琛出席第 24 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以此为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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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 1975 年中国承认东盟以来，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

促进了双边贸易与投资的快速增长。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利用率还不高，未来发展过程中还

将面临一些新问题与挑战。中国—东盟升级版的合作关系为双边经贸合作打开了广阔前景，双

方应进一步加深互信，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提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利用率，进一步深化

和提高双边经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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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稿日期：2015-12-2
② 张恒俊，《中国—东盟经贸关系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 6月。

志，中国同东盟建立起正式联系，并开启了合作

进程。1994 年，中国作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应邀出

席“东盟地区论坛”首届会议，并成为该论坛的

创始成员之一。1995 年，中国—东盟高官（副部

级）政治磋商在杭州举行，开辟了双方深入对话

的新机制。1996 年，中国首次以全面对话伙伴国

的身份出席了第 29 届东盟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

伙伴国会议，正式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

这一时期，东盟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政治影响

也不断扩大。中国同东盟的贸易总额从 1991 年的

63 亿美元，上升到 1996 年的 200.30 亿美元，平

均年增长率在 20% 以上，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均

得到了迅速发展。

1997~2002 年是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里

程碑时期，双方的经贸关系进一步加强。1997 年

7 月，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泰国、马来西亚、菲律

宾、印尼、新加坡均被波及，中国承受着巨大的

压力依然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并且通过双边和多

边渠道向泰国等国提供了总额超过 40 亿美元的援

助，向印尼等国提供了进出口信贷和紧急无偿药

品援助，帮助这些国家渡过难关，从而大幅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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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沈铭辉，《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就与评估》，《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9期。

了东盟国家对中国的猜疑和偏见，赢得了东盟国

家的信任，为此后中国—东盟双边关系进一步发

展奠定了基础。同年 12 月，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举行的首届东盟—中国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发表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盟国家首脑会晤联合声

明》，确立了中国与东盟“面向 21 世纪的睦邻互

信伙伴关系”。2000 年，中国领导人提议建立自

由贸易关系；2001 年，双方达成建立自贸区的共

识；2002 年 11 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启动了建设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这一时期，双方的贸易

额从 1997 年的 251.56 亿美元上升到 2002 年的

547.81 亿美元，除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有所下降外，各年均有增长，占双方的贸易份额

也进一步扩大，为此后双方贸易总额的高速增长

奠定了基础。

2003~2015 年是双方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时期，并取得了显著成果。2003 年 10 月双

方在印尼巴厘岛签署了《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

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确定建立战略

伙伴关系。2004 年双方又签署了《中国—东盟全

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和《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

标志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了实质性

全面启动的阶段。2005 年 7 月，《货物贸易协议》

开始实施，7000 多种商品开始削减关税，中国—

东盟自贸区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2007 年，双方

签署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

2009 年签署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投资协议》，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为中国与东盟间全

面的双边经贸合作基础。为了进一步提高中国东

盟双边经贸合作水平，2014 年双方启动了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谈判，2015 年 11 月 21 日正

式签署了升级协议，双边经贸关系有望得到进一

步稳固和提高。如今，我国已成为东盟第一大贸

易伙伴，而东盟则成为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第

四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来源地。这一时期，

除 2009 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双边贸易额有所

下降外，各年份双边贸易额均高速增长，尤其是

2003 年和 2010 年，增速分别达到了 42.85% 和

37.49%。截至 2015 年 10 月，双边贸易额已达

3791.5 亿美元，相较于 1975 年 5.23 亿美元的贸

易规模，增长了 900 多倍。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就与挑战

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以来，双边贸易总
额迅速提高

据统计，2014 年中国同东盟的贸易总额达

到 4803.94 亿美元，而 2002 年时这个数据仅为

547.81 亿美元（图 1）。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曾运用 CGE 模

型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分

析，认为自贸区的建立将会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

加 48%，使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 55%，使中国

的 GDP 增加 0.2%，使东盟的 GDP 增加 0.9%。③

李猛（2006）运用引力模型，对中国—东盟

自贸区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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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东盟贸易额及增长情况

（2002~2014 年）
数据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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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使贸易量增加了 43.6%，很大

