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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背景下中俄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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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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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背景下,首先分析了中
俄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合作现状,进而运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出口相似度指数分别分析了中俄
双边贸易的竞争力与竞争性,运用贸易互补指数分析了中俄双边贸易互补性及合作潜力。最后,本文根据
研究结果,总结提出了提升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加强中俄双边贸易合作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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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of Sino-Russian Trad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irculation"
Yanqing Liu
School of Trade Negotiations,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ual Circulation that takes the domestic cycle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double cycles promote each other.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ino-Russian bilateral service trade and goods trade cooperation, and then uses the explici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 and export similarity index separately to analyze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rivalrousness of
Sino-Russian bilateral trade, and uses the trade complementation index to analyze the complementarity and
cooperation potential of Sino-Russian bilateral trade. Finally, based on the research result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and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trade in goods
and services and strengthen bilateral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Key words] "Dual circulation"; Sino-Russian trade; competi tiveness; rivalrousness; complementarity
引言

贸易活动。自21世纪以来,中俄双边贸易

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格鲁贝尔－

2020年以来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发生

整体向好,边境沿线和地方之间的合作

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等多种指标和方

巨大变化,受新冠疫情、国际单边主义、

不断增加,但期间也有部分时间双边经

法对双边和多边贸易竞争力和互补性进

部分西方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

贸关系遇冷。因此,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

行了研究。

经济全球化趋势逐渐放缓,世界经济增

变局的关键时间点上,研究经济发展相

Hoekman Bernard(1995)采用RCA指

长的不确定性加大。在新的国际国内经

似、具有地理优势的中俄两国货物贸易

数对收入水平不同国家的服务贸易竞争

济环境下,我国适时提出了“以国内大循

和服务贸易的关系,进而研究两国在国

力进行了分析,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际贸易中的竞争力和互补性并提出对策

正在或即将转变为相对专业化的服务产

新发展格局。这一新发展格局的提出说

建议,对加强两国经贸合作,推动中俄经

[1]
品出口国 。张文玺(2012)利用贸易竞

明我国的经济健康发展仍然要充分利用

贸关系的新突破,进一步促进我国国内

争优势指数(TC)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充分推

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实现有重要理

(RCA)对中印两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俄罗斯作为中

论和实践意义。

[2]
进行比较 。韩永辉等(2015)综合运用

国的邻国,与中国共有4300多千米的边

1 文献综述

中国与西亚的出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

界线,处在“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位置,

此前的研究单一或综合运用了显性

合度指数、布雷哈特边际产业内贸易指

是连接亚欧大陆桥到达欧洲的枢纽,两

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出

数、格鲁贝尔－劳埃德产业内贸易指数

国间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便利了两国的

口相似度指数、贸易结合度指数、布雷

以及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进行分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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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贸易的竞争性与互补,总结出中国
以工业制成品为优势产品,应利用好互
补性和“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有利因
[3]
素,加强贸易合作 。杨承佳和何继业

(2018)预测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合作前景,该文的研究结论表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既有竞争又
有互补性,中国优势商品以工业制成品
图 1 中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及增速

为主,沿线国家有能源优势,中国有较强
[4]
合作前景,但合作趋势减弱 。刘洪钟和

刘昊宇(2018)运用了出口相似度指数
(TCI)对中日韩三国对中东欧国家的吸
引力进行了分析,最后得出三个国家可以
通过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不断提
[5]
升与中东欧国家的贸易水平 。Xiaoyu

HU和Chunjie Qi(2018)运用指数和模
型对中国与南亚四国农产品贸易进行分
图 2 中俄双边服务贸易规模和结构
表 1 中国商品 RCA 指数

析,最终发现我国农产品仍处于相对弱
[6]
势地位,贸易竞争力与互补性并存 。Š

tefan Bojnec和Imre Ferto(2012)采用
非参数Kaplan-Meier乘积极限估计器进
行生存分析,研究了贸易措施随时间的
稳定性和持续时间,并采用分层Cox比例
风险模型进行贸易措施之间的一致性检
[7]
验,对两地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少量研

究具体着眼于“双循环”背景下,胡明和
田文泉(2021)对中俄经贸合作进行了回
表 2 俄罗斯商品 RCA 指数

[8]
顾与展望 ；李本和和杨素梅(2021)对

深化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方合作进
[9]
行了因素分析 ；安锦等(2021)评估了

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效果

[10]

；李燕

(2021)探讨了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俄
[11]

罗斯的反响

。

总结来看,学者们对双边和多边贸
易竞争力和互补性的研究广泛且深入。
但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中俄贸易关
表 3 中俄服务贸易 RCA 指数

