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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出口和进口

价分别上涨 7.1%、4.5%、6% 和 5%。产业整合能

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呈现稳中加固、稳中向

力增强。有的工程机械企业搭建了专业工业品垂

好态势，为外贸在“十四五”开局之年迈好第一步、

直跨境电商平台，带动全产业链产品出海。有的

见到新气象打下坚实基础。呈现出 4 个突出特点：

企业打造了具备快速反应能力的柔性供应链，将
快时尚产品的出货期从原先的 7 天缩短至 3 天，

一是增势良好，好于疫情前水平。从同比看，

国际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

以人民币计（下同）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
长 29.2%、38.7% 和 19.3%， 进 出 口 增 速 创 2011

四是创新赋能，外贸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能

年以来同期新高。与 2019 年同期相比，进出口、

力全面提升。多地在平台建设、主体培育、业态

出口、进口分别增长 20.5%、22.5% 和 18.2%，也

模式融合、营商环境优化等方面持续发力，扎实

处于较高水平。

推动外贸创新发展。新业态新模式展现蓬勃生机。
一季度跨境电商进出口增长 46.5%，保税维修、

二是结构优化， 对 全 球 资 源 要 素 吸 引 力 增

二手车出口等工作稳步推进。强链固链作用突出。

强。深耕传统市场成效明显。对欧、美等传统市

一季度跨境电商综试区新增 100 多个海外仓，平

场出口增长 46.9%，拉动整体出口增速 22.4 个百

均面积 1.5 万平方米，通过物流、营销、国际合

分点。与新兴市场贸易联系更加紧密。东盟继续

作模式创新，打造稳定高效的国际供应链，进一

保持我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对“一带一路”

步畅通国内外要素流动。

沿线国家进出口增长 21.4%。国内区域布局更加
均衡。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加速发展，进出口

一季度外贸“淡季不淡”，最根本的还是国

占比提升 2 个百分点至 17.8%。民营企业活力增

际需求有所回暖和中国外贸产业强大供给能力共

强主体壮大。一季度新增备案的民营对外贸易经

同作用的结果。稳外贸政策的保障能力、外贸企

营者达 4 万家，增长 4.2%。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业的创新活力、产业链供应链的配套能力形成的

42.7%，拉动整体出口增速 18 个百分点。出口产

叠加效应，以及去年同期基数较低、“就地过年”

品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

等阶段性因素也拉高了进出口增幅。一季度外贸

升 1.7 个百分点至 60.3%。产业基础更加稳固、

良好开局原因是多方面、多层次的，既是政府、

自主发展能力增强。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43.4%，

行业和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果，也体现了国际消费

占比达 60.3%。

者和采购商对中国外贸的坚定信心。

三是质效提升，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同时要清醒看到，当前外贸发展仍面临诸多

进一步扩大。出口附加值稳步提高。手机、家用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宏观上看，面临三大挑战。

电器、汽车、液晶显示板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单

首先，疫情仍是最大不确定因素，全球疫苗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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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衡，跨境货物和人员流动依然受
限。其次，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
问题政治化直接影响国际化生产、
供给和贸易能力，干扰国际贸易秩
序。第三，国际产业链供应链深刻
调整，不稳定性增加。微观上看，
外贸主体多重承压。国际物流运力
紧张、运费高企。原材料价格持续
上 涨，3 月 PMI 主 要 原 材 料 价 格 购
进指数创近 4 年新高，抬高企业综
合成本。部分地区招工难招工贵问
题也较突出。预计全年外贸增速将
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不能盲
目乐观。
商务工作是国内大循环重要组
成部分，是联结国内国际双循环重
要枢纽，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
重要作用。外贸是商务工作重要内
容，责无旁贷、责任重大，大有可
为。我们要更好发挥外贸畅通要素
流动的载体作用、创新发展的带动
作用、畅通双循环的桥梁作用。当
前，国际疫情蔓延仍未得到有效遏
制，国际经贸环境复杂多变，客观
上要求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
力。为此，我们已确定 2021 年为“外
贸创新发展年”，重点实施优进优
出、贸易产业融合和贸易畅通“三
大计划”，要培育和支持外贸主体，
保持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持续
提升外贸综合竞争力，努力稳存量、
拓增量，巩固回稳向好的基础，推
动外贸量稳质升，更好服务构建新
发展格局。（文章来源：商务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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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口径对比研究
吴开尧

孙芝兰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摘 要】为了充分反映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状况、便利国际对比与宏观管理，必须理清不同国际服务贸易标
准的统计口径的差别和联系。本文从统计对象、统计指标以及服务分类标准 3 个角度分析比较了 BOP、FATS、
GATS 以及 EBOPS 统计，发现这 4 项统计标准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进一步选取美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
以及中国内地这 4 个国家 / 组织 / 地区的服务贸易统计标准进行比较研究，对比国际间服务贸易统计标准的应
用异同。基于比较分析，在国际服务贸易的国际数据比对和我国内地统计制度两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BOP；FATS；GATS；EBOPS；服务贸易统计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经济全球一体化潮流下，服务贸易国际化成
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世界经济与贸易逐渐向

体现在数据的不准确造成服务贸易发展情况不明，
进而影响政策制定。以旅游服务贸易为例，戴斌
（2016）认为我国旅游服务贸易收入借贷两方统

服务贸易倾斜，服务贸易额快速增长。服务

计口径的差异导致了我国旅游贸易出现逆差。田

贸易的快速发展，推动国内外积极关注服务贸易

冀鹏（2019）认为是否产生旅游贸易逆差这一问

统计。然而不同于货物贸易的信息可以直接由企

题的答案并不明确，其主要原因在于统计体系不

业申报进出口时上交的报关单获取，服务贸易由

完善，标准不统一，对不同统计标准下生成的数

于无法确定边境管制而难以统计。基于服务贸易

据的真实性存有疑虑。对是否存在逆差情况的不

不同边境的确认，服务贸易统计出现多种标准，

明确，影响了对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态势的判断以

服务统计口径不一，影响了国际对比与宏观管理。

及政策制定。

国际对比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是贸易失衡问题，

对服务贸易统计的分析，国内外学者从统计

现有文献表明，中美服务贸易统计的差异造成了

口径、统计框架不同角度以及国家间标准应用进

中美服务贸易统计不准确，进而部分导致了中美

行研究。统计口径对比研究主要对比了几种贸易

贸易失衡（唐小斌和王亚男，2019；朱俊明和邵

统计口径（薛洁，2012；刘黎明等，2012）。统

军，2020）。统计口径不一影响宏观管理，主要

计框架研究包括《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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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2002》的对比分析（周

者不同国。FATS 是对 BOP 统计的补充，统计对象

海静，2012；户艳辉，2014）以及我国《国际服

主要是地处东道国但受投资国母公司控制的从事

务贸易统计制度》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服务业经营的直接投资企业。GATS 统计对象是一

的统计框架研究（杨丽琳，2012）。国家间服务

经济体拥有所有权的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易，

贸易统计口径对比分为标准对比（龙玲，2011）

不考虑交易单位归属于哪一个经济体。

和数据对称与匹配两部分。其中杨丽琳（2015）

2. 统计指标

发现贸易双方存在数据非对称问题，主要原因在
于国内外统计口径不一致。Fabienne Fortanier
等（2016 认为使用的数据源不同以及各国编制方
式不同会造成服务贸易数据的非对称。ZL Vincek
等（2019）指出由于服务贸易标准不清晰，导致
克罗地亚统计出的服务贸易份额以及在经济发展
中的重要性远小于实际份额以及实际重要性。
本文将从国际贸易统计口径着手，分析对比
BOP、FATS、GATS、EBOPS 以及 MSITS 的异同与联系，
并进一步扩展对比国内外各国际贸易统计标准。

BOP 统计的基本指标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经
常项目——服务项目”中对应的进出口额。
根据 MSITS2010，FATS 统计至少应包括 5 个
基本指标：销售额 ( 营业额 ) 和 / 或产出、就业
人数、增加值、货物和服务的出口和进口、企业
数量（联合国等，2011）。GATS 统计基于供应模
式的不同将服务贸易划分为 4 种模式：①跨界供
应；②境外消费；③商业存在；④自然人存在。
GATS 统计指标主要是 4 种供应模式下的交易额。

本文主要贡献在于对国际主流的服务贸易统计口

3. 统计分类

径都进行了比较，并对世界上重要的几个国家 /

BOP 统 计 依 据 产 品 类 型 来 分 类。BMP6 下 形

组织 / 地区间服务贸易统计标准的应用展开对比，

成 12 大类统计分类。MSITS 对 FATS 统计的服务

角度广泛，内容全面，结果直观。

分类提出了 3 种分类标准：按国家归类、按产品

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对比
《2010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
（MSITS2010）
于 2010 年 2 月 26 日出版。该手册主要涉及并介
绍了 3 种国际上已有的服务贸易统计统计标准：
国外分支附属机构贸易统计（FATS）、服务贸易
总协定 (GATS) 以及扩大的国际收支服务分类统计
(EBOPS)。这 3 项统计标准构建了广义国际服务贸
易统计数据的国际公认框架，加上基于 BMP5 产生
的 BOP 统计，这 4 种统计标准是目前世界上主流
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本文的对比研究主要
是基于这 4 项统计标准。
（一）BOP、GATS、FATS 比较
1. 统计对象

和活动归类。根据国家归类的方法容易出现归类
于直接东道国还是最终东道国的难题。按产品分
类的方法下，可能出现服务付款与其他付款分别
不清的情况。因此，MSITS 建议以活动分类。根
据《所有经济活动的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
Rev.4)，按活动对 FATS 统计变量进行分类，并按
照《ISIC 修订 4 国外服务分支机构类别》(ICFA)
修订 1 进行分组。GATS 统计暂无服务分类标准。
尽管服务贸易总协定在 1991 年列出了服务部门分
类（W/20），但是该分类标准是用于贸易谈判种
使用的服务部门分类，不能作为服务贸易统计分
类。
（二）BOP、EBOPS 比较
在核算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服务贸易方面，

BOP 统计对象为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贸易跨

存在 BOP 与 EBOPS 两种统计。这两种服务贸易统

境交易，并不考虑是否服务消费发生在同一国或

计标准同为跨境服务贸易核算，在很多方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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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同时具有可比性。

易统计总体框架，但在统计对象和统计数据上进

两种统计对服务贸易均分类为 12 大类，但是

行了优化。其中，统计对象由重点企事业单位改

EBOPS 在原 BOP 基础上对各服务分类的内容进行

为全部贸易对象；统计数据上将服务贸易进出口

了适当扩展，并在类别上做了进一步细化。具体

改为全额统计，其他指标采用抽样统计。

而言，EBOPS 在旅行、保险及养老服务、知识产

美国服务贸易统计包含三部分：BOP 统计 ,

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

外国附属机构的销售统计以及部分自然人统计，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政府服务这 7 个服务分

覆盖了 GATS 统计中的 4 种模式。BOP 统计数据体

类标准下做了细化，其中运输还从运输内容角度

现在美国“国际交易账户——经常账户”下的服

进行分类。

务进出口贸易。FATS 统计主要对应商业存在模式，

三、服务贸易统计标准应用的国际间比较

具体数据来源于附属公司提供服务的“跨国公司
活动统计”统计数据（BEA,2014a）。欧盟的服务

鉴于中国内地服务贸易交易量最大的主要伙

贸易统计体系与中国内地和美国类似，在服务贸

伴一直是美国、欧盟以及中国香港地区这几个国

易进出口统计和外国附属机构分支统计的基础上，

家 / 组织 / 地区。所以对比分析其服务贸易统计

兼顾 GATS 统计。但欧盟对服务贸易进出口统计采

标准的应用对与伙伴国 / 地区交易有重要意义。

用了 EBOPS 统计，这与上述两国不同。我国香港

考虑到资料获取性与重要性，本部分主要对比美

地区于 2002 年开始发表按服务类别及地区划分的

国、欧盟、中国香港地区与中国内地的服务贸易

服务贸易统计数据。香港地区政府统计局参考了

统计标准。

WTO、IMF 以及 MSITS2010 手册，在跨境服务贸易

（一）标准的应用
我国内地早期采用 BOP 统计核算居民与非居

统计基础上又构建了 FATS 统计，形成了香港地区
目前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

民服务贸易统计，而核算国外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二）统计数据获取

统计的 FATS 统计尚处在空白状态。鉴于 FDI 统计

我国目前服务贸易进出口数据统计的数据来

与 FATS 统计的强相关性，我国 FDI 统计可以提供

源主要是由外汇管理局基于行政数据记录统计。

国外附属机构信息，而后逐步建立的 FATS 统计也

FATS 统计数据来源与其划分方式有关。我国内地

是建立在 FDI 统计基础上。

对 FATS 按照不同方式进行了区分：按照进出口角

2007 年《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统 计 制 度》（ 以 下

度，划分为内向 FATS 和外向 FATS。按照行业性质，

简称《制度》）的发布，构建了中国内地服务贸

划分为金融与非金融。非金融内向 FATS 的数据来

易统计框架。制度实施后，我国内地在核算居民

源是商务部外商投资统计；非金融外向 FATS 统计

与非居民间服务贸易时存在两种统计标准：基于

数据来源是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而金融类

BPM6 核算的在国际收支表中体现的服务进出口，

FATS 统计数据来源于相关金融部门。

以及基于制度建立的 BOP 服务进出口数据。而在

香港地区的服务贸易数据主要有三种获取方

核算国外附属机构统计标准中，建立了流入流出

式：统计调查、总额和住户统计调查、行政记录

双向 FDI 统计，同时确立了内向和外向 FATS

及其他来源。《服务输入及输出按年统计调查》

统计。

统计了服务贸易额显著的部门，而对于服务贸易

2016 年商务部与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国际

额较少的部门，则进行《经济活动按年统计调查》

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以下简称《新制度》）

并搜集概括的服务贸易数据，将数据记录在经济

并于 2018 年进行修订。《新制度》未改动服务贸

活动调查附录部分。住户统计调查则是汇编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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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数据。对于 FATS 数据统计，香港地区主要根

双边数据可作为国家间编制贸易统计数据的

据上述两个调查进行的服务进出口年度调查以及

重要参考，但是由于双方制定数据的定义、方法

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收集的机构数据编制。美国的

和来源不同，双边数据不能直接作为数据来源，

服务贸易数据主要分为两种：调查数据和行政数

而应首先进行数据匹配。依据重要性原则，几大

据。调查数据包括直接投资调查、服务调查和机

贸易进出口国可以同主要贸易伙伴对象建立数据

构汇款调查，行政管理数据主要是海关、国务院

交换体系，制定数据协调方法以强化数据可对比

等统计的数据。服务贸易统计数据以美国统计经

性。数据协调可以参考美国与加拿大两国的做法，

济分析局（BEA）BEA 季度和基准调查搜集为主。

各国首先选定一个国际通用基础框架，框架基础

关 于 FATS 统 计， 美 国 对 FATS 统 计 也 区 分 内 外

可以遵循《国际收支及国际投资头寸手册》( 第

向 FATS，两类 FATS 数据都由 BEA 统计汇编。此

六版 ) 中的国际指南，其次按照通用基础对官方

外，美国与贸易伙伴国家建立了数据交换机制，

数据按照服务贸易统计定义和服务贸易统计方法

共享多个账户，以扩大数据来源及增强数据准确

进行重新报告，以获得协调后的数据。由于数据

性。欧盟服务贸易统计的数据源基于以下 5 种收

统计中可能出现数据保密性问题，各国按通用基

集方式：国际交易报告系统；商业调查；行政数

础协调后的数据并不能作为完全准确的数据，国

据； 来 自 伙 伴 国 家 的 信 息； 其 他 来 源。ITRS 不

家间可对保密数据所影响的服务贸易类别进行提

同于调查方法，其记录的是资金流量，主要记录

示，以简化他国后续数据对比程序。

与外国银行进行交易时记录的分类的服务数据。
行政数据通常用于汇编金融与保险服务。住户调
查主要用于收集旅行服务数据。具体细节可参考
Eurostat（2019）。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标准统计口径比较
以及服务贸易统计标准应用的国际间比较两个角
度研究国际服务贸易不同统计口径。结论发现：

（二）对我国内地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建议
1. 统计形式
目前我国内地基层报表形式单一，很多服务
类别的统计信息披露不完全不准确，导致无法得
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服务数据。因此可以针对不同
的服务类别编制不同的报表，细化统计数据，使
得统计数据更精确，更具可比性。
2. 统计数据

① BOP 统计、FATS 统计以及 GATS 统计在统计对象、
统计指标和统计分类中均存在显著差异；EBOPS
统计与 BOP 在统计分类上一致，但是 EBOPS 统计
在 BOP 统计上进行了扩展从而更加详细。②美国、
欧盟、中国香港地区和中国内地所建立的服务贸
易统计制度均囊括了跨境服务贸易统计、国外分
支机构服务贸易统计以及 GATS 统计，除了欧盟采
用 EBOPS 统计核算跨境服务贸易，其他国家 / 地
区均采用 BOP 统计核算；各国家 / 地区收集数据
部门以及收集的方式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
（一）对各国统计数据比对的建议

针对 BOP 统计，内地可以将外汇管理局统计
的行政监管数据为主改为以统计调查数据为主。
统计调查数据能够减轻行政监管数据存在的实质
性问题，而采取直接统计方式极大提高了数据的
质量。
针对 FATS 统计，尤其是外向 FATS 统计数据
难获取的现状，内地可采取对内对外两方法。对内，
内地应加大调查力度，并充分利用经济普查数据、
企业自身统计等统计数据，以全面反映内地 FATS
统计数据。对外，内地可参考美国等国家，与经
常贸易往来伙伴建立统计数据交换体系，优化统
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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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计法律
相较于其他国家 / 组织 / 地区，我国内地服
务贸易统计方面的法律条例以及文件数量和质量
上有待改进。我国内地在 2007 年颁布并于 2008
年 1 月 1 日正式生效的《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
是中国内地第一条关于国际服务贸易的制度，而
后尽管重新颁布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
但是由于新制度对数据统计缺乏具体细致的指导，
且对于企业的错报、瞒报、伪报等行为缺乏监管，
所以内地的统计数据在质量上存在一定可疑性。
其他国家在法律方面则较为完善。比如美国国会
颁布了《国际投资和服务贸易调查法》并授权美
国经济统计分析局统计，将自愿调查改为强制性
调查，确保 BEA 顺利统计数据。针对金融服务数
据统计，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调查法》和《1988
年综合贸易和竞争法》。两法案保护了报告公司
数据的机密性，推动数据调查的顺利发展。这些
法案维护统计系统的完整性至关重要。详细内容
可参见 BEA(2014b)。因此，内地要想强化统计制
度，须制定足以支撑制度的条例及法规。