程度上提升了双边的贸易量。④周曙东、崔奇峰

（2010）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中国—

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

了分析，从其模拟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东盟自

贸区的建立确实能够促进中国同东盟贸易额的增

加，并且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格局也有很大影响。

结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关税

削减将有利于促进中国与东盟贸易的发展。从整

体来看，到 2010 年，相对于中国和东盟不建立自

由贸易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使得

中国出口增加 2.19%，进口增长 3.36%，贸易平衡

减少 952.70 百万美元。⑤

陈磊和曲文俏（2012）的研究同样证明了中

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

应，该研究运用Heckman选择模型对全球35个国

家和地区机电产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结

果显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成员双边贸易额

的影响为 137%，它的建立显著促进了成员之间的

双边贸易，而贸易转移效应并不明显。⑥黄新飞、

欧阳利思、王绪硕（2014）运用基于“多国”的

引力模型，以 2004~2010 年东盟 7 国的相关数据

对中国—东盟自贸区贸易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显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对双边的贸易产生

了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效应为 127.04%。⑦而程

伟晶和冯帆（2014）的实证分析也证明了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有比较大的创造效应，但贸

易转移效应不明显。该实证分析运用三阶段引力模

型，以 1995~2011 年中国同东盟 10 国以及其他

10 个参考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建立过程中和建成之后对

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总额的促进作用分别为 0.82%

和 0.716%。⑧

最近蒋冠、霍强（2015）运用引力模型，对

2001~2012 年中国与东盟 10 国以及其他 33 个主

要贸易伙伴国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

结果显示，中国对东盟国家进口高于对非东盟国

家进口 49.39%，对东盟国家的出口高于对非东盟

国家出口 80% 左右，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出口贸易

创造效应十分明显。⑨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使得双边
投资增长迅速

2003~2007 年间，中国对东盟投资额的年均

增长率为 50%，占东盟国家引进外资的比重也逐

渐上升。2008 年，中国对东盟投资达到 18.03 亿

美元，2013 年达到 48.32 亿美元。

另一方面，东盟对我国的投资也开始恢复增

长（图 2）。从 2004 年起，东盟对中国的投资总

额不断上升且均维持在 30 亿美元以上。从 2007

年开始有了较大的增长，2008 年投资总额 54.77

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24.5%；2010 年投资总额

63.30亿美元，同比增长34.78%；2011年突破70

④ 李猛，《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的引力模型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6 年第 4期。
⑤ 周曙东、崔奇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0 年第 3期。
⑥ 陈磊、曲文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评析——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研究》，《理论经济研究》，2012 年第 2期。
⑦ 黄新飞、欧阳利思、王绪硕，《基于“多国模式”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研究》，《学术研究》，2014 年第 4期。
⑧ 程伟晶、冯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效应——基于三阶段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国际经贸探索》， 2014 年第 2期。
⑨ 蒋冠、霍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创造效应及贸易潜力——基于引力模型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管理》， 2015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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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盟对中国投资总额及增长情况

（2002~2013 年）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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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沈铭辉，《中国—东盟自贸区：成就与评估》，《国际经济合作》，2013 年第 9期。
 王玉主、沈铭辉，《中国—东盟 FTA的实施效果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0 年 09期。

亿美元，2013 年则达到 83.47 亿美元，与 2002

年时相比，增长了 156.37%。截至 2014 年底，中

国和东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 1300 亿美元，其中

东盟国家对华投资900多亿美元，超过澳大利亚、

美国、俄罗斯等国，成为中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仍然面临一定的
挑战

诚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建成以来在

宏观层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从微观角度进行

评估，结果却不那么乐观。

一方面，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利用率一直不

高。研究表明，2004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特惠利

用率为 0.3%，2005 年为 0.7%，2006 年上半年为

1.4%。2008 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

与亚洲开发银行对来自 15 个省和直辖市的中国企

业利用自由贸易区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

东盟自贸区出口覆盖率约为29.6%，无论从自贸区

特惠利用率还是从自贸区出口覆盖率角度，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利用水平都不算太理想，相对

