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5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2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后疫情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格局分析
黄昱馨 冯潇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DOI:10.12238/ej.v5i2.874
[摘 要] 选取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 2016年—2020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相关贸易数据,对中
国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HM指数对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
测算。研究表明：(1)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2)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
于东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3)“一带一路”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
体呈增长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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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rade pattern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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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uxin Huang Xiao Feng
Chengdu College of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rade pattern of China in Southeast Asia based on the relevant trade data of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from 2016 to 2020 in the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 and uses
HM index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trad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unbalanced; 2. The
degree of China's export depend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is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on China's export; 3. Since th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as put forward, China's export
dependence on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shown an overall trend of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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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口市场越来越多,与一些其他国家
的进口贸易替代了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
进口贸易。阶段五(2016-2017)：2015
年,美国与环太平洋地区的国家一系列
国家间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TP),其中与我国贸易往来比较密切的
东南亚国家中的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
都加入其中,势必会对他们与我国的贸易
往来造成影响。阶段六(2018-2020)：随
着“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中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取得丰硕成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图 1 2001-2019 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额变化趋势(单位：亿美元)

果,贸易领域逐步拓宽,结构进一步优化,
新增长点不断涌现,2019年新冠疫情爆
发后,受疫情影响,东南亚成为中国全球
最大的贸易伙伴。

3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贸易相互
依赖程度
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各国的依赖程度
呈不断加深的趋势,但依赖程度整体偏
低(图3)。2010—2019年中国出口对东南
亚各国的HM指数均在3.0%以下,呈现波
动上升趋势。其中,中国对新加坡出口的
HM指数均在2.0%附近,HM指数波动不大；
中国对老挝和柬埔寨出口的 HM指数较

数据来源：EPS 数据平台
图2

2001—2020 年中国与东南亚各国贸易差额(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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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产品逐渐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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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贸部长发表联合
声明,充分肯定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对
促进双方贸易投资发展的重要作用,承
诺保持市场开放,消除不必要的贸易限
制措施,营造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新冠
肺炎疫情使跨国公司供应链多元化需求
凸显。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国家的依赖程
度明显低于东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
赖程度,应鼓励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地区
构建区域生产链,将当地企业纳入区域
生产网络,为后疫情时期中国—东盟经
贸关系的深化发展奠定微观基础。
“一带
注：东帝汶部分数据缺失。数据来源：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
图3

2010—2019 年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国家的 HM 指数

一路”提出至今,中国出口对东南亚国家
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后疫情时
期,“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建设”新
阶段。中国与东盟国家应巩固和深化政
治互信,应通过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基
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和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设计和完善“一带一路”基础设
施建设标准体系,做好长远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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