[7] 唐晓彬 , 王亚男 . 基于统计视角看中美贸易失衡
问题的研究综述 [J]. 调研世界 ,2019(06):4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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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2012,29(0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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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周 海 静 . 国 际 服 务 贸 易 统 计 手 册 2010
（MSITS2010）结构研究 [D]. 东北财经大学 ,2012.
[12] 朱俊明 , 邵军 . 中美贸易逆差影响因素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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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 FDI 的冲击及上海外资发展思路的思考

张娟 正高级经济师 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廖璇 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国际贸易研究部主管

【摘 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国际组织预测，短期全球 FDI 将会进入下行通道，但是长期对全球 FDI
的影响也是结构性的，投资导向、投资方式、行业结构、区域结构都将面临长期调整。国内新冠疫情得到有效
控制后，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复工复产的进程，基础产业的防疫保障作用，区位优势对供应链率先恢复的推动
作用，以及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市场本地化投资的催化作用，不仅是上海外资复工复产的支撑优势，而且是上海
外资发展的优势。但是制造业要素供给不足、服务业开放度不够、要素跨境流动不畅和营商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仍是上海外资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需要着力在投资管理制度、总部经济能力、产业开放载体、国际合作交流
空间和营商环境等方面进一步突破。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 FDI；上海外资

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的全球 FDI

协定中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被大幅修改，疫情后，

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发生以来，联合国
贸易会议连续两次对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预
测进行了修订，根据 3 月 26 日最新修订的预测，
2020-2021 年期间，全球 FDI 下行幅度达到 30%-

以单边机制影响多边机制的趋势将进一步强化。
疫情前，美欧日等国家已经通过税收等政策推动
本国制造业回归。疫情中，欧美等国家面临的口
罩、防护服、呼吸机等物资的短缺，欧美日等发
达国家提出了卫生、医疗领域的产业链回归，并

40%，并对全球投资规则和模式带来影响 1。

通过财政的力量来支持，例如美国提出如在华企
（一）投资规则的影响

业撤出中国将提供相应政策支持，日本拟出资 22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的投资政策监测

亿美金协助日本企业回归本土或分散市场。疫情

(IPM) 显示，投资自由化、促进和便利化等规则

后，发达国家可能更加趋向于通过税收、财政等

2

导向长期没有变化 。但是短期而言，疫情之后，

政策吸收本国企业回流，疫情后，发展中国家不

多边和双边的贸易投资规则、母国和东道国国内

仅面临着吸收 FDI 的竞争，而且还面临着国际投

国际投资政策可能会面临调整。疫情中，国与国

资政策工具箱的竞争。疫情中，3M 和特朗普之争，

之间对防护物资的争抢和管制，凸显了区域贸易

显示了跨国公司的全球属性遭到挑战，需要在母

投资规则的失灵，在美加墨协定中，原北美自贸

国和全球利益之间权衡。疫情后，母国对海外跨

1

UNCTAD,Coronavirus

2

UNCTAD, Countries

could cut global investment by

40%,

launch investment policies to counter

new estimates show,

, March 26, 2020

COVID-19, April 3,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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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司的管理将会进一步趋严，这将影响全球跨

购催化剂。与绿地项目一样，并购通常是对海外

国公司投资税务、资金等管理规则，国际投资协

市场的长期承诺，短期的旅行限行会使得并购活

定将可能从关注保护本国企业在协定国投资利益，

动也会放缓，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2 月份的数据

转向加强对本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的管理。

显示，跨境收购的完成率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

（二）投资模式的影响

月 400-500 亿美元降至不足 100 亿美元。跨境并
购是对现有项目的购买，不涉及开办、施工等流程，

1. 投资导向的影响

短期影响要弱于绿地投资。但是，长期来看，疫

全球 FDI 导向主要分为市场、资源、效率和

情冲击影响比较大的行业进入洗牌期，尤其是部

成本驱动，受疫情扩散影响最大的将是市场导向、

分冲击较大的行业和企业业绩会下滑，使得原先

效率导向和资源导向的投资，而成本导向型投资

并购计划提前进入实施阶段，例如欧洲私募巨头

可能较小。消费需求虽然具有棘轮效应，但是由

Permira 计划重新在英孚中国一季度财报出来后

于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需求的延迟和取消很难

重新评估谈判价格，待恢复元气前以便乘机收购。

在疫情后获得报复性反弹，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全

（三）投资结构的影响

球投资将被延后，预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生产
消费需求的回升将带动此类投资的回暖，但是这
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消化疫情造成的冲击。效率导

1. 区域结构影响
一方面投资促进活动趋向于近岸化和本土化。

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投资由于依托全球价值链和

新冠疫情是对社会交往模式的改变，保持适当的

供应网络，受疫情影响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

空间距离的重要性和安全性重新被认识，这对全

度和物流影响，跨国公司开始重新审视其供应链

球 FDI 投资促进活动模式带来影响。跨境投资复

和全球组织架构，或将重塑全球价值链和投资格

杂性较高，企业通常需要组建大型的商务谈判团

局。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正在造成全球供应链混

队，包括内部团队外，还需要聘请专业的中介机

乱和延误，企业和消费者无法可靠地接收来自国

构进行项目的尽职调查，如投行、技术、商务、

际供应商的发货 , 这将使得与全球价值链紧密结合

法律、财税等。为防控疫情需要，多国采取限制

的寻求效率的投资所受到的负面影响，全球价值链

人员流动的管控措施，同时企业也尽量减少人员

投资未来不仅注重效率，安全性的重要性提升。

聚集采取远程办公的方式，但给现场的尽职调查

2. 投资方式的影响

以及审计评估工作带来困难，因此投资促进活动
趋向于近岸化和本土化。另一方面地区疫情控制

一是疫情对新宣布绿地投资推进影响大、长
期影响有限。根据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
企业的生命周期从开办、施工、获得电力、获得
信贷，到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执
行合同和办理破产等，流程复杂繁琐，新设绿地
投资过程涉及了前四项。新冠病毒疫情全球爆发
直接影响新宣布的绿地投资项目，疫情防控要求
直接拉长开办、施工等进程周期。长期而言，绿
地投资项目的孕育期较长，生命周期也甚至可能

效果和效率成为考虑区域投资竞争力的参考因素。
疫情对区域投资的竞争力影响将取决于四个方
面 : 一是疫情在区域扩散范围和程度，体现了区
域对突发事件的识别能力；二是区域应对疫情措
施的实施和成效，体现了区域对突发事件的施策
效果；三是区域恢复生产的进度，体现了突发事
件下区域经济的弹性；四是区域应对经济下行压
力的各类宏观政策及其效应，体现了突发事件冲
击后的长期修复能力。

长达数十年，疫情对现有投资项目和在建投资项
目的长期影响可能有限。二是疫情或成为跨国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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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业结构的影响

疫情对全球 FDI 行业导向有负向和正向两个

电信服务

105

1

11

方面，从负向来看，旅行限制、保持社交距离是

公共事业

175

-5

10

对线下旅游、餐饮、零售、娱乐、教育等服务业

总计

3226

-9

100

的严重的冲击，这些领域短时间内不会形成全球

资料来源 :UNCTAD,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FDI 大规模流入。从正向来看，数字化和医疗健

on global FDI.

康相关领域在疫情的作用凸显，具体体现为：电

注 :2020 年 3 月 26 日，5000 家跨国公司收益预期平均下

子商务领域，宜家、欧莱雅渗透到中国线上销售，
百事以 7.05 亿美元收购“百草味”线上品牌。数

调 30%，其中能源和基础材料行业在叠加油价下跌冲击效
应，能源价格下跌 208%，航空公司收益平均下调 116% 和
汽车行业收益平均下调 47%。

字技术领域，根据《金融时报》外国投资监测机
构追踪，2020 年 3 月有一半以上投资是由提供软
件和 IT 服务的公司提供的，以及网络安全也是外
国直接投资中流入最热门的子行业，特别是网络
安全领域技术领域。冠状病毒危机给全球的医疗
系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保健和生物技术领
域的生物技术是目前最热门行业，例如比尔·盖茨
将斥资数十亿美金致力于全球新冠病毒疫苗研发。

较低利润预期将减少收益再投资，进而影响
全球直接投资存量，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测算，
平均 -9% 的收益损失可能影响到 52% 的外国直接
投资流量。跨国公司开始评估新冠疫情的影响，
考虑投资再布局以分散风险，以期最小化疫情蔓
延对其业绩的影响，并可能减缓在受疫情影响地
区的资本支出，将影响短期全球投资流量方向和
结构。

（四）投资收益的影响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 3 月份调查 3，作为全球

二、从外资复工复产进程再认识上海外资发
展的优势

投资趋势的晴雨表，全球 100 大跨国企业已有超
过三分之二的业务受到冲击，超过 40% 企业发布

（一）从防护物资供给看主体集聚优势

了利润预警。根据对营业收入最高的 5000 家企业

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枢纽主体，上海外资企

进行调研，这些跨国公司的预期收益下调，尤其

业数量达到 5 万家，跨国公司总部数量在亚洲城

是在能源、基础材料和消费周期性行业；汽车业、

市处于前列。截至 2020 年 4 月 9 日，累计引进跨

旅游业受到的冲击最大。

国公司地区总部 730 家，研发中心 466 家，是中
国内地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最多的城市。越来越多

表 1：前 5000 名的收益修正和资本支出
收益修正的

平均收益修

资本支出占

的地区总部成为集管理决策、采购销售、研发、

企业数量

正（%）

比（%）

资金运作、共享服务等多种职能于一体的“综合

基础材料

389

-13

8

周期性消费行业

671

-16

16

航空业

45

-42

2

这些跨国公司积极利用全球的采购渠道作用，从

酒店、餐厅 & 休闲

111

-21

2

全球采购急需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检测设备，不

非周期性消费行业

351

-4

6

仅用于自身防疫需求，而且及时驰援全国疫情防

能源

243

-13

20

控。如，默克公司、杜邦公司、3M、霍尼韦尔等

医疗保健

195

0

3

工业

739

-9

14

汽车及汽车配件

142

-44

9

地区捐赠最急需的防护服、KN95 口罩的供应。复

科技

358

-3

11

工期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企业再次发挥全球采

部门 / 行业

3

UNCTAD, Impact

of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on global

性总部”，具有全球资源调拨能力。防疫期间，

跨国公司通过全球的生产和进口网络向疫情严重

FDI, March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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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网络作用，在航空客运停滞的情况下，通过点

慢慢扩散至全国、全球。供应链修复的区域差异，

对点国际包机将在全球各地采购口罩等物资运到

体现了区位在突发事件中的优势和价值。一方面，

上海，为供应链恢复运转提供必需的防疫物资保

综合性的口岸优势有助于及时实现供应链进口。

障，并且通过管理网络分配给全国的分支机构、

湖北、武汉是我国重要的汽车零部件、电子元器

供应商、客户，支持了全国复工复产的需要。上

件供应链基地，湖北封城后，人员流动限制叠加

海主体集聚优势，使得突发事件冲击下，经济社会

了交通运输的中断，造成汽车、电子等行业供应

稳定运行得以保障，是外资持续耕作的基本保障。

链的停滞，进口成为缺失供应链的替代选择。在

（二）从行业复工进展看产业引资优势

企业供应链库存管理中，海上船舶运输原料、部

根据全国商务系统调研数据，截至 3 月 12
日，除湖北外，全国六成的制造业重点外资企业
复产率达到了 70% 以上，四成多的服务业重点外
资企业复产率达到了 70% 以上。同期，上海制造
业外资平均复产率已经达到 70% 以上，服务业达
到 65% 以上。复产率不仅表现为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差异，而且服务业内部分化也相对明显，金融
业、科技研发、信息服务等便于线上办公的行业，
产能恢复程度明显好于线下餐饮、零售等聚集性
行业，且略优于制造业平均复产情况。行业复工
的差异，尤其是服务业内部分化的作用，体现了
数字化技术应用的重要价值。远程诊断、远程设
备操控、远程设备扫描等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发

件是库存的一种方式，也成为国内中断供应的重
要补充来源。上海拥有的海港、空港和铁路港综
合口岸优势，三类国际运输方式互为补充，疫情
突发情况下能够满足企业的时间以及成本要求。
尤其是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集装箱装卸工艺无
人化、智能化优势凸显，既避免了工人、码头内
集装箱卡车短期不足等问题，也减少了作业人员
交叉感染的风险，高效完成了复工复产时期的各
项装卸作业任务。另一方面，内联外接的基础设
施保障了长三角和全国其他地区的复工复产。上
海是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的交通集疏运枢纽，可
以通过陆路、铁路和水路将物资分拨到腹地。疫
情初期，货物公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日均进港

挥了控制疫情作用，而且起到了疫情对生产和生

集装箱卡车大幅下降。陆运受阻，水运来补。洋

活冲击的修补作用。在复工复产过程中，数字化

山港区发挥“水水转运”和铁路运输优势，通过“陆

的发展使得生产制造业更加具有韧性，制造业不

改水、陆改铁”等方式，帮助货主送箱上门，保

再完全依赖密集的操作工人。疫情所释放的数字

障了货物的顺畅流通。2 月，洋山港的“水水中转”

化战略意义，已经在国家新基建中体现。但是数

比例由 50% 提升至 70%。区位优势是 FDI 战略考

字经济的发展，与制造业和服务业基础产业发展

量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产业的服务化和贸易的

是不能脱离的，无论是特斯拉、上汽大众新能源

服务化发展，区位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但是此次

汽车 (MEB) 工厂在疫情期间的创新，都是基于传

疫情再次证明，区位优势在外资选址和经营中的

统的制造业支撑，还是数字医疗的突出表现，都

不可取代性。

与上海拥有完整的医疗医药制造基础有关。因此，
完整的产业链、基础的制造体系不仅是数字化的
基础，也是吸引全球 FDI 来“补链、延链、强链”
的基础。

（四）从外资战略变化看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国内疫情初期，根据上海美商会、日本贸易
促进机构等调研，部分外资企业意欲将受疫情影
响的供应链转移出去。但是国际疫情的流行，给

（三）从供应链修复进程看区位优势

了外资重新审视全球投资的视角，3 月 25 日中国

2 月 10 日以后，上海的企业积极推动复工复

美国商会调查显示，40% 的企业将按照原计划加

产，供应链修复的区域逐渐从本地、长三角区域

大对华投资，比 2 月份提高了 17 个百分点。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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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国内疫情期间，部分企业选择将供应链转移

供应链本地化和生产本地需要基于一定的要

出中国，但是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转移出中国

素资源，但是随着成本上升、环保保护等综合因素，

不能代表着更加安全，而且转移供应链成本是昂

制造业外资发展的要素总供给相对不足。一方面，

贵的。上海在解决外资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中的服

土地要素供给总量受限。工业用地指标有限、工

务诚意，也使得一批有战略眼光的跨国公司没有

业项目用地审批流程长等影响新设项目以及增资

止步，反而加快了投资布局步伐，通过更加大幅

扩产项目落地。另一方面，人力要素成本持续上涨。

度的本地化来规避供应链外部风险。另一方面，

因劳动力供求变化、社保压力等导致企业用工成

市场导向型投资更加倾向接近目的地市场。境外

本快速上升。此外，人才资源也存在结构性短缺。

消费是服务贸易的重要方式，上海和我国大量的

受生活居住成本增加以及城市人口控制等约束，

服务贸易逆差来自境外旅游和消费。由于疫情防

制造业面临高级技术工人短缺，国际专业技术引

控带来的人员流动管制，在日本、韩国、欧洲等

进力度不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人才

中国入境消费的主要目的地，服装、化妆品、日

也供给不足。

用消费品等销售受到影响。跨国品牌商重新考虑

（二）服务业亟需进一步开放

本地市场的重要性，包括 Costco、伊藤忠等国际
连锁巨头拟通过本地化投资加大为本地消费人群
的服务，欧莱雅、宜家通过加快在线业务进一步
渗透本地消费市场。供应链本地化是规避供应链
风险的重要方式也是服务本地市场的最优方式，
中美经贸摩擦使得跨国公司更加关注供应链的安
全和中国国内市场的重要性，疫情更加凸显该战
略考量，跨国公司供应链布局“在中国、为中国”、
“在上海、为全球”的导向将进一步凸显。今年
一季度，上海实到外资 46.69 亿美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4.5%，新增外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10 家、
外资研发中心 5 家，表明外资企业继续看好上海
发展前景。

由于服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在全球价值链
中主要发挥两个作用，一是推动了制造业价值链
的形成，诸如运输、电信、物流、分拨、销售和
研发等服务已经成为制造业价值链不可或缺的要
素投入；二是创造了服务业价值链，形成了服务
出口和增值 4。但是受到服务业开放领域有限，整
体的服务要素累积水平和质量还有待提高。第一、
高水平开放力度仍需加大，投资准入管制有待进
一步放宽，尤其是金融、电信、医疗、教育、文化、
专业等服务业核心领域开放仍有限，限制上海外
资规模进一步提升。第二、已开放领域在实质性
落地中仍面临诸多限制，负面清单以外领域一些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仍存在股比、投资方资质等

三、上海外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

限制。第三、服务业开放范围有限。目前服务业

截至目前，上海已经完成 720 家地区总部调

开放的多数领域仅停留在特定区域、少数企业试

研，联系的企业占全市外资企业总数的近 7 成。

点阶段，开放的规模化效应还需加速实现。并且，

共收到企业提出的 553 个问题，已解决 546 个，

服务业开放模式较单一。目前上海服务业开放模

整体问题解决率超过 98%，影响上海外资复工复

式主要是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自然人流动模式

产的防疫物资、人员隔离、供应链运行等问题基

较少，即使在自贸试验区内境内外人员资质互认

本解决，但是在复工复产推进过程中，上海外资

渠道也未打通，对吸引外资服务业和创新企业总

发展的问题和瓶颈仍存在。

部带来制约。

（一）制造业发展要素相对供给不足
4

（三）要素跨境流动有待优化

张娟 . 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服务要素贡献率提高了吗 ?[J]. 世界经济研究 ,2019(04):119-133+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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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发生以来，供应链的国内运行基本顺畅，
但是跨境供应链运行难度较大，尤其是国际疫情

维权成本高、维权举证难等问题。
四、新时期下上海外资发展的思路

使得全球港口封港、停工，企业货物在港口滞留，
进一步凸显了上海跨境要素流动的问题。一是资
金跨境流动不够便利。与国际惯例相比，我国跨

（一）发挥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优势，加快
投资管理体制改革

境资金配置的便利度与跨国公司的需求相比仍有

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主要包括创新外商投资

一定差距，尤其是自由贸易账户仍存在较多限制，

管理体制、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构建

沉淀在账户、资金池内的资金投资功能缺失；离

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等。上海自贸试验区重点

岸贸易外汇收付汇困难，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之

探索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境外投资管理制度、

间资金往来有严格限制；外籍员工工资薪金对外

贸易便利化制度和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等制度创新

支付不便，合规成本较高等。货物和相关服务跨

都取得积极成果，并探索在更大范围内的复制和

境流动不够便利。二是海关通关便利化程度仍有

推广。上海外资高质量发展，应立足于国家层面

待提高，尤其是国际转口贸易、中转集拼、研发

的设计要求，推进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试验用物质等的通关便利度有待提升。对附属于