系显得尤为独特和宝贵,中俄贸易的巨
大潜力为我国不断增强高水平对外开放
能力,加快双循环发展格局建设提供了
重要机遇。因此,本文重点关注了国际国
内经济环境的新特点,紧跟全球供应链、
价值链、产业链发展新态势,在利用大量
具有时效性且维度丰富的数据和指标评
估中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基础上,
有针对性地给出了进一步增强中俄经贸
合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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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俄服务贸易出口相似度指数

指数<0.8时,表示一国的产品或者产业在
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微弱；0.8<RCA<1.25
时,竞争力为中等；1.25<RCA<2.5时,竞争
力较强；RCA>2.5时,竞争力非常强。根据
公式得到以下数据：(见表1-表3)
中国货物贸易在办公和电信设备、纺
织品和服装商品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钢铁产业具有中等的竞争力,在农产
品、化学制品、燃料等产业缺乏竞争力；
俄罗斯货物贸易在燃料和钢铁产业具有
很强的竞争力,尤其是燃料,除了农产品
具有中等竞争力外,其他商品均处于竞

表 5 中俄货物贸易出口相似度指数

争力劣势。因此,从整体来看中俄两国在
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更具优势。从服务贸
易角度看,中国在保险、运输和建筑行业
更具优势；俄罗斯在运输、保险和旅游
行业更具优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具有
竞争力,但因为出口量较小,缺乏显性比
较优势。因此,中俄两国在服务贸易方面
俄罗斯更具优势。
3.2中俄双边贸易竞争性分析
中俄两国之间贸易也存在竞争性,

表 6 2015 年中俄服务贸易互补指数

利用出口相似度指数来进行贸易竞争性
分析：两国相似度越高证明竞争越激烈,
相似度越低竞争越平缓。其公式为：出
口相似度指数=(Xki/Xi+Xkj/Xj)/2*(1-│
Xki/Xi-Xkj/Xj│/(Xki/Xi+Xkj/Xj))。经计算

2 中俄双边服务贸易与货物贸
易合作现状
中俄两国在运输、旅游、其他商业

较大的贸易增长,各自科技的发展也促
进了双方的贸易交流,其他领域需要加
强交流,增强合作。

得到如下结果：(见表4-表5)
从上表可以看出中俄服务贸易在运
输、旅游、其他商业具有较高的相似度,

服务这种传统服务行业上的占比高,服

在货物贸易方面,俄罗斯向中国出

其次是建筑、电信和通讯设备,在保险、

务贸易结构较相似。旅游业占了两者贸

口大量的燃料及矿产品等资源以及电子

金融、专利等其他领域几乎不存在竞争；

易的绝大部分,是双边服务贸易发展的

通信、机械等较高技术产品,中国向俄罗

在货物贸易方面,在钢铁、化学制品上的

核心部分。中俄在地理上相连,为双边旅

斯出口大量的制造品。俄罗斯是能源大

相似度较其他商品高。总体来说,两国在

游带来了天然的便利,2012年中俄举办

国,中国拥有大量劳动力资源,在两国贸

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方面相似度不高,

的“旅游年”更是加强了双方的交流,

易方面,主要贸易产业是两国优势产业,

竞争较小,有深入合作的潜力。

促进旅游发展,贸易量达到历史最高值,

其他产品的贸易较少,占比小。

目前俄罗斯已经发展成中国当前的第三

4 中俄双边贸易互补性及合作
潜力研究

大外国游客来源国。旅游也促进了双边

3 中俄双边贸易竞争力与竞争
性分析

运输服务的增加,“一带一路"战略的提

3.1中俄双边贸易竞争力分析

出得到中俄两国的大力支持,俄罗斯作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指数)是某种

力,引入贸易互补指数来衡量中俄双边

为连通欧亚大陆的重要枢纽,双边运输

出口商品占其出口总值的比重与世界该

贸易互补性。贸易互补指数的计算公式

服务贸易规模也将愈来愈壮大,特别是

类商品占世界出口总值的比重二者之间

为：Cij=Σ[(RCAxik×RCAmjk)]×[Wk/W]。其

2013年后,运输服务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的比率。其公式为：RCA=(一国某商品出

中,RCAxik 表示用出口来衡量的国家i在

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推动了运输服务

口值/一国商品出口总值)/(世界某商品

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RCAmjk 表示用进口

的发展。两国在金融和通讯服务上有了

的出口值/世界商品出口总值)。当RCA

来衡量的国家j在产品k上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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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各部门竞争性与互补性评估