欧盟和北美自贸区而言显得非常低。⑩大部分企业

对自贸区的建设缺乏信息。2009 年，商务部与中

国社会科学院对中国企业利用自贸区情况的调查

再次显示，虽然利用率有所上升，但是总体水平

仍然不高。 因此，如何提高自贸区的利用率，仍

然是中国—东盟自贸区面临的一项挑战。

另一方面，区内部分经济体之间的领土纷争、

市场竞争和发展不平衡等问题的进一步恶化，都

成为中国—东盟自贸区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制约。

此外，世界范围内的巨型自贸区建设迅猛发展，

包含了众多贸易新议题和新规则的TPP、TTIP等也

将会对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未来发展构成挑战。

相对而言，中国—东盟自贸区敏感产品设置较多，

而且涉及的贸易新议题比较有限，未加入 TPP 的

部分东盟国家和中国将可能会受到这些贸易新议

题的冲击。

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展望

中国与东盟在过去的经贸合作中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彼此的经贸关系也有了全面、深入的发展，

虽然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发展过程中面临不少新

问题与挑战，但是基于东亚生产网络和庞大的中

国市场前景，中国东盟双边经贸关系前景依然是

光明的。据统计，2014 年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总额

达到 4803.94 亿美元，比 2013 年增长 8.29%，高

于同期中国对全球贸易 3.46% 的平均增长率。可

以断言，伴随着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及其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双边经贸合作将越

来越深入，中国—东盟自贸区也将得到进一步升

级和发展。

进一步加深互信，不断开拓新的合作领域

中国与东盟在合作过程中，由于双方贸易竞

争关系比较明显，东盟部分国家在经贸发展过程

中对中国有所顾虑；与此同时，包括中国—东盟

自贸区、升级协议等一系列双边合作倡议不断促

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中国和东盟共同面临着

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因此，中国—东盟双边

经贸关系仍需进一步加深互利互信，不断开拓新

的合作领域，及时调整部分商品贸易优惠关税，

进一步开放服务贸易市场，并推动双方在“一带

一路”建设、产能与投资合作、产业园区建设、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等领域取得新的合作领域

与方向。

提高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利用率

要提高自贸区的利用率，就要提高企业利用

自贸区的优惠关税的积极性。目前企业对自贸区

信息的了解仍然比较有限，关境管理机构的行政

手续繁琐和行政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和优化，都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关税的

积极性，进而一定程度上影响自贸区的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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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已经进一步完善了原

产地规则，通过 46 个章节，绝大多数工业品同时

适用“4位税目改变”和“40%区域价值成分”两

种标准。此外，升级谈判双方同意进一步简化海

关通关手续、确保法律透明度、运用自动化系统、

风险管理等手段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通关服务，

为进一步便利有关企业利用自贸区优惠政策创造

了有利条件。当然，除了上述做法外，中国—东

盟自贸区利用率仍有提高的空间，未来条件成熟

后还可以尝试原产地自我认可制度，同时还可以

进一步在预约通关、标准互认等一系列方向上进

一步加以探索，争取进一步降低交易费用，降低

企业利用自贸区的成本，不断地提高自贸区的利

用水平。

升级版合作关系将进一步助推双边经贸发
展

2015 年 11 月 22 日，双方于马来西亚吉隆

坡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

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关于

修订 <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 及项

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简称《议定书》），为

双边经贸合作打开了广阔前景，有望为双方的经

济发展提供新的助力。《议定书》在现有的自贸

区基础上进行了升级，除了进一步推动了贸易便

利化外，还进一步开放了服务贸易市场，完成 了

第三批服务贸易具体减让承诺谈判，中国在工程、

证券、旅行社和旅游经营者等部门做出了改进承

诺。东盟各国则在商业、通讯、建筑、教育、环境、

金融、旅游、运输等 8 个部门约 70 个分部门向中

国做出了更高水平的开放承诺；将允许设立独资

或合资企业，放开设立公司的股权限制，扩大经

营范围，减少地域限制等。最后，双方还在投资

方面加大了开放力度，双方还同意简化投资批准

手续，促进投资相关规则、法规、政策的信息发布，

并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或机制，提供便利营业执

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等。除此之外，

升级谈判也提升经济技术合作水平，并把跨境电

子商务作为新议题纳入了合作范畴，可以说升级

谈判创新了与东盟的合作机制及方式。与此同时，

加快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推

动加快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

进程，也将为双方构建未来更紧密和更有活力的

双边关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可以预见，在一系列

机制化的贸易投资安排基础上，中国—东盟双边

经贸关系将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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