管理模式改革，尤其是要适应新技术推动的新产

有形货物的服务仍沿用货物监管方式，归类、征税、

业发展需求，以新片区建设为契机，一方面推动

查验手续较为复杂，难以满足制造业服务化发展

贸易投资自由化，以适应集成电路、人工智能、

需求。数据跨境流动受限。数据流动安全风险监

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准入

管框架有待完善，虚拟专用网络（VPN）使用受限，

机制，新型国际贸易发展所需要的货物、外汇、

对跨国公司增强全球数据资源配置能力、全球业

自然人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机制等；另一方面构

务联络造成一定制约，影响总部经济和数字贸易

建全面风险的管理体系，加大开放型经济的风险

发展潜力提升。

压力测试，从重点领域监管、信用分级管理和边

（四）国际营商环境有待完善
疫情期间，企业积极开展自救，但是现行规
定对企业自救行为响应度和及时性不够，凸显了

界安全等不同维度实施。
（二）发挥“五个中心”核心承载区优势，
发展由主体集聚和功能实现的总部经济

上海吸引外资中的营商环境短板。一是新业务推

上海利用外资 40 多年以来，总部经济发展已

进难度大。例如“一证多址”需统一只有部分区

经形成健全的基础设施、强劲的资本储备和强有

域实现，绝大多数连锁企业不同门店仍需单独申

力的政策支持。服务型、数字型跨国公司总部开

请食品、酒类等经营许可证，在突发情况下，现

始崭露头角，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业务和职能的多

行政策对企业自救行为响应度和及时性不够。二

元化已成趋势。新时期，上海要充分发挥“五个

是知识产权保护有待加速。服务要素引进之后，

中心”主体资源集聚优势，一是从贸易、航运、

需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国外要素的本土化贡献，

金融、科创功能层面进行分类施策，紧抓主体特征，

即把国外服务要素流入为中国产业发展所用。目

制定标准，推动存量企业功能升级，发展成为跨

前上海吸引了大量的跨国公司研发中心的集聚，

国公司地区总部；二是从点上政策突破到从面上

但是在跨国公司研发体系中的分工地位不高，除

统筹施策，对外汇、人才、贸易便利化、数据跨

了与中国相应的人才知识和技术积累有关外，还

境流动进行系统安排，打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业

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和研发成果转化的环境

务和功能多元化发展诉求；三是对总部政策进行

有着极高的相关性，外资企业仍面临维权周期长、

创新，形成重潜力、重经营、轻资本要求，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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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成为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跃升平台，推动外资

门户开放枢纽建设，积极主动参与长三角更高质

创新型企业成为总部经济的重要增量。四是加大

量一体化发展进程，强化资源要素服务功能、高

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为关键供应链提供资本保障。

端高新产业引领功能、重大改革任务试验示范功

当前新冠疫情全球流行，全球资本市场走弱，外

能。疫情发生以来，供应链的国内运行基本顺畅，

资企业母公司经营业绩下调。建议进一步推动金

但是跨境供应链运行难度较大，尤其是国际疫情

融市场开放政策落地，提升上海资产管理和金融

使得全球港口封港、停工，企业货物在港口滞留。

风险管理功能，为关键供应链提供资本保障。

面对全球供应链运行受阻情况，上海要推动国际

（三）发挥开放型经济载体建设优势，打造
制造服务和数字融合互动的产业格局

贸易“单一窗口”和“一网通办”深度融合，提
升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水平，推进“通关 + 物流 +
收费”功能，实现跨境贸易时间和成本的可视化、

上海对外开放以来，形成了陆家嘴、张江、

可追溯。二是发挥“一带一路”桥头堡作用，推

保税区、临港、金桥、虹桥等特殊经济载体，以

动产业园区“走出去”，积极参与我国境外经贸

及静安、长宁、徐汇、闵行、嘉定等外资重点区域。

合作区建设，成为承接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开展

这些地区产业外资高度集聚、产业链较为完整。

境外投资、优化供应链的新载体。支持外资企业

随着开放的深入，产业转型、制造业离散和综合

发挥“上海服务”优势，助力共建“一带一路”。

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使得上海制造业外资高速增

推动资源双向流动的软硬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充

长的阶段结束，但是服务和数字领域国际直接投

分发挥和延伸友好城市合作机制，利用上海国际

资已成主导趋势，要充分发挥现有制造业集聚优

金融中心、上海科技创新中心等建设营造的合作

势，依托张江、临港、金桥、外高桥、虹桥等加

空间，加大与香港、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互

快建立开放型产业体系，鼓励和支持外商投资在

补合作，创造新的合作通道。

重点优势产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等，大力发展医疗
健康、在线消费、工业互联网、“5G+”、智能物
流等数字经济重点领域新兴产业，打造在线新经

（五）加快推动国际营商环境建设推动城市
功能提升

济发展高地，为外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新

新的国际形势下，人才、资源、资金、技术、

时期，上海要赋予这些开放型经济区域更多的管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营商环境成为一个国家参与

理权限，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投资环境下，快

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重要依托，是经济软实力

速高效相应。要抢抓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虹

的重要体现。上海要对标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

桥商务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的机遇，

营商环境的改善将是推动城市功能转型的突破口。

在电信、科研和技术服务、教育、卫生等重点领

上海要加大贸易投资促进力度，持续优化国际化

域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加快推动外商投资

营商环境，不能满足于仅在准入、登记注册、破

人体干细胞与基因诊疗、影视后期制作、形成数

产清算等时间长度缩短等方面的进步，而要更多

据跨境流动体系等开放措施先行先试。

关注制造和服务的数字化融合背景下，形成政府
职能机构之间协作、推动市场监管方式的创新、

（四）加快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一带一路”，
拓展开放型经济空间支撑

贸易便利化安排的创新等，助推上海进一步扩大
开放、促进开放型经济发展。

上海对外开放在过去 40 年，主要依赖于自身
的空间资源，新形势下，上海外资高质量发展需
要跨区域的空间合作。一是全力推进长三角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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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国经济增长特征及其展望

毛承之 江西社科分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发展以及升级都在一个质的提高，包括要素的大提高，还有整个营商环境的改变，
使这种生产效率更加富有发展动力！无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存在一种内部系统化创新挖潜力的问题！只有
在内部系统实现再度优化之下，这种发展潜力才能转变为动力！继续深化发展，继续全面开放，这两个方面将
结合得更加牢靠一些！不是单纯强调某一个方面，而要在动态均衡之中找准大的发展方向！
世界看我变，我变看我定！增强中国发展战略定力也很重要！可以说，只要这种发展战略定力立于不败之地，
不断适应变化，中国这个经济增长会变得更加稳定，有质量有层次秩序，会更繁荣！
【关键词】中国经济增长；双循环；质地；创新走强

一、双循环之下，中国这个经济增长的内在
质地会更强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 1 月 18 日发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 1015986 亿元，
首次突破 100 万亿元大关，比上年增长 2.3%，经
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好于预期。分
季度看，一季度同比下降 6.8%，二季度增长 3.2%，
三季度增长 4.9%，四季度增长 6.5%。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 777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
第二产业增加值 384255 亿元，增长 2.6%；第三
产业增加值 553977 亿元，增长 2.1%。（凤凰网
新 闻 1 月 18 日 ）https://finance.ifeng.com/
c/837vdMTxmD0
1、疫情之下，经济增长得到一个全面恢复，
摆脱了通货紧缩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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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超乎想象，竟然高
达 6.5%，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在即使这个疫情
之下，也能够完全恢复到一个原有的增长状态！
为什么中国这个经济增长在世界面前会如此
亮眼？最主要是中央的政策措施得力，疫情防控
与稳增长两手都抓，两手都硬，加上全国人民的
齐心努力，所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在很大程度
上得到良好恢复！当然，从实证研究来看，这个
增长与财政金融政策，包括税收政策给力，有很
大的关系！因为当前这个宏观货币流速已经到了
0.6436 之高！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完全摆脱了
那种呈现通货紧缩的状态！
2、消费增长为负，一方面说明消费还有潜力
可挖，另一方面说明消费正在转型升级。
一旦，摆脱了以前那种因为疫情之下的紧缩

状态，这个经济增长的活力，也就逐渐显现出来，

好在有这个第一产业继续发展稳定，好在整

已经恢复到一个发展增长的正常轨道上来。这里

个经济基本面发展稳定，好在扶贫攻坚得力，好

面，包括投资、消费、外贸、房地产行业等等都

在收入增长继续增长能够为正，好在市场资金流

呈现一种良性化的增长态势。尽管有些方面还没

在金融政策调控与监督之下，进一步回归到实体

有恢复到原有的那种最佳状态，比如在消费增长

上！可以说，不要小看了第四季度增长 6.5% 以及

方面，还是一个负的增长，即 2020 年全年社会消

全年实现 2.3% 增长，它们为新的一年经济增长奠

费品零售总额 391981 亿元，比上年下降 3.9%。

定了一个重要基础，这使得中国经济能够跃上新

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负增长。但是，不可忽

的台阶！

视的是这种消费增长，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这个

消费增长的下降，从反面来说，也就是一种

方面正在继续好转，并且展示出一种有相当发展

基础储蓄的增加，至少是一种边际储蓄量的增

潜力的后劲，也将会更稳！正如统计公报上所说，

加！从这个方面来看，这个经济增长的后续发力

12 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6%，环

会更加均衡稳定，不可能会出现一种所谓爆发式

比增长 1.24%。全年全国网上零售额 117601 亿元，

或报复性的增长了！再者，房地产行业贷款占整

比上年增长 10.9%。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个银行业贷款总量所占比重已经大幅下降！这说

97590 亿元，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明多出来的资金可以用到其它层面之上，也使这

的比重为 24.9%，比上年提高 4.2 个百分点。在

种经济增长的内涵型支撑结构有了一个实质上的

疫情防控之下，网上这种消费增长比往年高很多，

变化，将进一步推动创新创业升温！这些方面，

而这种高增长发展态势，其实，还可以发展得更

就告诉我们，疫情之下，要有更多合作渠道，满

高一些，因为有几个亿的人不会用这种网购。如

足需求！

何让这种不会经常网购的人不断适应这种时代消
费潮流，还要各个方面通力合作，拿出一个更加
务实的办法来推进消费升级！这种消费负增长突
出表现在哪里呢？应该就在临街店面实体经营上。

3、双循环是一种质的升级，无论是内在合作
还是外在合作这种渠道都在扩大，成为一种新的
趋势。

从网上继续增长到一个网下继续负增长，这种网

而这种疫情之下的合作，不仅仅是一种内循

上网下的发展差距在拉大，如何想办法，让这两

环之下的深度合作，还将展现出一个更加包容化

种发展形成一种互动式的发展关系呢？积极构筑

的对外经济循环大合作，这方面也将更稳定！危

一个新的发展渠道，特别是形成一种打破资本化

机之下，各个方面都在寻找一个出路，彼此之间

垄断渠道，很重要！可以说，没有市场价格持续

深化合作，也是一种积极摆脱困境的方法，以弥

回落以及实体店数量的增加不行！

补或抵御这个疫情所带来的不确定风险！

消费增长为负，这说明时代之下的经济增长

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发展以及升级都在一个质

正在转型，正在淘汰一些不合时宜的增长模式！

的提高，包括要素的大提高，还有整个营商环境

比如，PtoP 互联网金融模式全面崩溃为零，事实

的改变，使这种生产效率更加富有发展动力！无

上，这种行业性融资灾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论内循环还是外循环，都存在一种内部系统化创

这种消费增长！所以，在衡量整个消费增长的时

新挖潜力的问题！只有在内部系统实现再度优化

候，应该考虑到这个消费资本增长！当这个消费

之下，这种发展潜力才能转变为动力！强内，内强，

性资本成为一种高负债杠杆之时，这种情况对现

是一种新的发展基础，也是一种新的合作更强的

实消费的打击会更大一些，因为有可能使后面维

平台！在这种强的平台基础之上，也将使创新创

系正常消费的增长出现中断。

业走向一个内聚兼容模式！而不是像以前搞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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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那个时代一样单纯放宽政策搞粗放！

转换为“经济增长速度等于产值系数与就业增长

也就说，基础，基本面，基准等等方面，更加牢

之积”，在这种条件之下，上面这个产值系数实

固牢靠，而不是继续走一种轻浮、漂浮，或者是

际上也就等于 1 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除以劳

又搞一种资本融资圈钱捞金套钱的模式！

动力的增长速度！注意，是除以了！可以说，上

继续深化发展，继续全面开放，这两个方面

面两个数理模型，实质上是相等的！这可以用中

将结合得更加牢靠一些！不是单纯强调某一个方

国新剑桥就业与经济增长模型或者是著名的哈罗

面，而要在动态均衡之中找准大的发展方向！不

德 - 多马模型验证。有关模型解读在东方网上等

能瞎折腾再搞那些目光短浅指望赚那些挖墙脚的

处已经发表。这种转换意味什么呢？

快钱来发展经济！从这方面而言，激发内需，更

一是产值比较稳定，就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要针对民生行业产业短板逆市造增长！这方面将

速度以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同时存在下降的迹象，

大有可为，不仅发展潜力大，而且将培育出新的

也是能够保证这个产值的相对稳定。过多的担心

消费后劲！

因为这种生产效率以及就业增长下降了，这个经

二、世界大变局之下，中国经济增长会变得
更稳

济增长就必然会出现大幅度下降，或者是更加的
不稳定，没有必要！因为上面这个产值系数的稳
定，有产能的储备系数以及基本面决定，比较稳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

定的，也因为有科学技术以及生产制度等等的保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证。可以说，只要这个产值系数一稳定，整个经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济增长的高低变化，也就是看这个就业增长如何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擘画发展蓝图、

了，即这个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如何！

规划实践路径、作出战略部局，为夺取全面建设

二是产值系数的稳定，也存在一个内循环以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注入强大思想和行动

及外部循环的问题。只要这种产值产能能够实现

力量。白重恩预测，整体增长 106%。具体而言，

有效的循环，有一定的效率，这个值也就能够基

“十四五”期间经济增速的潜力大概是每年 5.8%

本保持稳定。如此一来，用欧美国家的发展经验

左 右，2026 年 到 2030 年 大 概 是 每 年 5% 左 右，

来比较中国这个实践以及实际，也不一定是正确，

2031 年到 2035 年大概是每年 4% 左右。（新华网

虽然可以进行比较。

2020 年 12 月 10 日）

三是更为重要的，这里面还存在一个互变互

看了白重恩的预测以及较详细的解读，作为

通的模型，即把这个劳动力增长即就业增长等同

专家学者，觉得有必要做一些重要补充以供决策

于这个就业物价指数的变动，那么经济增长速度

参考，以便能够全面看到中国的未来。

的高低变化，也就与这个就业物价指数密切相关！

这个报道说，白重恩由此推导认为，GDP 的

可以说，只要这个就业价格即市场上的价格变化

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上劳动力

有效率，中国这个经济增长也就大致上能够保持

的增长速度，并预测未来 15 年后，中国经济将整

相对的平稳，获得长足的大发展！这就不会让人

体增长 106%，人均 GDP 将增长 102%。其实，这个

产生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增长这些方面的增速一

数理模型许多专家也清楚。但是，许多专家不清

旦下降，中国经济就不行这样的误判或者是这方

楚的是，这个“GDP 的增长速度等于劳动生产率

面的错误性认识。

的增长速度加上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可以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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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物价以及消费增长潜能，包括国民

储蓄能力与宏观投资效率，利率变化等方面都会

使价格下降而获得更多的增长优势。比如，海南

影响并决定这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这些变化

设置自贸区以来，就展示了活力，这就是明证！

是相互构成一个整体，缺一不可，相互制约相互

可以说，只要改革不僵化，中国经济增长会更平稳。

演变，最终在实现经济增长这个大目标之下获得

这里必须指出，消费性的创新增长，也是一

一个更高层次的统一。单单以一两个要素出现了

种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经济

所谓周期性的下降，甚至是中期性的下降，就判

构建消费服务平台的问题，更是一种兼容性有高

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没有多大的增长空间是不

品质发展的增长互动，而不是以中低端化的消费

对的！上面的数理模型演变实证，也就深刻揭示

增长。换一句话说，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档次演变，

了这种经济增长规律！还有就是进行顺向调控以

特别是由低级向高级方向进一步演变，就能够打

及逆周期调控，顺应这些市场规律以及经济社会

造成一个稳定具有长期性的增长。产业之间的次

发展规律，全球化演变规律等，都会进一步拉动

序整合以及产业之间的进一步融合，甚至是高度

增长！

的融合互动，互联互通互建互信，这也是未来一

那么，有没有出现一种不增长、停止的可能

个增长的大方向！

呢？这就要看宏观调控以及微观企业这个市场主

上面报道说，白重恩举例，以 2008 年的美

体营运有没有一个积极的效率，会不会误入或者

国作为参考经济体，“2008 年中国的人均 GDP 是

是进入一个全球化大背景下的陷阱当中，缺乏后

美国的五分之一。”以此为参照，他又列举了人

劲。如果整个经济增长存在诸多方面的发展潜力

均 GDP 是美国五分之一左右时，其他经济体的经

或者是大后劲，那么这个增长将是持续地，不可

济增速增情况：日本 GDP 是美国的五分之一的历

能陷入到一种长期低迷不前的状态。比如，仿制、

史年份是 1951 年，之后 20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

代替以及创新发明等等，这些就是增长的大动力！

9.2%；新加坡是 1967 年，增速是 8.6%；韩国是

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比较长的时期之内，中国的

1977 年，增速是 7.6%。这种看似是世界性的规律

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实质内涵，离实际上最先进

符不符合中国呢？那不一定！因为当前所处的科

的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不光是与欧美日对比的

技创新时代是一个信息化、智能化数字化大发展

问题。这是因为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储备性战略性

交融的时代与以前那个时代大不一样 ! 当然，数

增长的分布、调整布局以及运作体系与交流互动

字经济时代之下，各种风险可能会增长，会加大，

演变体系不一样！这种多样性发展，参差不齐的

所以，控制好各种系统性风险，也是构建中国经

发展，实际上，也就是一种动能。

济增长长期企稳的保证。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国际上各个国家与地区

世界看我变，我变看我定！增强中国发展战

的资源禀赋不同，也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增长趋势，

略定力也很重要！可以说，只要这种发展战略定

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生动力。在经贸互动交流
之下的人文交流，包括服务贸易增长，是阻止不
了的。在这种理论语境以及大背景之下，中美贸

力立于不败之地，不断适应变化，中国这个经济
增长会变得更加稳定，有质量有层次秩序，会更
繁荣！

易战不可能如美方所愿能够遏制中国的崛起以及
发展壮大，更不要说是这种经济增长！那种认为
中国难以跨过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这个门槛，殊
不知中国正在不断深化改革，扫除各种发展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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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一