Wk表示k类产品的各国国际贸易总额；W
表示世界所有产品的贸易额。其值大于1
表示具有强的合作潜力,小于0.5证明两
者合作潜力不大。根据公式计算得到：
(见表6-表7)
表7 2015年中俄货物贸易互补指数
产品
农产品
燃料
钢铁
化学制品
办公和电信设备
运输设备
纺织品
服装

中国对俄罗斯
0.49
0.02
1.14
0.63
1.82
0.42
2.11
2.85

俄罗斯对中国
0.82
5.58
1.07
0.57
0.09
0.07
0.04
0.01

从表中可以看到,中俄两国服务贸
易在很多部门具有互补性,建筑、运输、
政府服务、个人文化与娱乐行业方面互
补性较强,说明两国在服务贸易多个行
业存在巨大合作潜力。在货物贸易方面,
中俄总体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均大于1,而
且呈现一个上升的趋势,说明中俄货物
贸易存在显著的贸易互补性,中国货物
贸易最具合作潜力的产品分别是服装、
纺织品、办公和通讯设备、钢铁和化学
制品,俄罗斯对中国最具潜力的是燃料、
钢铁和化学制品。一些研究表明,俄罗斯
对中国的进出口依赖强于中国对俄罗斯
的进出口依赖。根据之前的商品竞争力,
可以看到俄罗斯在原料等初级产品上具
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制造品等劳动密
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两国货物贸
易互补性持久、稳定,并且俄罗斯在货物
贸易上更依赖中国。
4.2基于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合
作潜力研究
贸易的合作潜力跟一国的出口特征
和进口需求紧密相关,而一国的进出口
特征取决于一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水
平。当两国某产业之间竞争性小,出口和
进口需求相吻合时,其合作潜力越大。通
过此前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进
一步评估了两国的合作部门(见下表8)。
可以看出中俄在个人文化娱乐、政府服
务、纺织品、服装和办公及通讯设备的
竞争性低,具有较强合作潜力；在燃料方
面互补性与竞争性共存,但其互补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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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竞争性,存在较大的合作潜力；通讯、
旅游服务和农产品、运输设备存在强竞

108-114.
[3]韩永辉,罗晓斐,邹建华.中国与

争性和弱互补性,合作较为困难；保险、

西亚地区贸易合作的竞争性和互补性研

专利和金融服务互补性和竞争性均弱,

究——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J].

主要还是两国在这些领域的限制,使两

世界经济研究2015,(03):89-98.

国既不存在竞争也难以合作。

[4]杨承佳,何继业.中国与“一带一

5 总结与建议

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的竞争性与互补

根据上述指标分析可以看出中俄两

性[J].求索.2018,(05):48-55.

国整体在贸易上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中

[5]刘洪钟,刘昊宇.中日韩在中东欧

国的优势领域在服装、纺织品、办公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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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设备等制造行业,对燃料、矿产等资

度的分析[J].日本研究,2018,(4):43-54.

源需求大,而俄罗斯对制造品的需求大,

[6]Xiaoyu HU,Chunjie QI.Development

又是能源大国,两国在货物贸易方面优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Trade between

势产业不雷同,弱势产业又能互补,在服

China and Four South Asian Countries

务贸易方面,两国在运输、建筑、旅游、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个人文化娱乐和其他服务上有合作潜力。

Competitiveness and Complementarity

因此,我国首先要加强优势产业发

[J].A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2018,

展,促进贸易结构升级。要把握好“一带

(11):1-8.

一路”带来的便利和机会,顺应新发展理

[7]Štefan Bojnec,Imre Ferto.Applied

念,加强对新兴产业、高技术行业的技

Economics[J].Applied Economics, 2012,

术、政策支持,加强现代化管理理念,提

(02):399-408.

升技术水平发展,打造更与时俱进的贸

[8]胡明,田文泉.新发展格局下中俄

易结构。人才是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经贸合作:回顾、现状及展望[J].国际贸

要培养高技术复合型人才。并建立严格

易,2021,(03):19-26.

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其

[9]李本和,杨素梅.“双循环”背景

次,中俄要加强货物、服务贸易合作。要

下深化中俄“长江-伏尔加河”地方合

深入挖掘传统贸易合作领域的增长点,

作的因素分析与政策建议[J].中共合肥

以优势领域的发展带动劣势领域的整体

市委党校学报,2021,20(01):20-21+33.

合作发展,共同学习相互促进提升高技
术产业发展,寻找新的合作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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