中国分层结构增长理论及其疫情下的预测
毛承之 江西社科分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 要】本文从中国新剑桥方程式 MV=G 出发，进而提出分层式结构增长模型（Mc+Md）V=G，并用这个模
型科学实证预测疫情发生之后，中国经济增长变化走势如何，并进一步实证得出 G+L=M 这个在教科书上广为流
传的重要关系式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因为通过实证，有其必然依据。
经济增长，是一个宏大而又复杂的问题。切不可等闲视之，也不可一知半解，说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不是那
么重要的。如何再进行深入研究，会发现各种经济增长的关系式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必然相等的问题。它关乎民
生就业以及收入成长、关乎外贸外资、关乎产业链之间，特别是在销售与生产性库存之间，物价变动与广义货
币增长之间等等诸多方面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协调联系。可以说，它们之间的正常发展，是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走
向健康、行稳致远的重要前提与基础。这就告诉人们，要搞科学调控或者是制定出符合发展规律的政策，一定
要先顺从其发展变化规律，再根据这些规律变化，制定出比较完善的措施。
【关键词】中国分层结构增长理论；中国新剑桥方程；经济增长路径；疫情

一、引言
本文通过严谨细化之后或者是进一步划分的
中国新剑桥方程式科学实证分析，发现中国经济
增长比较稳定，去风险，去库存，取得了一定的
实效。当前这个经济增长的路径以及结构稳定，
也为金融资源的进一步优化调控以及实施更加精
准化的幅度调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说，
分层结构性调控与整个经济增长呈现一种结构性
的变动对应。去库存，去风险，能不能去到位，
降成本，补短板，能不能降到位？补到位？这就
要从源头上优化市场资源、金融资源、库存资源、
成本资源、政策资源以及科学精准幅度化的调控

市场资源之下，那么这种经济增长的均衡结构将
更加持续稳定，这也就是发展的前景。由于中国
经济增长内在结构基于一种稳定与优化，即使受
到疫情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还是处于向
好的状态，具有持续发展的韧性。
二、经济增长
二、经
济增长 6% 的深层次剖析
据国家统计局权威数据，2019 年第三季度的
经济增长是 6%，而第二季度的增长是 6.2%，而从
这个 6.2% 下降到 6% 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又如何
科学分析这个经济增长的发展变化路径以及其深
层次结构呢？这里面有何种理论依据？需要制定
怎样有效的政策才能维持这种增长？

资源等等，才能实现促增长，有品质的增长，使
这种稳定的增长空间释放出最大的增长潜能。

（一）经济增长路径的科学划分

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未来展望是，只要这种支

从经济增长表象看到实质问题。如果把经济

撑内在经济增长的库存增长以及市场通货利率或

增长划分为两种形态的增长，就可以分之为库存

销售利润率基于一种基础性的结构性质稳定，在

增长与销售增长两种形态，在产出产值增长之

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产业资源以及各种有效的

后，这个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事实形态当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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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转为库存与销售增长。在这种准确界定之下，

增长）下面数据，依据（Mc+Md）V=G，可知二、

从广义上来说，任何部门形态都可以转化为这两

三季度 V 分别为 0.7294 与 0.714。第二、三季度

种形态，因而，在广义货币增长之中，可转化为

的经济增长等于（1）+（2），为 6.2% 与 6%；第二、

库存与销售增长。据中国新剑桥方程理论，即广

三季度的广义货币增长等于（3）+（4），为 8.5%

义货币增长与宏观货币流速之乘积等于经济增长

与 8.4%。

[1]

（MV=G） ，整个经济增长，就可以细分为一种

表 1 2019 年二、三季度对比表

库存与销售增长。这个方程式也就转变为库存增
长加上销售增长等于经济增长之数值。用细分后

季度 \
形态

的 方 程 式 来 表 示， 即 是（Mc+Md）V=G， 其 中，

销售性经济 库存性经济 销售性广义 库存性库存
增长

增长

货币增长 Md

增长

Gd（1）

Gc（2）

（3）

Mc（4）

Mc、Md 分别为广义货币增长形态当中的库存广义

二季度

3.75%

2.45%

5.14%

3.36%

货币增长与销售广义货币增长。再利用 6 月份与

三季度

3.75%

2.25%

5.25%

3.15%

9 月份的广义货币增长分别为 8.5% 与 8.4% 计算。
在实现销售性经济增长 3.75% 下，这个库存广义
货币增长为 3.15%。
（二）权威统计数据实证

（三）从货币流速的双重性研判经济增长实质
问题
2019 年 12 月 1 日，易纲行长在《求是》杂

而这个库存形态的广义货币增长与总的三季

志上发表了《坚守币值稳定目标实施稳健货币政

度的广义货币增长 8.4% 相减，即为 5.25%。照此

策》[2] 文章。这篇文章内容丰富，总结了金融调

种原理计算，在第二季度广义货币增长 8.5% 之下，

控的经验。但是，在这种实践经验以及正确实施

其中，它库存与销售广义货币增长的形态之比分

科学宏观调控的面前，也要进一步深化认识，也

别为 3.36% 与 5.14%。与此相对应的，实际上，

只有在不断深化科学的认识的基础上，才能把工

这种库存经济增长与销售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

作做好，使宏观调控更加具有科学性、前瞻性以

分别为 2.25% 与 3.75%，两者相加即为三季度经

及针对灵活性。

济增长 6%；在第二季度的库存经济增长形态与销

很多人对货币流速的认识存在着认识上的误

售经济增长形态分别为 2.45% 与 3.75%。再比较

区，一方面，缺乏对货币流速的重要性认识；另

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形态差异，就可以发现：（1）

一方面，也缺乏对货币流速的科学性认识，以为

第三季度的库存经济增长与二季度相比，下降了

这是西方国家有的现象，而在中国不一定存在。

0.2%，而这种经济增长下降的背后，很明显就可

就其重要性而言，没有保持一定的稳定货币流速，

以看出这里面的真实原因，即库存广义货币增长

这种经济增长也就难以确保。这种本来就应该不

从 3.36% 下降到了 3.15%, 库存经济增长乏力，也

断稳定的货币流速，却变得难以稳定。从近几年

就是库存广义货币增长的乏力，在事实上，也就

来的宏观货币流速变化数据就可见一斑。在一般

包括一种进出口库存的下降。（2）而维持这种销

情况之下，低于 0.5 的宏观货币流速，这个经济

售形态的经济增长 3.73%，三季度比二季度消耗

增长容易陷入通货紧缩的状态；在正常情况之下，

更多的广义货币增长 0.11%，即销售广义货币增

应该是 0.6 至 0.7 之间，却容易陷入到通胀之中。

长从 5.14% 升到了 5.25%。

但是，从去几年以来，中国的这个宏观货币流速

用表格来展示更加明确，（Gc、Gd，分别代

有的时候就高达 0.8，很明显，这是一种不太正

表为库存与销售经济增长，Mc、Md 分别为库存与

常的现象。在如今经济增长趋缓之下，这个货币

销售广义货币增长，V 为宏观货币流速，G 为经济

流速进一步下滑，回到正常区间，也是很正常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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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的事情。

当然，也不止是这本书上有。问题是，这只是从

对于通胀或者是滞胀，在易纲这篇文章里面

央行宏观调控方面来看这些问题。然而，经济增

作了比较多的文字了论说。他是从经济增长与通

长是一个复杂系统，也是一个多方面构成的系统，

胀目标设定之间关系来看宏观调控的。他说，正

单从调控来看是不够的！

确的做法是各国中央银行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来
确定通胀目标。

因为科学实证还证明，经济增长还可以分解
成一个金融性经济增长与非金融性经济增长。何

事实上，这种所谓的通胀目标，也就是一个

谓金融性与非金融性呢？就是指银行所有货币支

庞大的货币流速陷阱的。因为运用中国新剑桥方

撑的经济增长叫金融性经济增长，除了这个方面，

程中的分层结构理论，就可以知道：物价上涨，

就是非金融性经济增长。以三季度数据为例，这

即通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决定一个货币流速，而这

个金融性的经济增长为 2.25%，非金融性经济增

个货币流速就是陷阱！用数理模型来表达更为清

长为 3.75%，这两者相加，就等于第三季度的经

晰一些，经济增长乘以货币流速陷阱系数等于通

济增长数 6% ！

胀系数。比如，2019 年的猪肉价格涨了几倍，在

其实，这种金融性的经济增长，也就是一种

这种通胀之下，按照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6% 计算，

银行成本利息性的增长，也叫着库存性性的经济

这个货币流速陷阱系数为 0.45。这个科学实证模

增长；而非金融性经济增长，就是一种有效的市

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趋缓之下，货币流速陷阱，

场利率，也叫销售性的经济增长。用利率来表达

即金融泡沫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这个市场物价上

经济增长的话，这个经济增长实际上等于有效市

涨或通胀就很大。因为无论中央银行对这一块通

场利率加上存款库存性增长所支付利率。

胀的货币供给有多高多大，都跑到物价上涨里面

从货币流速的双重性，到经济增长的双重性

去了，对整个经济增长的下滑或者是趋缓应该是

或者是多重性，这说明，央行调控的目标也存在

作用不大。再回到正题，对于宏观货币流速，要

着一个双重性或者是多重性的问题。也只有在多

有一个全面科学的认识，那就是，既然有货币流

重性或者是双重性目标上精准到位，中国经济增

速陷阱，就有非货币流速陷阱，即正常的，能有

长才会更稳定一些。如果央行不能化解宏观货币

助于经济增长实现的货币流速。这个时候，经济

流速陷阱，单纯强调这个流动性的充裕，还是不

增长与货币流速之乘积就等于一个有效的市场利

行的，也难以达到稳定这个经济增长目标，甚至

率。以 2019 年第三季度的经济增长 6% 计算，假

会出现偏差。

定这个宏观货币流速为 0.7，那么这个市场利率

这里需要用数理金融模型来准确表达一下，

就在 4.2%。在确保市场利润率实现 3.75% 上计算，

以便能够迅速了解其实质。上面讲的，经济增

这个货币流速应为 0.625 上 . 事实上，整个宏观

长 G 与货币流速 V 之乘积就等于一个有效的市场

货币流速在 0.7143，这是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

利率 R1，即 GV=R1。为了与中国新剑桥分层结构

再运用中国新剑桥分层结构增长理论模型来

增 长 模 型（Mc+Md）V=G=Gc+Gd 对 接 一 下，GV=R1

分析，广义货币增长等于经济增长加上物价上涨

在实际上也与 Gd 相等，即 GV=R1=Gd。同理，物

或者是通胀水平（传统意义上的经验模型）。这

价变动幅度，在大多数时候表达为物价上涨 L，

是一个央行调控的模型，是正确成立的，这个数

其与宏观货币流速 V 之乘积就等于 R2 ，即 LV=

据模型已经被人认同。以第三季度的经济数据来

R2=Gc。通过 GV=R1=Gd 与 LV= R2=Gc 两个模型相加，

分析，这个广义货币增长 8.4% 也就分解成为 6%

可以得出（G+L）V=G=MV，（已知条件 Gc+Gd=G）

的经济增长加上 2.4% 的通胀率。上面这个经验模

即 G+L=M 成立，这是从数理模型当中而实证成立

型，应该在黄达主编的《货币银行学》里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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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的。实际上，我国金融学界流行着这个著名的经

验数据公式 M=Y+P[3]，而这个 Y 就是经济增长，这

与 2.86% 来看，库存性消费增长已经占整个宏观

个 P 就是物价上涨。这说明理论与实际上基本是

消费增长的 37.55% 之多了；而它与市场性消费增

一致！

长之比来看，已经达到了 60% 之多，这说明去库

上面讲的货币流速陷阱，是相对于正常的货

存很重要。再观察第三季度的库存性广义货币增

币流速来讲的，即中国新剑桥方程 MV=G 当中的 V

长比上一季度下降了 0.21%，假如这个库存性广

是正常的，或者是正向的，那么 1-V 代表的就是

义货币增长不减少，这个库存性消费就会增加。

一种货币流动陷阱。这说明，有货币流速，就会

在广义货币去库存之下，这个库存性消费增长仍

有货币流速陷阱！而这种陷阱的变化大小以及走

旧达到 37.55% 之多，这就要进一步压缩库存消费

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变化！

结构，提升最终市场消费增长能力，最重要从这

从中国分层结构增长理论实证模型出发，进

种“四六开”(40%:60%) 转化为一种“三七开”

一步确证并得出 G+L=M 成立。这为进一步理清楚

（30%:70%）。这种分析结果也就表明，产能库存

广义货币增长与物价上涨以及经济增长关系奠定

压缩了，市场库存要压缩。从这里可以看出，进

了坚实的基础，也为科学预测研判整个经济增长

一步整顿市场结构，压缩库存，减去不必要的库存，

走势开辟了路径！

尤其是减少过期或库存成本过大的市场结构性库

三、经济增长路径构成对比分析：结构层层
相扣，产业缺口，一缺皆缺
（一）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以及其相关发展

存也势在必然！
（二）怎样理解库存性经济增长。
以第三季度经济增长为例，这可以把它视之
为所有货币存量的利息增长，即银行的年存款利

变化路径。
很多人对上面那种库存与销售分层法不以为
然，但是，如果继续做一个全面深层次的分析，就
可以发现这两种形态在事实上也决定了投资、消费
与储蓄等等两种形态之间的变化。在第三季度通货
量为 0.76363 之下，在深层次库存广义货币存在这
种事实分化作用之下，即这个库存与销售广义货币
增长分别为 3.15% 与 5.25%，与之相对应的宏观库
存储蓄与销售储蓄形态的增长，也就分别为 2.41%

率为 2.25%，这个就是名副其实的库存增长。与
此相对应的是，除去库存性的广义货币增长，所
有市场的广义货币增长，其必然维持一个比较最
为基本的市场利润增长率或通货利率，也是整个
市场物价成交水平指数 3.75%。市场通货利率（市
场利润率）与库存利率相加是一个经济增长。由
此可以看出，整个经济增长应该分为库存成本性
的经济增长与市场通货利率或市场平均利润率所
决定销售市场的经济增长这两部分。

与 4%。这里做一个详细说明，上面这个通货量是
怎么来的？是根据中国新剑桥系列方程中的广义货
币供给增长等于央行存款准备金比例与通货量之积
计算出来的

[4]

（三）纵横对比
为了把这两种经济增长划分得更符合事实或
者是现实的经济形态特征，这里也可以把上面两

。

而与这个宏观库存储蓄与销售储蓄形态的增

种经济增长进一步定义为金融性经济增长与产业

长 2.41% 与 4% 相对应的是宏观计量上的库存消

性质的经济增长，因为产业性质的增长最终需要

[5]

，它们分别为 1.72% 与

完成市场销售任务，而金融性质的增长，就是说

2.86%；与之相对应的库存性间接投资增长与销售

银行或者所有放贷机构，要确保有一个成本利润

费增长与市场消费增长
[6]

，分别为 4.41% 与 7.35%。可

率，要取得这种最为基本的货币放贷权利资格，

以把这两种定义为储蓄投资与市场投资。从上面

才能实现增长。运用这个界定，可以看出：当其

这个库存消费增长与终端市场消费增长的 1.72%

它产业的经济增长高于这个金融性质的经济增长

性直接投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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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就说明这个产业存在一定长度上的产业金

销售性的经济增长为 -3.75%，这个是产业增长常

融化特征。从第三季度的数据来看，第一、二、

数，也就是所谓的有效市场利率或者是基本利润

三产业的产业增长分别是 2.9%，5.6% 与 7.0%，

率；库存性经济增长为 -3.05%。库存与销售相加，

均高于上面界定的金融性经济增长 2.25%，第三

就等于这个负的经济增长 6.8% 了。这里需要质疑

产业的产业金融化程度比较高，最低的是第一产

的是，为什么是 -3.05% 呢？主要是增加了一半以

业，接近于这个 2.25% 增长。

上的库存了，在一般情况之下之下，在 2% 至 2.25

反过来说，把市场通货利率看成是一种金融

之间。当然，在经济增长好的时候，可能会更高

性质的经济增长，那么这个产业性质的经济增长

一些。与此相对应的是，销售性的广义货币增长

就是 2.25%。或许，这不容易看清楚问题，再用

为 5.57%，而库存性广义货币增长是 4.53%，两者

2.25% 这种库存性质所占整个经济增长百分比的

相加就等于 3 月份的广义货币增长 10.1%。通过

比重来看，即 37.5%，第一、二、三产业当中库

中国新剑桥方程 MV=G，可知：在 -6.8% 的增长之下，

存性质所占的产业增长比分比为 1.0875%，2.1%

这个广义货币增长为正的话，那么这个广义货币

与 2.265%。由此可以看到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库

流速也就是为 -0.6733 了。

存比较高。这个数据也说明，第一、二、三产业

4 月末，M2 同比增长 11.1%[7]，分别比上月末

当中销售性质所占的产业增长比分别为 1.8125%，

和上年同期高 1 个和 2.6 个百分点，增速上升较

3.5% 与 4.375%。如果把库存性质的产业增长看成

多，货币派生能力较强，货币乘数处于 6.72 的高

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成本性质经济增长，可以看出

水平 ;M1 平稳增长 5.5%，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这个第三产业的增长与第二产业的基础性增长相

期高 0.5 个和 2.6 个百分点 ;4 月末超储率为 1.9%，

差不是很大，相差很大的是市场销售性增长。

比上年同期高 0.7 个百分点。在复工复产的新形

从上述数据当中可以看出，支撑整个经济增

势下，加上广义货币连续呈现出一种高速的增长

长的库存增长之成份为 2.25%，第一、二、三产业

势头，那么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又将如

当中库存性质所占的产业增长比重比为 1.0875%，

何，也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2.1% 与 2.265%，均接近于这个数，或者是基本上

用 上 面 确 定 的 G+L=M=MV+L 关 系 式 [8] 计 算

低于这个比例。这说明产业结构库存比较优化，

（G=MV），在 4 月份的物价上涨为 3.3%，广义货

能够接近于政策或战略上控制目标。当然，具体

币增长为 11.1% 的之下，这个宏观货币流速就为

的，应该看这种实际产业产出统计报表，而不是

0.703 了。在确保市场利率有效的情况之下，即

宏观比。从第一、二、三产业当中销售性质所占

稳定在产业常数的 3.75% 之内，与此对应的销售

的产业增长比重比为 1.8125%，3.5% 与 4.375% 来

性广义货币增长就在 5.3%，而库存性广义货币增

看，前两种产业增长均低于现实当中的市场利润

长就在 5.8%。这种实证结果进一步表明：在疫情

3.75%，这说明，一二产业的市场销售赢利能力相

之下，销售性的广义货币增长在下降，而这个库

对于第三产业稍差。也由此看出，第三产业的库

存性的广义货币增长在增加，库存大于销售，增

存性增长与销售性增长已经超越平均值。

加了消费的转化难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广义

四、用分层结构增长科学实证疫情之下的中
国经济增长走势如何
2020 年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的 6.8%，主要是

货币增长方式。因为上一季度的经济增长为负，
而在 4 分月开始，就必须弥补。一是因为库存性
经济增长为负，已经打破了这种库存性增长极限，
这个方面要弥补；另一方面，由于销售性增长亏空，

由于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重大案影响。运用以上

也需要弥补。在双重弥补之下，用广义货币增长

分层结构科学模型，可以实证得出一季度数据：

维持在 11.1% 之下实现的增长 7.8%，就应该对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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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为负的 6.8%, 只能趋向于实现 1% 的经济增

观货币流速低于 0.5% 之下，应该属于通货紧缩。

长。由负的经济增长转向为正的经济增长，这是

在疫情发生之下或者是为结束之前，应该防范通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

货紧缩。即生产性循环不能正常维持下去，这个

那么，在新的正的经济增长情况之下，也很

库存性增长不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这方面需要

难达标的情况之下，因为上面说的这个销售性经

进一步革新，配合制度性的改革推进。而在销售

济增长也可能为负，时下市场利率下调就是明证。

性增长的拉动或者是消费政策刺激之下，利率的

因而，科学预测研判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变化走

有效性更低了，这个经济增长肯定会呈现出一种

势，不能以上面那个流行式为主，而是应该以

新的走低的状态。但是，它的广义货币增长出现

MV=G 为主，以进一步确立新的货币流速！

相对下降的态势，一方面说明商品可能有相当的

在负的经济增长影响之下，这个所谓宏观货
币流速也可能是一种陷阱！有流动，但对于经济

滞销或难销；另一方面，为确保维持有效市场利
润率，肯定会推动物价上涨。

增长拉动失效，更多的是一种断血后的失血症。

4 月份的广义货币增长数据分解结果进一步

这种发展变化说明，尽管广义货币增长出现过高

表明：中国分层结构增长不顺畅、或者说难以在

性增长，但是断层的出现不可避免，或者是说分

新的疫情重大影响下理顺，可能会使这个增长变

裂分层式的广义货币增长拉动增长不强。用上面

得更加艰难一些！总之一句话，中国经济增长的

得出这个正的经济增长为 1%，这个时候的销售性

好转，有它的内在结构性稳定，但是，如何使这

经济增长为 0，因为和亏损对消了。在这种情况

种结构性增长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供给侧或者是供

之下的广义货币流速也成问题。在 1% 的经济增

给端，这是各方面需要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应

长之下，这个新的断层式的宏观货币流速仅仅为

该保障供给，弥补不足，比如销售消费增加难，

0.0901。可以说，如此之下的货币流速之下，靠

又在同时加价营销，这不是更难？

货币政策来支撑增长，已经是困难重重，有点失效，

这里需要强调一下，对于经济增长这个宏大

需要用其它的政策，如财税政策支撑！当然，从

而又显示出实质上的问题，不能简单地一言蔽之，

另一方面来看，可以出台消费性或者是货币性消

要一眼看出变化之所在，看到各种经济增长都是

费刺激方案，以改变这种销售性经济增长断层的

相等的，可以对接的，理解不能顾此失彼，自以

恢复，以改善这个经济增长结构。假如这个销售

为以一个面而解。比如，上面讲的 G+L=M, 它之所

性的经济增长能够实现原来的一半，即 3.75% 乘

以成立，是有条件的，要在投资与储蓄大致相等

以 0.5，为 1.875%，那么，再加上这个去库存性

或者是均衡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使得这个特例

的经济增长（3.05%-2.25%），即 0.8%，就有 2.675%

而成立！通俗地讲，把上面的 G 看成是收入，把

的增长水平了。再加上当前可实现的库存性经济

L 看成是成本，即收入加上成本，就等于这个广

增长 1%，今年的经济增长至少应该有 3.675% 的

义货币增长。而这个收入或者成本，有看得见的，

好前景。

也有看不见的，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市场资本效

当然，从物价上涨与有效市场利率为负的情

率变化如何的问题。当这个资本效率系数为 1，

况之下，最好是能把这个销售性经济增长完全恢

这个经济增长也就是等于实际上的收入。何谓市

复，即实现在 3.75% 的水平之上，再加上库存性

场资本效率，就是宏观投资增长水平大致上与储

经济增长可实现为原来的一半，即 2.25% 乘以 0.5，

蓄增长相等。用数理模型来表示，G(I/S)+L=M，

等于 1.125%。两者相加的话，今年中国的经济增

显然，当投资 I 等于储蓄 S 时，G+L=M。由此可以

长至少有可能实现在 4.875% 之上。

推导出 G=rX。r 为收入系数，而 X 为市场资本效率。

面对如此之局面之下，在一般情况之下，宏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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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 电子商务谈判合并案文
岳云嵩 信通院国际治理研究部研究员

当前，全球数字贸易飞速发展，推动国际经

5. 单一窗口数据交换和系统互操作性，包括

贸治理体系深刻变革。2019 年 1 月，76 个 WTO 成

数据交换解决方案、国内互操作性、国际互操作性、

员签署《关于电子商务的联合声明》，确认启动

数据和互操作准则等。

与贸易有关的电子商务 / 数字贸易议题谈判。历
时近两年时间，2020 年 12 月，WTO 电子商务谈判

6. 物流服务，提高物流服务能力，建立物流
协调与合作机制，扩大相关领域市场开放。

合并案文（简称《案文》）出台，精简、汇总了

7. 赋能贸易便利化，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

成员国提交的提案，共包含 7 个章节和数十项议

（TFA）等措施，提高使用清关相关数据的能力，

题。各方希望在 2021 年年底举行的第 12 届 WTO

改善税收征管，鼓励使用海外仓和自贸仓。

部长级会议上取得实质性成果。

一、赋能和电子商务

8. 利用技术进行放行和清关，将嵌入式技术、
风险管理技术、非侵入性和远程检查技术应用于
海关监管。

（一）便利电子商务
1. 电子商务框架，应符合《电子商务示范法》
法律框架，并避免不必要的监管负担。
2. 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承认法律效力，鼓

9. 提供贸易便利化和支持性服务，推动外贸
综合服务发展，强化跨部门合作，扩大相关领域
市场开放。

二、开放和电子商务

励相互承认和可互操作性。
3. 电子合同，承认法律效力，明确例外情形。
4. 电子发票，承认法律效力，采取措施支持
跨境互操作性，分享实践经验。
5. 电子支付，将电子支付作为支付选项之一，
推动电子支付领域对外开放和公平竞争。
（二）数字贸易便利化和物流

（一）非歧视和义务
1. 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以及例外情形说
明（获得贷款、担保等政府补贴，广播业等）。
2.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限制责任），对交互
式计算机服务承担的责任进行限制，以及例外情
形解释（如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机关合法指令等）。
3. 交互式计算机服务（侵权），当用户不当

1. 无纸贸易，推动使用电子形式的贸易管理
文件，及相关标准制定。

行为导致侵犯知识产权，缔约方应及时将情况通
知当事方，受通知方应努力合作以停止侵权行为。

2. 微量允许，考虑相关影响因素和国际组织
标准框架，制定最低免税标准。
3. 海关程序，采用简化的海关程序，强化信
息公开和对接。
4. 贸易政策改进，调整贸易政策以适应跨境
电商等新模式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政策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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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息流动
1. 跨境数据流动，确保跨境数据流动，为实
现合法公共政策目标的例外情形说明，以及相关
补充解释。
2. 计算设施位置，禁止将使用境内计算机存

储设施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为实现合法公共政策
目标的例外情形说明，以及相关补充解释。

1. 源代码，禁止将转让源代码或算法作为市
场准入条件，以及例外情形说明。

3. 金融信息，不应限制通过数字交付方式进

2. 使用加密 ICT 产品，禁止将使用特定加密

行的跨境金融服务，禁止将使用境内计算机存储

算法等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司法审查等例外

设施作为市场准入条件，以及多项例外情形说明。

情形说明。

（三）电子传输关税

四、跨部门议题

禁止对跨境电子传输征收关税，不应排除在

（一）透明度、国内监管与国际合作

符合相关贸易协定的条件下征收国内税。
（四）访问互联网和数据
1. 政府数据开放，扩大政府数据开放，规范
数据开放格式、分类、更新等。
2. 互联网接入原则，消费者可以访问、使用
他们所选择的互联网服务和应用，同时必须符合
相关网络管理和政策法规，以及对网络管理的补
充说明。
3. 访问和使用交互式计算机服务，确保用户
在公平、合理和非歧视性的原则下访问和使用该
服务。
4. 竞争，保障数字市场竞争，识别和减轻滥

1. 透明度，最迟在协议生效时公开相关措施。
2. 贸易相关的电子信息获取，建立一个可公
开访问的官方网站，提供贸易相关信息。
3. 国内监管，确保以透明、客观、合理、公
正和适度的方式对电子商务进行监管。
4. 国际合作，交流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政策
信息，推动电子商务双多边对话。
5. 合作机制，建立查询点，促进就协定事项
进行沟通。
（二）网络安全
建立预防和应对网络安全事件的能力，加强
交流合作。

用市场支配地位所造成的市场扭曲。
（三）能力建设

三、信任和电子商务
鼓励向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提供技术
（一）消费者保护
1. 在线消费者保护，制定在线消费者保护规
则，强化相关保护机构合作，建立消费者补救机制，
通过公平商业惯例原则刺激商业活动。

援助和能力建设，包括：探索在 WTO 框架下制定“电
子商务促进发展方案”，弥合数字鸿沟，开展培
训交流等。

五、电信

2. 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通过透明、有
效的措施限制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信息，确保其
明确和可识别，以及相关规则说明。
（二）隐私保护

（一）更新 WTO 电信服务参考文件
1-2. 范围和定义。
3. 竞争保障措施，实施反垄断措施，及三类
反竞争做法说明。

个人信息 / 数据保护，制定政策法规保护电
子商务交易中的个人信息，包括对跨境传输和数
据处理的要求；相关规则应参考国际机构或组织
的准则；促进国家间数据保护制度的兼容性等。
（三）商业信任

4. 互连，确保主要电信网络或服务供应商建
立联系，以便用户之间能更方便地通信。
5. 普遍服务，各成员国有权界定希望维持的
普遍服务义务，及相关规则说明。
6. 许可和授权，在有 / 无许可程序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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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供公共电信网络或服务进行授权的规定。
7. 电信监管机构，不应与电信网络或服务供

WTO 电子商务谈判是诸边层面制定电子商务 /
数字贸易规则的重要场合，引发各方广泛关注。

应商存在财务关系，及履行职责的透明性、及时性、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的《2021 年贸

非歧视性要求。

易政策议程》报告中指出，将寻求在 WTO 框架下

8. 稀缺资源分配和使用，应遵循客观、及时、
透明和非歧视原则，采用市场化方法分配。
9. 必要设施，主要供应商应按照合理、透明
和无歧视原则提供必要设施服务。
10. 争端解决，电信服务提供商应在合理、
公开期限内向监管机构求助以解决争端。
11. 透明度，公开与电信网络或服务有关的
措施。
（二）网络设备和产品

解决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问题，并与盟友制定高
标准的全球数字经贸规则。欧盟委员会最新贸易
政策报告中也强调，要推动 WTO 改革，为数字贸
易提供一套协商一致的规则框架。《案文》显示
现阶段 WTO 电子商务谈判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从谈判议题看，不仅是电子商务，更是
数字服务贸易。除附件章节外，《案文》的 6 个
章节中仅 1 个章节聚焦于电子商务，其余 5 个章
节大部分围绕数字服务贸易议题展开。与电子商
务相关议题包括电子发票、电子支付、无纸贸易、

对相关产品的生产、供应、销售等环节提供

单一窗口等；与数字服务贸易相关议题包括数字

最惠国待遇；不得以书面形式排除或限制其他缔

产品非歧视待遇、平台责任、跨境数据流动、个

约方企业提供相关产品；不得阻碍公共电信网络

人信息保护等。

或其服务供应商自由选择相关产品；不得以书面
形式封锁相关产品及其供应链。

六、市场准入

二是从议题受重视程度看，赋能、开放和信
任是各方共同关注点。《案文》中便利电子商务、
电子传输关税、消费者保护、个人隐私保护等议
题在各国提案中出现最多，预计较容易取得突破。

1. 服务市场准入，商业服务、通信服务、分
销服务、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在四种服务贸易供
应方式中所面临的市场准入限制和国民待遇限制
说明。

市场准入、能力建设、非歧视和责任等议题在各
国提案中出现较少，预计存在较大分歧。
三是从谈判国家看，大型经济体、高收入经
济体参与程度更深。《案文》各章节文本主要来

2. 电子商务相关人员临时入境和逗留，鼓励

源于欧盟、美国、中国、日本、韩国、巴西等大

电子商务相关人员流动，并就临时入境提出要求，

型或高收入国家提案，澳大利亚、危地马拉、厄

以及例外情形说明。

瓜多尔、墨西哥、秘鲁、智利等经济体量相对较

3. 商品市场准入，缔约方将加入《信息技术
协定》（ITA）及其扩围，和改进《关贸总协定》
（GATT）中货物贸易相关承诺。

七、附件：范围和一般规定
包括序言、定义、原则、范围、与其他协议
的关系、一般例外、安全例外、审慎措施、税收、
争议解决及电子商务相关贸易委员会等 11 部分内
容。

四是从各国关注焦点看，不同国家各有侧重。
美国提案中涉及数字服务贸易相关议题最多，对
贸易便利化、消费者保护、能力建设关注较少。
欧盟提案中包含较为完整的电信服务规则框架，
几乎单独形成《案文》中的电信章节。日本提案
覆盖内容最广，几乎每个议题均有所涉及。中国
提案中涉及电子商务相关议题最多，对数字服务
贸易中非歧视待遇、跨境数据流动等议题较少提

八、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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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的国家的提案仅提供了有限的文本支持。

及。（文章来源：CAICT 国际治理观察）

传统钢材行业电商化改革

陈晨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摘 要】钢材行业在经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保限产等一系列变革后，国内钢材仍然存在产业智能化程
度低、融资困难等问题。伴随着“互联网 +”的时代浪潮，不少传统钢材企业积极向数字化借力，本文以三大代
表性钢铁互联网电商平台为例，通过分析和对比各大钢铁电商平台的异同、各自优劣势，为该领域的公司发展
提供参考。
【关键词】钢铁行业；电商平台；数字化建设

一、钢铁行业背景及存在的问题
（一）上游钢材生产企业行业信息化程度不
高；下游钢贸企业规模小、缺乏重资产、信用不足，
融资困难。
1、当前部分小型钢材生产企业还保留着用传
真等设备进行沟通的方式，部分大型国有钢厂信
息化建设刚刚起步；
2、下游钢贸企业轻资产、资信披露不规范、
体量小等原因导致其从银行融资较为困难；
3、民间抵押借贷利息高，进一步挤压钢贸企
业盈利空间；
4、动产质押导致抵押物重复质押、企业间互
联互保、银行监管不到位、行业自律缺位，导致
2012 年爆发的钢贸危机，大量企业资金链断裂，
银行坏账浮现，钢贸行业整体信誉度不高，银行
放贷收紧；
5、信贷资金挪用造成系统风险扩大，钢贸企

（二）钢材行业交易模式，流通环节多、流
通成本高，市场缺乏统一协调管理，企业产品互
压价，市场信息反馈功能弱。当前，钢材行业的
流通模式基本是：钢厂——大型经销商 / 钢厂下
属贸易子公司——下游小型贸易公司——终端客
户或者继续流转，交易环节、交易成本、物流环
节增加。
二、当前我国钢铁电商平台发展现状
《中国钢铁电商发展白皮书（2015-2018）》
显 示， 截 止 2015 年 年 底， 我 国 钢 铁 电 商 平 台
达 300 多 家， 占 全 国 大 宗 商 品 电 商 企 业 数 量 的
48%。基于公开渠道所获得的信息及托比研究分析，
2015 年 -2017 年全国钢铁电商平台的结算量分别
为 3962 万吨（2015 年）、7674 万吨（2016 年）、
7900 万吨（2017 年）。其中，钢银电商、欧冶云商、
找钢网这三家电商平台是钢铁电商的主要参与者，
三家占比之和逐年上升至接近 65%。

业通过与关联企业交易取得银行授信后，挪用资
金用于房地产投资，伴随着国家对房地产行业的
调控，导致钢贸企业资金出现流动性风险。

三、建立钢铁电商平台的重要性
（一）数字赋能。《2020 年中国钢铁电商行
（一）数字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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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分析报告 - 市场调研与未来趋势》显示：国内

实现三方共赢。

主要规模以上电商平台（年成交量超过 100 万吨）

（三）仓储赋能。仓储物流赋能，我国当前
（三）仓储赋能。

2015 年的总成交量约为 2.23 亿吨，占当年钢材

钢材物流需求量大、物流服务水平低、专业化水

产量的 20%；2016 年总成交量为 2.225 亿吨，占

平低、信息化程度低、没有形成统一联动的钢材

19.6%；2017 年总成交量为 2.3 亿吨，占 22%。因

物流中心。强大的物流仓储能力，能够配套电商

此，从当前各大钢铁电商的运营情况来看，钢铁

平台，提升服务质量，降本增效、创新运输模式、

运营互联网化必定是未来钢铁行业的必由之路。

整合物流资源等多重效果，全方位提高了物流服

（二）融资赋能。由于钢铁行业属于大宗商品，
数量大、价格高、信贷需求量大、专业性强等特点，

务的交易、运营、资金效率，实现多方共赢。
（四）渠道赋能。当前钢铁行业对提质增效
（四）渠道赋能。

银行业往往无法深入行业本身去授予大量信贷资

要求提高，行业竞争加剧。传统的钢铁运 营模式

信，加之以客户资质为主要授信着力点而非客户

的效率已接近顶峰，人情分、价格战已成为历史，

真实的贸易需求，使得银行授信脱离业务本身、

未来效率提升必须引入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

贷后管理流于形式，授信金额往往大于实际需求，

和新模式，通过平台提供金融服务、物流服务、

放大授信风险。“找钢网”等行业平台，正好能

数据服务、期货服务，才能不断提高客户黏度，

够填平该部分空白，通过提供投融资服务产品、

提升服务质量和扩宽服务边界。

风险管控措施，减少了银行信贷风险，反过来又
增加钢材信贷资本，提升杠杆水平，盘活资源，

四、三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平台对比

三家电商平台对比
分类

项目

钢银平台

经营起家

传统模式

“我的钢铁网”资讯服务的网站

金融衍生产品

金融产品

风险管控

物流管控

加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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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钢网
“自营零售”、“撮合服务”、“贸
易商联营”

欧冶云商
宝武钢铁系列
供应链融资、买方融资、存货

“帮你采”、“随你押”、

胖猫白条、胖猫易采、胖猫票据、

“任你花”、“为你赚”

债券保理化

信用管理

/

/

物流配套

第四方物流交易平台 / 钢银云仓

胖猫物流 / 智能云仓储

“运帮平台”

物流管理

TMS 管理系统

全程可视化监管

“平台 + 生态圈模式”

物流监管

全程可视化

全程可视化 / 线上结算

/

物流监管设备

APP 监控、GPS 全球定位系统

/

云端验证

网点布局

/

全国设置 42 个分站点 + 海外布局

“千仓计划”+ 海外仓储服务

物流节省成本

物流服务竞价

物流服务竞价

物流服务竞价

物流特色服务

条形码入库

服务标准化、价格透明化

“定班轮”业务模式

加工服务

物流加工服务平台

物流、仓储、加工在线一体化的供
应链服务

融资 / 第三方支付外部市 ( 东
方付通牌照 )
征信共享平台 /“技防 + 人防”的
管控体系

仓储、加工、物流配送服务

（一）三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平台功能介绍
1、钢银平台

降低终端实际采购价格。
“贸易商联营”该模式的链条为：钢厂——
贸易商——找钢网——零售商——终端客户。这

2016 年钢银推出“帮你采”、“随你押”、“任
你花”三大供应链金融产品，还启动了钢银云仓，
为交易提供全程监管。其中：
“帮你采”即为下游企业提供代垫资、代采
购服务，属于预付款类融资模式。该类操作相比
于银行贷款而言，是具体到单个客商，单票业务
的资信授权。
“随你押”是针对那些拥有大量库存的钢贸
企业或者钢厂，他们由于各方面因素，不愿意或
者无法短期内将货物销售出去，但是又需要流动
资金进行周转。相比传统方式将货物质押给银行，
钢银平台能够随行就市，根据当前货物的市场价
格评估货物的价值，并且在质押的过程中，还为

种模式即采购相对放由钢厂变为贸易商。
另外，伴随着业务的增长，找钢网推出胖猫
白条、胖猫易采、胖猫票据等供应链金融产品。
“胖猫票据”是：找钢网全线支持银行承兑
汇票结算，依托于上海总部及全国 26 家分支机构
和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满足持票企业多层次的
业务需求。
“胖猫易采”是：找钢网推出的一款全新的
供应链金融产品，通过提供帮企业采购和代企业
订货两种方式，为下游采购商提供高效便捷的供
应链融资服务。
“胖猫白条”是指找钢网推出的“先提货，
后付款”的信用赊销服务。

货物销售提供平台，并配以云仓库提供“供应链
+ 寄售”的业务模式。

3、欧冶云商

“任你花”属于应收款类供应链金融服务产

背靠宝武集团，打造“平台 + 生态圈模式”，

品，即钢贸企业以应收账款凭证向钢银平台申请

它是集电商、供应链金融、仓储运输加工、数据

融资，并根据不同客户情况获得授信额度，平台

服务等为一体的生态圈闭环服务体系。

监管，客户在授信额度内循环操作。相较银行的
传统信贷，提供较少的资料、在较快的时间内拥
有货物，且提供 7 天免息政策。
2、找钢网

（1）电商交易平台。目前，欧冶云商已经形
成钢铁产品等 6 个电商交易平台。
（2）支撑服务平台。欧冶云商拥有金融服务、
物流加工服务、数据服务、技术服务、资讯服务
平台的整合。

是国内最早的互联网领军企业，主要提供“自
营零售”、“撮合服务”、“贸易商联营”，后
来推出胖猫白条、胖猫易采、胖猫票据等供应链
金融产品。其中：

（3）欧冶金服。是一个金融科技平台，一端
对接欧冶电商、欧冶物流等，一端对接众多银行。
整合客户的银票、商票、应收等各种资产，以数
字化实现资产的动态管理与转换。

“自营零售”分为两种模式：钢厂自营、钢
厂保价代销模式。其中：钢厂自营是将原本的供
应 链 链 条， 即 钢 厂 —— 代 理 / 经 销 商 —— 零 售

（二）三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平台共同点
1、通过整合供应链相关资源，提升服务质量，

商——终端客户，变更为：钢厂——找钢网——

延伸产业链。都是通过整合产业链上资金流、信
延伸产业链。

零售商——终端客户，取消代理 / 经销商环节，

息流、商流和物流“四流合一”，通过审核交易、

减少层层加价、信息不透明。

担保物和融资需求的真实性，来为用户提供全方

“撮合服务”即通过现货市场 - 终端撮合收

位、多层次、安全、高效的线上供应链金融服务。

集订单，然后形成一定规模优势的需求订单后，

2、盘活钢铁供应链资源，撬动行业的发展。

再向钢厂或市场贸易商适时价格采购，从而部分

在资信方面，上游大型钢铁生产企业是一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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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型产业，给供应链钢贸企业造成资金压力；

对广阔。找钢网的胖猫金融首先通过“白条”、
“票

在运营方面，高库存占用了流动资金、轻资产导

融”给企业提供融资，然后把债券卖给保理公司

致银行放贷紧缩等等问题普遍困扰钢贸企业；在

回笼资金，实现资金闭环，保理公司将保理资产

销售方面，下游中小企业资金持有量不足，需要

证券化，以胖猫理财的形式再销售给公众，实现

通过代垫资方式、赊销方式操作，信用风险较大，

社会的融资参与。该种模式下，找钢网不太需要

一旦行情出现波动下行，可能导致客户抛货。

依赖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合作，能够通过钢

3、建设强大的物流服务体系，配合电商平台

贸行业内循环的方式解决资金来源问题。

发展。钢银启动了钢银云仓，找钢网在全链条中
发展。

4、风险管理方面，钢银电商的风险管控体系

提供了物流配送服务，欧冶云商推出物流加工服

较为全面。钢银电商的风险管控包括 BCS 信用模
较为全面。

务平台。通过强有力的物流服务支撑，实现仓储、

型，BCS 的全称为 Banksteel Credit System，

物流、监管等全链条的配套服务。引入物流供应

打通 B 类（企业）和 C 类（个人）的信息，重现

商竞争系统，为用户节约物流成本、提供最优物

交易闭环。针对会员企业推出“钢银 3+3 会员评

流服务方案；引入信息技术实现全程可视化，保

分”模式，即包括注册信息、实控人信息、征信

证物流安全可控；其中欧冶云商和找钢网还铺开

记录加上“平台行为、平台履约、产品使用记录”

物流仓储服务网点，欧冶推出“千仓计划”、找

形成灵活的风控模型。而欧冶云商，将云端验证作

钢网在全国设置 42 个分站点；欧冶云商和钢银网

为风控的有效手段，积极探索建立征信共享平台。

还分别引入“运帮平台”和“第四方物流”借助

5、仓储物流管理方面，三家电商平台各具特

社会第三方力量完善物流服务。
（三）三家“互联网供应链金融”平台的不
同之处
1、信息流获取方面，钢银电商具有更多优势。

色。钢银网的第四方物流交易平台，利用 TMS 管
色。
理系统，实现平台、承运商和客户的无缝对接，
货主与承运商自有报价接单，盘活市场闲置的物
流资源，也能降低运输成本。欧冶云商的“欧冶
运帮”平台，该平台是集物流交易、物流服务、

钢银电商母公司系上海钢联，上海钢联的前身是

物流作业为一体的公共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个

提供资讯服务的网站——“我的钢铁网”，我的

性化服务；欧冶云商重视线下仓储布局，推出了

钢铁网经过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客源及信息基

“千仓计划”并积极扩展海外仓储服务，在运输

础。找钢网的信息流来源主要是其电商平台上的

能力上整合 1832 家承运商和 2.5 万辆车辆，提升

自营和撮合业务，数据获取的渠道相对狭窄。欧

了服务效率。找钢的“胖猫物流”则加强全国的

冶云商主要是倚靠宝武系列为背景，相对于前述

站点、线路布置，力求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运输、

的互联网行业起家的网站而言，在网络数据方面，

仓储、加工一站式解决各方物流需求；还提供服

起步晚、短板较为明显。

务标准化，争取用效率吸引客户，如 15 分钟报价、

2、金融服务方面，创造性为客户提供金融增

24 小时客服专线，代验货服务等等服务。

值服务，扩宽服务边界。“钢银”创造性地开发
值服务，扩宽服务边界。

6、在客户基础方面，三家平台的突出特色各

了“为你赚”金融产品，旨在为客户给提供账户

有不同。钢银电商具有客户量大的优势，但客户
有不同。

资金增值服务，帮助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合理配

粘性不强、多为中小散户，这些散户往往随着行

置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回报率，让资金富余与资

情变动会出现较大波动；找钢网是国内最早的互

金短缺相衔接，盘活行业资金，形成供应链闭环，

联网领军企业，由于其前期主要提供“自营零售”、

增加客户粘性。

“撮合服务”、“贸易商联营”服务，因此熟悉

3、资金获取方面，找钢网的资金来源渠道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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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操作模式的客户相对而言，粘性较高；欧冶

云商背靠宝武钢铁具有客户稳定、粘性强的优势，

存储覆盖，更灵活调配各地存货保持合理库存结

但客源相对狭窄，且由于欧冶起步晚，互联网营

构，减少存储成本、提高销售和出仓效率。

销操作时间较短，在积累客流方面不如钢银电商

（三）加强上下游企业的战略合作

灵活高效。
产品是供应链的基石，服务是附加值。因此，
六、该领域公司的电商平台发展建议

应该加强产业链上中下游的战略合作关系维护：

（一）借鉴行业创新金融产品，积极引入平

1、通过提供给钢厂交易数据，分析数据，为钢厂

台建设
1、积极寻找银行以外的第三方金融机构托底
信用风险。值得强调的是找钢网将融资债 券保理
化、证券化，不仅为客户提供了融资服务，也降
低资金的占用。
2、以客户为中心，为客户谋划增值服务。钢银

生产提供指引；2、通过保价业务、向上游辐射控
制原料燃料供给，积极参与到钢材的定价权、从
源头把控钢铁行业的话语权、提升上游用户的依
赖程度，形成战略合作关系。
（四）重视风险管控体系建设
进行全链条风险管控，代替银行的贷款融资

平台为资金富余的客户提供资金增值服务——“为

角色。1、事前的授信批复。要做到结合资信背景、

你赚”金融产品，盘活闲置资金、提高资金回报率。

银行贷款情况等综合考虑，确定授信；2、事中管

3、结合期货服务。例如日照大宗商品交易中

理方面。推出“动态管理”的风险管理体系建设，

心有限公司创设的电商平台，该平台引入期货数

可参考欧冶云商和找钢网的“可视化管理”，动

据和运算规则，客户可以下单、平仓、交割等，

态跟踪仓储物流情况；3、信用方面。开发相应的

为客户提供全新的金融 + 货物服务方式。

跟踪预警体系，结合专人管理，做到信息化、动

（二）重视物流、仓储、加工的配套服务建设
1、建立物流服务体系，或者是与大型物流企
业合作完善物流运输体系。欧冶云商引入“欧冶
运帮”、钢银推出第三四方物流平台建设，都是
充分调动社会物流资源，通过制度化建设、专业
化管理，规范物流操作，来配合电商平台的服务。
2、积极打造“一站式服务体系”建设，着力建设
集物流交易、物流服务、物流作业为一体的公共
服务平台。深耕行业需求，提供个性化的加工服
务、物流交易服务等等相关配套，让客户体验一
站式服务的便捷。 3、加大物流信息化配套建设。
引入全流程可视化服务、手机终端便捷操作、条
码自动识别入库等，以先进高效的信息技术支撑，
保障货物的安全。4、加大网点布局才能扩展业务
版图。完善的网络布点才能为电商平台的客户拓
展，做好线下的物流服务支撑，实现线上线下双

态化；4、事后管理。建立完善的贷后管理体系，
加强贷后跟踪，实行贷后抽查，出现风险业务的
时候，及时通过发函等法律途径解决纠纷；5、客
户管理。根据业务质量、客户履约情况等建设“客
户履约健康观测系统”，实现管理信息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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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领导力研究综述

惠婕 许晓娟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摘 要】全球经济日益呈现出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在这场变革中，企业面临着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考验，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术界开始探索数字化领导力这一概念。本文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对企业数字化领导
力的概念、测度方法以及因果机制等方面进行综述，希望借此获得未来研究方向的新认识，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关键词】数字领导力；数字化转型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

改变了人们在现实生活和虚拟生活中的工作方式

场以提升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特征的大变革，数

和价值创造方式。Avolio 等 [1]（2001）敏锐地洞

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生死存亡的重要考验。一

察了这些改变，他指出信息通信技术改变了包括

些发达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能够迅速地对此做出

领导结构在内的组织结构，使得领导过程要不断

响应，抓住数字化带来的机遇，但是对于很多欠

适应 ICT 的发展以保证组织的持续运转；相互的，

发达地区的企业，尚未及时地对数字化作出响应。

领导者的特质、行为也在影响着组织应对 ICT 的

中国政府对此尤为重视，正在采取措施积极推进

方式。这一交互作用催生了领导领域的新变化，

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然而，无论外部环境如何

E-leadership 这一概念也因此被首次提出并引发

变化，企业是否能够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做出积极

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行动，都特别依赖企业的领导者从思维到行动上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研究过程中侧重点有所

做出回应。随着企业数字化的推进，学术界注意

不同，E-leadership 的概念还未形成统一的界定。

到领导力的研究有了新的内容。数字领导力的概

国内学者刘追 [13](2015)、霍国庆 [12](2008)、门

念应运而生。本文对近些年有关企业数字领导力

理 想 [7](2019) 分 别 将 E-leadership 译 为“ 电 子

的研究进行了梳理，理清了数字领导力在理论概

领导力”、“信息领导力”和“数字领导力”，

念和测度方法等方面的现有认识。希望对后续研

本文采用“数字领导力”这一译法。笔者梳理了

究及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现有研究的侧重点，将其大致分成三种视角：

一、数字领导力的概念
20 世纪以来，信息通信技术（ICT）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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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过程视角：强调数字化领导力的产生、
发展过程。Avolio[1](2001) 将其定义为在信息技
术中介下，促使个体、团体及组织在态度、情感、

思维、行为及绩效方面发生变化的社会影响过程 ;

手段促使个体、团体及组织在态度、情感、思维、

之后 Avolio 在 2014 年丰富了这一定义，认为上

行为及绩效方面发生变化的能力及其过程。”

述社会影响过程嵌入在近端和远端情境中，近端

二、数字领导力的测度

情境指团队、任务等，远端情境指组织、民族文
化等。
（2）能力视角：强调数字化领导力作为一种
适应信息技术而产生的能力。国内学者霍国庆

基于已有的理论性定义，国内外学者致力于
构建具有一定操作性意义的结构维度。Roman 等
[14]

[12]

(2008) 将其定义为领导者在信息化时代吸引和影
响追随者和利益相关者并持续实现群体或组织目

(2018) 在研究公共政府部门的数字领导力时，

较为系统的构建了 SEC 模型 (Six E-competency
Model)， 其 包 含 六 项 能 力 : 数 字 化 沟 通
(E-communication)、 数 字 化 社 交 (E-social)、

标的能力 ; 刘追 [13](2015) 将其定义为在知识经

数字化变革 (E-change)、数字化团队 (E-team)、

济时代，领导者所具备的以信息技术为媒介，整

数字化技术 (E-tech) 及数字化信任 (E-trust)。

合资源并且激励、影响员工不断实现个人目标和

在此基础上，李燕萍等 [8](2020) 深入研究中国企

组织目标的能力。

业领导访谈资料，扎根于中国实际情况，构建了

（3）综合视角：强调数字领导力是领导能力
和领导过程有机结合。国内学者门理想

[7]

(2019)

将其定义为在数字化时代，领导者借助数字技术

涵盖数字化战略思维、数字化环境掌控、数字化
组织变革、数字化人才发展、数字化沟通社交五
项能力的结构维度。

表 1 数字化领导力测量维度归纳
作者

维度
数字化沟通
数字化社交
数字化变革

Roman(2018)
数字化团队
数字化技术
数字化信任
数字化环境掌控
数字化战略思维
李燕萍 (2020)

数字化人才发展
数字化组织变革
数字化沟通社交

内涵
企业领导者能够清晰有序地通过 ICT 进行通信，避免错误和误解，并
且不会影响到绩效。
企业领导者有能力创建积极的工作环境，并通过各种数字化通信方法
改善沟通和协作。
企业领导者有能力通过 ICT 有效管理变革举措。
企业领导者有能力在数字化环境中构建，激励，识别和维持负责任的
团队。
企业领导者精通技术，并持续关注与 ICT 发展和安全相关的问题。
企业领导者有能力使用 ICT 彰显其诚实、一致和公平的特征，以建立
信任感。
企业领导对组织所处的外部科技环境和科技政策环境的敏锐掌控能力
和调整适应能力。
企业领导在战略上具有数字化思维。
企业领导通过数字化技术和方式对员工发展和团队建设发挥更大的影
响力。
企业领导能够借助数字化技术和方式发起或支持组织结构、价值流程、
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变革。
企业领导能够利用数字技术和手段改善工作场所的沟通和协作，并能
通过数字技术来建设和维持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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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数字领导力是新兴的研究领域，现在大

运用数字技术加速推进组织的数字化转型有利于

多数研究采用的是文本分析、访谈或问卷的方式。

推动整个产业的变革和数字化转型，创造更加有

尽管这些方式具有一定可行性，但是其理论框架

益的产业大环境，对组织绩效的提升和长远发展、

缺乏系统性。目前，很多国内外文献仅仅提出了

科技的创新、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等诸多方面都

结构维度划分，相应的测量量表仍未开发出来，

有着重要意义。

未形成统一的测量工具，因此，大多数学者根据
具体的研究情况设计相应的量表进行实证研究。

总之，数字化时代已然来临，影响着社会经
济环境的方方面面，想要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甚
至建立标准、引领时代，必须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三、数字领导力的影响

尤其是企业中的领导者应更好的运用数字技术，
现阶段数字领导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体、
组织等层面，但切入角度各有不同，如领导者特
质、领导者 - 追随者关系、领导作用机制等。李
燕萍等 [8](2020) 提出企业数字领导力影响的概念

引领员工实现组织目标，实现组织长远发展。希
望将来有更多学者扎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深
入研究，推动该领域的发展，从而为今后的管理
实践提供借鉴和指导。

模型，企业数字领导力在个体、组织、宏观层面
都会产生影响：在个体层面影响员工的创新能力
与绩效，在组织层面通过作用于组织创新进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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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的探索性分析
——基于 OECD-WTO 概念框架与指标体系

方元欣 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各行各业，全球贸易形式和经济结构开始步入转型期。作为一种新型贸
易趋势，数字贸易正在引发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价值链的深刻变革。本文对数字贸易的概念模型演变趋势以
及测度框架进行归纳总结，并运用 OECD、WTO 的概念框架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我国
数字订购贸易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数字交付贸易未来发展潜力较大，数字中介平台赋能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具有
领先优势。应尽快开展数字贸易测度工作，深入了解我国数字贸易的发展优势，制订适合本国国情的贸易政策，
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数字化进程。
【关键词】数字经济；数字贸易；国际测度指标；国际贸易政策

作为数字技术迅猛发展催生的产物，数字贸

际 贸 易 委 员 会（USITC） 于 2013 年、2014 年、

易是大势所趋，是全球贸易形态的重要演变方向，

2017 年分别发布三份研究报告。2013 年 7 月，

是国际新兴贸易规则竞争的重要阵地。衡量数字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在《美国和全球经

贸易规模，对于把握总体宏观形势，制订相关政

济中的数字贸易》报告中将数字贸易定义为“通

策法规，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具有重大意义。本

过固定线路或无线数字网络交付的产品和服务”1。

文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及测度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此定义属“狭义版”范畴，将所有与实体货物相

并运用 OECD、WTO 的数字贸易概念框架，对我国

关的商业活动排除在外，即不包括在线订购的货

数字贸易发展现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以弥补相

物和有数字对应物的实体货物。例如，以 CD 或

关研究的不足，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DVD 出售的书籍和软件、音乐和电影不在其列。

一、数字贸易概念模型的演变趋势

2014 年 8 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提
出了“广义版”的数字贸易概念，即“通过互联

（一）美国最早提出数字贸易概念并推行相
关规则
作为最早提出数字贸易概念的机构，美国国
1

网和互联网技术进行订购、生产或交付的产品和
服务”2，将电子商务的概念纳入其中。最终，美
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全球数字贸易 1：市场机

参 见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2013）. Digital Trade

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1.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15.pdf.
2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2014）. Digital Trade

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4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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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U.S.

and

Global Economies, Part 2.

https://www.

遇与主要外贸限制》（USITC，2017）3 和美国国

其研究数字贸易测度的出发点是维护其在全球贸

会研究服务中心的《数字贸易和美国贸易政策》

易统计标准与规范上的权威，因此更多从学术角

4

度出发，对数字贸易的界定也相对宽泛，目的在

（CRS，2019） 仍沿用了 2013 年的“狭义版”定义。

于捕捉当前电子商务指标未能覆盖的区域。2017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数字贸易概念和范畴
的反复更替体现了其先后出发点的不同。2013 年、

年，OECD、WTO 领导的国际贸易机构间工作团队 9

2014 年的两份报告主要分析数字贸易在美国经济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n International

中的地位和作用，2017 年的报告为美国参与国际

Trade Statistics，TFITS）成立专家组，专门研

竞争提供了态势分析和应对建议 5，2019 年美国

究数字贸易的概念框架和统计标准，该专家组由

国会研究服务中心的报告同理。

各国际组织，各国统计机构和中央银行组成。之

此外，美国在国际合作机制中多次推行数字

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加入 OECD 与 WTO 的

贸易概念，并在双多边贸易协定中增加数字贸易

研究团队。2020 年 3 月，OECD、WTO、IMF 发布《关

相 关 规 则。2013 年， 在 美 国 的 建 议 下，WTO 部

于衡量数字贸易的手册》，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

长级会议授权秘书处研究数字贸易问题，旨在更

为 “所有通过数字订购和 / 或数字交付的贸易”10。

新和明确现有的协定，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

按照交易性质划分，OECD-WTO 框架将数字贸易分

（GA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TRIPS）等。

割成三个组成部分（如图 1 所示）：（1）数字订

2015 年，美国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二次高

购贸易，OECD 引用了对电子商务的定义，重点强

官会上提出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包容性增长的提案，

调“通过专门用于接收或下达订单的方法在计算

将“便利数字贸易促进包容性增长”作为下一代

机网络上进行的买卖”，如在线上购买食物、预

贸易与投资议题 6。2019 年，美墨加协定（UMSCA）

定酒店等。（2）数字交付贸易，主要引用联合国

首次设置“数字贸易”章节 7，随后与日本的数字

贸发会议（UNCTAD）工作组提出的“可数字化服务”

贸易协定继续深化相关规则 8。

概念，强调“通过 ICT 网络以电子可下载格式远
程交付的所有跨境交易”，如电子书、视频类课

（二）OECD-WTO 概念框架涵盖了电子商务概念

程等。（3）数字中介平台赋能贸易，主要指的是

经 合 组 织（OECD）、 世 界 贸 易 组 织（WTO）

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平台和中介服务的行为，如
在阿里巴巴、京东、滴滴等在线平台上进行的交易。

等国际组织的立场不同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4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USITC，2017）. Global Digital Trade 1: Market Opportunities

Restrictions.

and

5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CRS，2019）.Digital Trade

and

U.S. Trade Policy.

https://fas.org/sgp/crs/misc/R44565.pdf.

6

参见贾怀勤，《数字贸易的概念、营商环境评估与规则》，《国际贸易》2019 年第 9 期，第 90-92 页。

7

详见“Work Plan

Issue”.

for

Advancing ‘Facilitating Digital Trade

for

Inclusive Growth’ As

a

Potential Next Generation Trade

and

Investment

http://mddb.apec.org/Documents/2015/SOM/SOM3/15_som3_021anx03.pdf

8

详见“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MSCA）”.Art.19

9

详见“U.S.-Japan Digital Trade Agreement”

10

Key Foreign Trade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4716.pdf.

成员包括欧盟统计局（Eurostat）、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OECD）、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联合国统计司（UNSD）、 联合国区域委员会（UN
regional commissions）、世界海关组织（WCO）、世界贸易组织（WTO）
11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World Trade Organization，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OECD，WTO，IMF，2020）.Handbook on Measuring Digital Trade，Version1. http://www.oecd.org/sdd/its/
Handbook-on-Measuring-Digital-Trade-Version-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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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平台有两个判定标准：第一，有多个买家和多个卖家

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之后的贸易新形

直接互动。第二，平台对交易的货物或服务不具有经济所

式。数字贸易不仅涵盖了数字交付贸易，

有权。

更与实物贸易和传统贸易链相关。13Amy
（2016）从数字贸易的介质出发，根据
数据的跨境流动，将数字贸易分为三个部
分：（1）通过信息数据、企业数据、个人
数据的流动以支持生产、市场营销、销售、
售后服务等行为；（2）通过数字订购形式
进出口货物与服务；（3）通过远程导入与
导出软件、音乐、视听内容等数字内容。14
国内学者主要从数字贸易与电子商
图1

OECD-WTO 数字贸易概念框架

务的关系出发进行研究，部分学者对两

数据来源：《OECD、WTO、IMF 数字贸易手册》。2020 年 3 月

版定义持不同看法。贾怀勤（2019）总结，
在广义版定义中，电子商务是数字贸易

（三）国内外学者对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的研究现状
（三）国
内外学者对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的研究现状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狭义版定义中，数

目前，对数字贸易概念和测度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

字贸易与电子商务处于交叉关系，前者

阶段，但国内外学者已从多个角度出发，对数字贸易的概

仅涵盖后者在线提供的服务。15 认同广

念和范畴进行探究。

义版定义的学者主要以马述忠（2018）、

国外学者主要基于数字贸易与传统贸易之间的关系，

沈玉良（2018）16 为代表，前者认为数

划定数字贸易的概念和表现形式。Meltzer（2015）11、

字贸易是电子商务的更高级形态，具有虚

12

López（2017）、Ciuriak（2018） 等学者认为数字贸易

拟化、平台化、集约化、普惠化等本质属

包含了传统贸易的数字化进程。López 等（2017）认为数

性。17 认同狭义版定义的学者主要以李

字贸易属于国际贸易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继传统货物

忠民（2014）和周念利（2017）18 为代表。

11

参 见 Meltzer, J.（2015）, “A New Digital Trade Agenda”, E15 INITIATIV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ICTSD.

http://

e15initiative.org/wp-content/uploads/2015/07/E15-Digital-Economy-Meltzer-Overview-FINAL.pdf
12

参见 Ciuriak, Dan

and

Ptashkina, Maria（2018）,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23, 2018). RTA Exchange. Geneva: International Centre
Development Bank (IDB. Available
13

at

SSRN:

for

Trade

and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Januar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CTSD)

and the

Inter-American

https://ssrn.com/abstract=3107811

参见 López González, J. and M. Jouanjean (2017), “Digital Trade: Developing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OECD Trade Policy Papers, No. 205, OECD Publishing, Paris. http://dx.doi.org/10.1787/524c8c83-en
14

Amy Porges and Alice Enders（2016）.”Data Moving Across Borders: The Future of Digital Trade Policy“，

E15 INITIATIVE, World Economic Forum and ICTSD. https://www.ictsd.org/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E15Digital%20Economy-Porges%20and%20Enders-Final.pdf
15

参见贾怀勤：《电子商务多边规则开谈》，《世界知识》，2019 年第 8 期，第 56 页 . 贾怀勤：《数字贸易的概念、营

商环境评估与规则》，《国际贸易》2019 年第 9 期，第 91-92 页
16

参见沈玉良、李海英、李墨丝、弓永钦：《数字贸易发展趋势与中国的策略选择》，
《全球化》，2018 年第 7 期，第 28、31 页。

17

参见马述忠、房超、梁银锋：《数字贸易及其时代价值与研究展望》,《国际贸易问题》,2018 年第 10 期，第 24-26 页。

18

参见周念利、陈寰琦、黄建伟：《全球数字贸易规制体系构建的中美博弈分析》，《亚太经济》，2017 年第 4 期，第

38-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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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民等（2014）指出“数字贸易对象多为知识

了所有通过万维网、外部网或通过无纸交易进行

产权密集型的产品和服务，具有高知识、高技术、

的订单 25，与电子商务概念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

高互动、高创新的特征”19。目前国内对数字贸易

但具体而言，数字订购的商品或服务的付款和最

测度的研究较少，贾怀勤等（2018）建议整合国

终交付无需在线上进行。

内外商务统计资源，尽快开展符合我国国情的数字
20

贸易统计方法和制度研究。

OECD-WTO 手册中提出了测算数字订购贸易的
七种统计方法，包括：（1）通过对企业发放问卷

二、OECD-WTO 数字贸易指标框架的构建
当前，研究机构对数字贸易的测度一般分为
两类：一类是直接法，即在现存概念框架的基础上，
估算出经济体内部或之间的数字贸易额，如美国
经济分析局（USBEA，2016）21、联合国贸发会议
（UNCTAD，2018）22 对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的测算；
另一类是对比法，即通过多维度横向比较，对不
同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打分”，如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2015）发布的全
球数字贸易限制指数（DTRI）23、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 年发布的《全球数字贸易促进指数报告》24。
OECD-WTO 的数字贸易概念框架是目前发展较为完
善且相对权威的体系，主要分为三个部分：

调查。具体例子包括欧共体、OECD、关于信息通
信技术使用情况和电子商务的调查、OECD 对企业
信息通信技术使用情况的调查、加拿大关于数字
技术和互联网使用的调查。局限性在于此方法只
能衡量经济体内部的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跨境维
度的数据较难掌握；（2）通过对家庭发放问卷
调查。具体例子包括欧洲关于家庭和个人信息通
信技术使用情况的调查、加拿大统计局对居民互
联网使用情况的调查。局限性在于多数家庭无法
区分其线上购买行为是在本土或跨境进行；（3）
调查信用卡数据。具体例子包括以色列对跨境线
上购买的商品价值的统计、美国对国际旅行交易
额的统计。主要局限性在于受限于国际信用卡商
务行业代码表和处理交易的地点；（4）通过调查

（一）数字订购贸易的测度方法

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数据。具体例子是俄罗斯要求

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和

PayPal、QIWI、Yandex 等第三方支付企业提供电

普及，中间环节的减少、交易成本的下降和效率

子资金转移信息。局限性在于部分线上交易不通

的提高拓宽了市场边界，使得数字订购贸易的规

过第三方支付平台进行，此方法无法囊括全部的

模不断增长，并加速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横向扩

数字订购贸易规模；（5）调查最低限度的贸易数

展。根据 OECD、WTO 的定义，数字订购贸易涵盖

据作为补充，因传统商品贸易统计遗漏了低于关

19

参见李忠民、周维颖、田仲他：《数字贸易：发展态势、影响及对策》，《国际经济评论》,2014 年第六期，第 133 页

20

参见贾怀勤、刘楠：《数字贸易及其测度研究的回顾与建议——基于国内外文献资料的综述》，《经济统计学》2018 年

第 1 期，第 270-275 页。
21

参见 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USBEA，2016）. Trends

in

U.S. Trade

i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https://apps.

bea.gov/scb/pdf/2016/05%20May/0516_trends_%20in_us_trade_in_ict_serivces2.pdf
22

参见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Services (Digitally-delivered Services).
23

and

Development（UNCTAD，2018）. UNCTAD Project

on

Measuring Exports

of

ICT-enabled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18_e/2serv_01mar18_e.pdf

参 见 European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ECIPE，2018). Digital Trade Restrictiveness

Index. https://ecipe.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DTRI_FINAL.pdf
24

参 见 王 多：《 全 球 数 字 贸 易 促 进 指 数 报 告 (2018) 发 布： 上 海 能 否 成 为 全 球 数 字 贸 易 节 点 城 市》，https://web.

shobserver.com/news/detail?id=118696，2020 年 4 月 20 日访问。
25

通过电话、传真或手动键入的电子邮件进行的订单不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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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阈值的交易。具体例子包括 OECD-IMF 的清点存

例子是加拿大对居民线上交付的商品开展调查；

货（Stocktaking）调查问卷、俄罗斯通过邮政局

（5）捕捉非银行实体提供的数字金融服务。具体

的来往信件、包裹数量来估算廉价商品的交易额、

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通过金融准入调

美国调查对小包裹快递公司来估算廉价商品的交

查（FAS）捕捉金融科技公司的资金转账（汇款）、

易额。局限性在于过度依赖邮政系统和快递公司

付款、储蓄、信贷、保险、贸易融资等新型金融

的数据；（6）将跨境线上购买商品纳入海关贸易

服务数据。局限性在于不同类型的金融服务可能

统计中。具体例子包括世界关税组织（WCO）协助

以单一商品的形式呈现，具体的服务类型难以被

开发的“跨境电商标准框架”、中国海关的跨境

捕捉。

电子商务信息系统（CBEIS）、日本建立的低价货
物清关系统、加拿大发起的邮政现代化计划；（7）

（三）数字中介平台的识别手段

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整合商品贸易统计数据与电子

随着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发展、移动终端的快

商务企业调查数据。目前德国、荷兰、卢森堡、斯

速普及和广泛应用，全球性、区域性的数字中

洛文尼亚正在尝试开发相关的数据整合系统。

介平台快速成长，成为全球贸易的重要支撑力

（二）数字交付贸易的测度方法

量，不仅为中小企业（B2B）进入全球价值链分
工体系提供了更多机遇，而且为个人（B2C）分

信息和通信技术为服务贸易实现更快发展提

享 全 球 数 字 红 利 创 造 了 条 件。OECD-WTO 框 架 将

供了技术保障，其瞬时零成本传输的特征加强了

“数字中介平台”视为“数据和广告驱动的数字

服务的可数字化与可贸易化，促进了无形资源的

平 台（Data and Advertising Driven Digital

优化配置，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的纵深发展。

Platforms）”的子集，这类平台本身提供有偿在

OECD、WTO 概念框架中，数字交付的对象一般为“可

线中介服务和其他“无偿”服务，后者的范围属

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网络远程交付”的服务。

于非货币交易，即无法通过现存统计工具捕捉到。

目前数字交付 贸 易 的 相 关 统 计 方 法 包括：

例如，百度、携程、美团等平台向用户提供“免

（1）国际服务贸易调查（ITSS）。具体例子包括

费”的信息检索服务以换取用户的数据和信息，

UNCTAD 对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测量、美国经济分

并利用这些数据和信息生成有针对性的广告和数

析局、英国国家统计局对数字服务贸易的测量。

据服务，从而产生额外的收入进行“补偿”。目

局限性在于难以捕捉到家庭和家庭之间通过中介

前仅有数字广告收入指标可间接分析其价值，在

平台进行的交易，且多数会计系统都不按服务贸

识别数字中介平台和测算这些平台产生的交易上，

易的四种模式来跟踪服务；（2）国际交易报告系

各国仍未有较具代表性和借鉴意义的统计案例。

统（ITRS）。具体例子包括巴西中央银行通过汇

从跨境维度进行统计更具困难性，原因在于如果

编外部部门统计数据和对外汇市场的评估和监督

中介平台不在交易双方所在的经济体区域内，传

重组 ITRS，追踪服务流的国际贸易；（3）利用

统的企业调查、家庭调查、信用卡数据统计等方

行政管理税数据来汇编线上交付的交易额。具体

法可能收效甚微。

例子包括阿根廷通过新的税收法规要求非本地数
字服务提供商声明其收入，从而收集有关线上交

三、我国数字贸易的测算结果分析

付服务的数据；欧盟利用 VAT MOSS 税务机制收

目前国内仍没有文献对数字贸易的测度方法

集线上交付服务的数据。局限性在于部分服务已

展开探讨。本文尝试基于 OECD-WTO 的概念框架和

经在现有的税收类别范围或 ITSS 统计范围内，该

统计指标，借鉴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国

方法存在重复计算的风险；（4）家庭调查，具体

际组织的统计经验，对我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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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趋势进行探索性分析。
（一）我国数字订购贸易的规模
基于 OECD-WTO 框架，数字订购贸易的交易主
体包括线上跨境购买的货物和服务，与电子商务
具有较高的重合部分。本文根据 OECD-WTO 提供的

标的主要对象为“通过境内登记注册的跨境电子
商务交易平台实现交易，并根据海关要求传输相关
交易电子数据的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商品”。28 如
图 3 所示，自 2015 年来，我国海关跨境电子商
务管理平台零售（B2C）进出口额从 360.2 亿元
增长至 2019 年的 1862.1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

统计方法，结合我国现存的指标和数据，选择前

51.7%，我国跨境电商零售（B2C）贸易增长态势

述的第 4 种（调查第三方支付企业的数据）和第

可观。本文分析，这主要得益于移动终端用户规

6 种方法（将跨境线上购买的商品纳入海关贸易

模不断壮大，线上消费应用场景持续延伸，移动

统计）对我国数字订购贸易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终端程序更新迭代速度显著，使得线下消费对线

第一，选取中国支付清算协会的“中国第三

上消费的替代作用逐渐增强。

方 支 付 机 构 27 跨 境 互 联 网 支 付 额（ 亿 元）” 指
标，对我国跨境互联网交易情况进行初步评估。
该指标通过调查第三方支付企业的网络交付业务
来测算我国的跨境支付额，对象主要包括 B2B 和
B2C。如图 2 所示，2019 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
跨境互联网支付额约为 7415 亿元，是 2015 年支
付额（1454 亿元）的五倍，五年间处于逐年快速
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第三方支付企业的长足发展，
该指标更加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数字订购贸易的增
速显著。

图3

2015-2019 年我国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零售进出
口规模趋势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二）我国数字交付贸易的规模
据 OECD-WTO 手 册 所 述， 联 合 国 贸 发 会 议
（UNCTAD）团队的指标体系发展比较成熟，即通
过衡量可数字化服务贸易的指标来估算数字交付
的服务价值。可数字化服务类别包括保险和养老
金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信息和通信
服务、研发服务、专业和管理咨询服务等所有
图2

2015-2019 年我国第三方支付机构跨境互联网支付额
数据来源：中国清算支付协会

第二，选取我国海关总署发布的“中国跨境
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B2C）进出口额（亿元）”
指标，对我国跨境零售贸易规模进行评估。该指

可通过线上传输的服务。本文收集了我国 20082018 年商务统计年鉴的数据，利用 UNCTAD 的统
计方法，测算出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额，并从
三个角度切入分析：
第一，将 2008 年至 2018 年的可数字化服务

27

指拥有外部授权的开展支付业务的非银行组织。

28

参见《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 [2018]194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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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规模与整体服务贸易规模进行横向比较。如

居第一，出口同比增长约 28.7%，进口同比增长

图 4 所示，2008 年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规模仅

约 17.7%，远高于其他经济体。分析可知，我国

为 1240.3 亿美元，2018 年规模整体翻一番，约

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增幅态势可观，但与美国、德

为 2561.6 亿美元。与服务贸易 13.83% 的增长率

国等欧美经济体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

相比，可数字化服务规模同比增长 23.18%，增长

第 三， 对 各 数 字 服 务 贸 易 类 别 进 行 横向比

趋势较为显著。可以看出，2008 年以来，我国数

较。如图 6 所示，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

字交付贸易规模处于小幅波动，整体上升趋势，

为 470.6 亿美元，进口为 237.7 亿美元，贸易顺

进出口的可数字化潜力逐渐增强。

差约为 232.9 亿美元，是我国最具海外优势的数

第二，将我国的进出口规模与其他经济体进

字服务产业。相反，知识产权相关服务出口为

行横向对比。如图 5 所示，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进

55.6 亿美元，进口为 355.9 亿美元，贸易逆差约

口规模排名第六，出口规模排名第八，出口额仅

为 300.3 亿美元。可见我国对知识产权相关服务

为美国的约三分之一。但进出口同比增长均率位

的需求量大，对外出口仍有较大增长潜力。

图4

1998-2018 年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与整体服务贸易（亿美元）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统计年鉴

图 5 2018 年全球可数字化服务贸易排名前十的经济体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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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我国可数字化服务贸易各组成部分的进出口额（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统计年鉴

（三）我国数字中介平台的发展概况

所占份额不断上升，从 2010 年的 15% 增至 2017

目前，由于数字中介平台交易的环节十分复
杂，识别数字中介平台以及测量平台赋能贸易存
在困难，OECD-WTO 手册中亦着墨较少。本文建议
通过一些相关指标来侧面了解我国数字中介平台

年的 38%，接近 2000 亿美元。预计 2020 年全球
数字广告支出达 3350 亿美元。2023 年将互联网
广告占所有媒体广告支出的 60%。29 与全球趋势相
同，我国数字广告支出呈高速增长态势。如图 7
所示，2019 年我国数字广告支出达 749.1 亿美元，

的发展情况。
第一，通过分析国内头部互联网企业来了解
大致情况。OECD 的研究表明，数字中介平台的头
部效应显著。目前互联网用户的活跃区域比较集
中，在欧洲，超过 95% 的数字中介平台日活跃用
户量少于一万人。目前我国大型互联网企业的足
迹正遍布经济各领域。随着商业模式的不断扩展，
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业务范围快速扩
大，涵盖了信息检索、社交媒体、数字内容、批
发零售、数据存储和分析、电子商务等多项业务。
第二，通过互联网广告支出进行衡量。作为
一种数据和广告驱动型媒介，数字中介平台对各

占全球数字广告支出的 23.6%，仅次于美国，排
名全球第二。
四、对我国发展数字贸易概念和指标体系的建议
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国
际贸易形式更加复杂多变。与传统贸易模式相比，
数字贸易具有碎片化、无形性、即时性特征，现
存的测度模型和统计方法难以适应其快速发展，
传统指标亦难以捕捉到其实际规模和对经济产生
的影响。发展适合我国国情的概念框架和测度体
系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为此，本文提出以下几
点建议。

种特定的价值链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联合国
贸发会议（UNCTAD，2019）指出，互联网已取代

（一）发展和完善本国概念框架

电视、杂志、报纸等传统媒介，成为未来最具增

开展数字贸易测度工作，首先应先发展出一

长力的广告媒介。互联网广告在全球广告收入中

套适用性强的数字贸易概念架构，使之既符合我

29

参见联合国贸发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19）.https://unctad.org/en/pages/PublicationWebflyer.

aspx?publicationid=2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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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6-2020 年我国数字广告支出情况
数据来源：Statista

国自身发展需要，充分发挥统计的职能和作用，
确保测度工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又与通行的国
际统计标准相接轨，适应经济全球化纵深发展的
需要。现阶段国际上对数字贸易界定的差别主要
在于与电子商务的交叉程度，而我国电子商务已
具备一定发展基础和竞争优势，相关理论研究和
政策制订已步入成熟期，摒弃电子商务概念而另
起炉灶将导致重复性工作和资源浪费。因此建议
数字贸易概念应与电子商务概念并行发展，形成
相辅相成的作用。鉴于电子商务更加侧重在线购
买，但需要实物交付的货物和服务，建议数字贸
易概念框架更加关注实现线上交付的数字产品和
服务贸易。

（三）实现跨部门测度统计合作
数字技术的强渗透性和高交叉性特征引发交
易性质、交易方式和交易内容的改变，使得目前
数字贸易测度面临众多挑战。例如，数字技术缩
短了生产链、供应链的中间环节，使得产业间的
联系日趋紧密，而传统单一的贸易统计口径和产
业分类体系很难准确捕捉到数字贸易的影响。此
外，数据资源的快速流动性使得非货币交易行为
更加普遍，对这类交易行为的识别和估值存在难
度。因此，建议开展跨部门、跨领域测度研究合
作，同时吸收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专家团队，
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协助数字贸易测度的
前沿探索。

（二）尽快开展尝试性测度工作
目前 OECD、WTO、美国对数字贸易的测度研
究处于初步摸索阶段，尚未能构建系统性、连贯
性的指标体系，我国仍有很大的话语空间。一方面，
我们应持续跟踪国际上对数字贸易相关测度研究，
并与开展相关工作的国际组织和研究机构保持密
切沟通与合作，提高我国在全球数字贸易测度开
发行动中的参与度与话语权。另一方面，应拓宽
我国统计工作的发展思路，通过改进现有统计工
具、在特定区域开展统计试点、发放企业调查问
卷等方法，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数字贸易统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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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PERSPECTIVE

NAICS-2012( 北美行业分类体系 ) 架构（之九）

赵庆军（译） 深圳市统计局

【译者注】北美行业分类体系 -NAICS 是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共同遵循执行的行业分类标准。NAICS-2012
为目前使用版本。该行业分类不仅对经济活动的行业特征概括全面，准确又通俗易懂，逻辑性强，同时，因其
兼顾国别发展特点的 6 位代码开放体系而使得行业分类在规范严谨中不失灵活，是很好的分类借鉴。中国改革
开放几十年，经济发展取得巨大进步，新经济不断涌现，“三新”业态层出不穷，同时，地域之间发展差异仍
然很大。这样的分类设计很值得我们借鉴。因篇幅所限，也因精力有限，本译文从《统计思维》第一期开始的
连载仅仅翻译了 NAICS 中针对每个行业门类的总描述部分，希望抛砖引玉，以点带面。

门类 52—金融及保险业
金融及保险业包括主要从事金融交易的机构
（涉及金融交易筹集、清算或变动的交易）及（或）
金融交易的支持活动。包含三种主要的活动类
型：

NAICS 金融及保险业门类下所有类别，行业
组群，行业小类的划分均基于金融及保险产品生
产过程的独特性来定义。同所有的行业一样，生
产过程由人力资源的专业性和实物资本的特殊性
加以区别。此外，这些机构收购和分配金融资本，

1. 以存款及 / 或发行证券筹集资金，并在该

其资金来源，以及使用这些资金的方式也提供了

过程中伴随债务发生。从事本活动的机构使用募

第三种区分生产过程特征的基础。例如，通过存

集资金以取得贷款及 / 或购买证券。将自身置于

款筹集资金的生产过程与债券或货币市场筹集资

风险之中，他们将资金从贷方转移到借款人或者

金的过程不同。个贷与创造投资池或承销证券的

根据资金时限，规模和风险再次打包出售。这项

过程也是不同的。

活动被称为金融中介。

大部分的金融和保险部门包含一个或多个行

2．汇集风险承保的保险和年金。从事本活动

业组（1）中介机构提供类似的筹集和运用资金的

的机构收取费用，保险费，或年金费用；建立储备；

模式和（2）作为中间人，从事金融或保险促进活

投资这些储备；并订立合同付款。费用按照基于

动的机构。可以通过细分金融产品生产过程来定

保险风险的预期发生率和投资的预期收益计算。

义该门类的行业组别，但是其中许多活动不属于

3. 为金融中介、保险和雇员福利计划提供专
业服务或支持活动。
此外，货币管理部门进行的货币监管活动归
入这个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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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类型的金融机构。要详细区分现有金融机构
的类别，方法是按照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的不同进
行分解。这需要从机构中组成单位所提供的服务
和加工产品的过程来区分和定义他们。这些金融、

保险机构中的组成单位相当于其他行业中的门类

利用电子手段促进收支平衡审核，进行授权交易，

定义。

将资金从交易者的账户转出和转入，确认银行（或

许多金融服务的产出，如同其产品的创建和

信用卡发行方）的单笔交易，并提供每日结算。

生产过程，是无法在一个单一的位置上被观察到

由于这些交易处理活动是金融和保险服务生

的，需要在企业组织结构的更高层次上去定义。

产的组成部分，主要提供金融交易处理服务的机

同时，有许多独立的金融产品的生产活动发生在

构属于这一门类，而不是信息门类的数据处理行

在综合金融部门的单一位置上。活动更有可能与

业。

生产特征相一致，比起具体的岗位，至少在金融

代表他人持有资产组合的法律实体是重要

服务方面。这个分类定义活动广泛，它可以用来

特 征， 它 们 所 需 的 数 据 有 多 种 用 途。 因 此，在

由那些分类的位置和由那些采用更自上而下的方

NAICS 中，这些基金、信托及其他金融工具归属

法来划定设置。

于金融和保险业中的第五个大类。这些实体赚取

从事促进或与其他各类中介有关的活动的机

利息、股息和其他财产收入，但很少或不出售劳务，

构已包括在其他子类中，而不是将其归类为一个

甚至没有就业。从事基金管理的独立机构和雇员

独立的服务小类因为这些服务派生于中介机构以

属于 5239、其他金融投资活动。

及专业机构的执行，在何种程度上中间人的活动
可以单独确定，并不能清晰甄别。
金融和保险部门界定为主要从事金融业务的
机构。涉及金融资产的设立、清算、变更所有权
的交易；或为促进金融交易的活动。金融业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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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数据

STATISTICAL DATA

2021 年 1-3 月省市进出口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地区
总

值

东部地区

出口额

进口额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13,036.0

7,099.8

5,936.2

38.6

49.0

28.0

10,594.0

5,689.0

4,905.1

35.6

44.4

26.7

北京

1,042.4

198.2

844.2

16.5

15.0

16.9

天津

284.7

123.1

161.6

26.0

47.7

13.3

河北

182.5

103.7

78.8

41.8

52.7

29.5

辽宁

275.4

113.5

161.9

11.9

24.5

4.5

大连

153.8

68.0

85.8

0.0

18.9

-11.2

上海

1,350.1

514.6

835.6

24.3

22.6

25.3

江苏

1,739.8

1,075.2

664.5

34.8

42.9

23.6

浙江

1,326.1

944.0

382.2

47.3

49.4

42.5

宁波

398.9

250.1

148.7

51.6

52.2

50.8

福建

590.5

353.6

236.9

44.0

49.2

36.9

厦门

285.4

140.2

145.1

38.3

38.5

38.2

山东

951.4

529.2

422.2

49.2

56.2

41.2

青岛

274.0

152.1

121.9

41.2

42.9

39.2

广东

2,810.8

1,724.9

1,085.9

43.2

52.1

31.1

深圳

1,173.1

644.3

528.8

42.2

54.1

30.0

海南

40.4

9.1

31.3

39.3

-23.2

82.5

1,247.0

731.3

515.8

59.9

75.5

42.0

山西

75.5

45.6

29.9

99.5

110.3

85.0

吉林

62.2

13.3

48.9

49.7

28.6

56.7

中部地区

黑龙江

65.4

13.7

51.7

0.6

35.6

-5.8

安徽

225.5

128.1

97.5

46.7

58.0

34.1

江西

164.8

121.5

43.3

33.7

43.0

13.0

河南

295.8

185.4

110.4

92.7

100.4

81.0

湖北

180.7

107.1

73.5

101.9

135.1

67.5

177.2

116.7

60.6

53.3

65.6

34.1

1,194.9

679.5

515.4

47.1

66.3

27.6

湖南
西部地区
内蒙古

45.5

16.7

28.8

24.4

43.0

15.6

广西

212.6

121.2

91.4

61.4

76.2

45.3

重庆

277.5

172.9

104.6

72.2

88.8

50.3

四川

303.1

169.6

133.5

34.8

51.0

18.6

贵州

21.4

16.0

5.4

99.5

90.8

130.8

云南

114.1

67.8

46.2

71.1

169.1

11.4

西藏

1.6

0.5

1.1

105.8

-7.0

313.8

陕西

150.7

75.6

75.1

21.6

26.5

17.0

甘肃

20.1

3.2

16.9

64.9

9.1

82.6

青海

1.2

0.4

0.8

96.3

23.8

189.1

宁夏

5.1

3.5

1.6

16.1

13.6

22.1

新疆

42.2

32.1

10.1

8.2

33.8

-32.8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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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 %

进出口额

2021 年 1-3 月分主要国别∕地区进出口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同比 %
国别（地区）

总

值

香港地区

进出口额

出口额

进口额

差额
进出口

出口

进口

差额

13,036.0

7,099.8

5,936.2

1,163.5

38.6

49.0

28.0

814.3

748.9

733.1

15.7

717.4

46.2

47.5

3.5

48.9

日

本

863.5

387.2

476.3

-89.0

29.3

30.6

28.3

19.2

韩

国

788.6

317.0

471.6

-154.5

28.3

37.4

22.8

0.8

717.9

171.1

546.8

-375.6

40.3

37.6

41.1

42.8

1,914.3

1,051.4

862.9

188.5

35.3

37.1

33.2

58.3

印度尼西亚

249.9

126.7

123.2

3.5

41.8

39.6

44.3

-34.5

马来西亚

369.9

154.8

215.1

-60.3

33.1

40.9

27.9

3.4

菲律宾

164.9

116.5

48.4

68.0

34.7

41.3

21.3

60.1

新加坡

213.4

125.5

87.9

37.5

9.2

3.2

18.9

-21.2

泰

国

280.4

148.4

132.1

16.3

38.1

43.6

32.4

358.1

越

南

539.3

320.8

218.6

102.2

47.8

52.3

41.6

81.6

欧

盟

1,836.5

1,102.3

734.1

368.2

46.3

56.7

33.0

143.1

德

国

529.8

245.3

284.5

-39.2

41.5

60.5

28.4

-42.9

法

国

183.0

98.6

84.3

14.3

47.8

57.9

37.4

1235.6

意大利

166.8

92.7

74.1

18.6

57.0

48.5

69.0

0.0

荷

257.4

222.5

34.9

187.6

55.4

60.1

30.5

67.1

985.6

495.5

490.1

5.4

27.5

42.7

15.0

-

西

310.0

110.7

199.3

-88.6

25.3

53.4

13.8

-14.0

俄罗斯

292.6

130.6

162.0

-31.4

15.4

42.7

-0.1

-55.6

印

度

276.9

211.4

65.5

145.8

42.8

37.0

65.0

27.3

南

非

106.0

42.8

63.2

-20.4

35.4

46.0

29.0

3.7

英

国

252.0

186.6

65.4

121.2

64.4

80.0

31.8

124.3

加拿大

177.3

109.2

68.1

41.1

60.6

73.7

43.2

168.3

1,657.3

1,191.8

465.5

726.4

73.1

74.7

69.2

78.4

澳大利亚

478.0

140.7

337.3

-196.6

28.3

50.5

20.9

6.0

新西兰

59.2

18.5

40.8

-22.3

33.2

66.1

22.2

0.2

台湾地区
东

盟

兰

金砖国家
巴

美

国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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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3 月出口综合情况
月 出口综合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3月

1-3 月

项 目

全国出口总额

出口额

同比 %

占比 %

贡献率 %

出口额

同比 %

占比 %

贡献率 %

2,411.3

30.6

100.0

100.0

7,099.8

49.0

100.0

100.0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1,434.1

32.3

59.5

62.0

4,282.0

54.0

60.3

64.3

加工贸易

651.9

23.6

27.0

22.0

1,852.3

36.9

26.1

21.4

其他贸易

325.3

38.5

13.5

16.0

965.5

52.8

13.6

14.3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204.0

13.8

8.5

4.4

564.4

17.8

7.9

3.7

外资企业

908.2

25.8

37.7

33.0

2,577.4

40.6

36.3

31.9

其他企业

1,299.1

37.4

53.8

62.6

3,958.0

61.3

55.8

64.4

注：贡献率指对整体出口增量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商务部综合司

2021 年 1-3 月进口综合情况
月 进口综合情况
金额单位：亿美元
3月

1-3 月

项 目

全国进口总额

进口额

同比 %

占比 %

贡献率 %

进口额

同比 %

占比 %

贡献率 %

2,273.4

38.1

100.0

100.0

5,936.2

28.0

100.0

100.0

按贸易方式分
一般贸易

1,396.9

43.6

61.4

67.6

3,699.1

29.5

62.3

64.9

加工贸易

396.5

16.5

17.4

9.0

1,090.8

23.2

18.4

15.8

其他贸易

480.0

44.1

21.2

23.4

1,146.3

28.0

19.3

19.3

按企业性质分
国有企业

537.4

48.0

23.6

27.8

1,412.9

19.6

23.8

17.8

外资企业

877.5

24.2

38.6

27.2

2,336.2

23.0

39.4

33.6

其他企业

858.5

48.9

37.8

45.0

2,187.1

40.3

36.8

48.6

注：贡献率指对整体进口增量的贡献率。
资料来源：商务部综合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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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年
1 第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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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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