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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若采取贸易反制措施将可能使美国遭受巨大损失 

 

 

2017 年中美贸易额突破 5800 亿美元，双边贸易和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为两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好处。然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上任前后曾多次就贸易问题向中国发难。2018 年 3 月 22 日，特

朗普签署了对华输美产品征收关税的总统备忘录，决定对从中国进口

的约 600 亿美元商品大规模加征关税，中美贸易摩擦迅速升温。美国

贸易保护主义的加强将对中国的经济和就业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影

响，但对此中国也有足够的反制手段，如减少美国大豆、棉花、高粱

等农产品进口，甚至减少美国波音飞机订单等。如果贸易战持续，中

国必将坚决回击，逐步采取不同程度的反制措施，美国的经济和就业

也将因此遭受重大打击，同时也将波及到相关的经济体。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专家对中国可能采取的贸易反制

措施进行了分析，并就反制措施对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影响以及对世界

经济和就业的影响进行了测算。 

一、中国以减少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作为反制手段 

1. 中国以减少美国大豆进口作为反制手段 

中国是世界上 大的大豆进口国，约有 85%的国内消耗大豆依赖

于进口，进口量占全球大豆贸易量的三分之二。美国是全球 大的大

豆生产国，大豆产量的一半左右用于出口。中美两国在大豆市场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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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程度非常高。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 年中国的大豆实际进口量

为 9555 万吨，其中约 34%来自于美国，对华大豆出口量约占美国大

豆出口总量的 62%。2014-2017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大豆数量分别

为 2649 万吨、2507 万吨、3365 万吨和 3286 万吨。 

面对巴西、阿根廷、俄罗斯等大豆主产国强有力的竞争，近年来

美国大豆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已经有所下降。为应对美国的经贸挑衅，

中国可以通过减少从美国的大豆进口进行反制。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测

算，若中国减少 2000 万吨美国大豆的进口，按照美国海关给出的对

华出口大豆平均价格 385 美元/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减少

77 亿美元，总出口将下降 0.38%，出口增加值将减少 70 亿美元，占

美国出口增加值的 0.39%，造成美国 GDP 增速降低 0.04 个百分点；

就业方面，此举将使美国就业减少 4.69 万人，出口拉动的就业量减

少 0.42%。具体测算结果见表 1。 

表 1：中国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减少 2000 万吨的影响 

美国总出口减少(亿美元) 77 

美国总出口降低 0.38% 

出口增加值减少(亿美元) 70 

总出口增加值降低 0.39% 

GDP 降低 0.04% 

出口就业减少量(万人) 4.69 

总出口就业降低 0.42% 

美国出口的减少必然引起中间进口品的减少，由此对世界其他国

家/地区经济带来明显的负面影响。若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 77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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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会波及与美国中间品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加拿大

和墨西哥的出口增加值将分别减少 1.39亿美元和 0.83亿美元，德国、

日本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也将受到明显影响。 

2. 中国以减少美国棉花进口作为反制手段 

美国是世界上 大的棉花出口国，而中国则是重要的棉花消费国

和进口国。2017 年中国的棉花进口总量约为 115 万吨，其中约 44%

（即 51 万吨）来自美国，中国进口的美棉约占美国棉花出口总量的

14%。 

中国国内棉花储备量充足，国产棉和储备棉可以满足国内的消费

需求，并且国际市场上有澳大利亚、印度、巴西和乌兹别克等可以作

为进口替代国，因此，减少对美国的棉花进口可以作为中国反制美国

的措施之一。根据模型测算，若中国减少 50 万吨的美棉进口，按照

中国进口美国棉花的平均价格 2000 美元/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出口

额将减少 10 亿美元，总出口将下降 0.05%，出口增加值将减少 9 亿

美元，占美国出口增加值的 0.05%，造成美国 GDP 增速降低 0.01 个

百分点；就业方面，此举将使美国就业减少 0.61 万人，出口拉动的

就业量减少 0.05%。具体测算结果见表 2。 

表 2：中国对美国棉花的进口减少 50 万吨的影响 

美国总出口减少(亿美元) 10 

美国总出口降低 0.05% 

出口增加值减少(亿美元) 9 

总出口增加值降低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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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降低 0.01% 

出口就业减少量(万人) 0.61 

总出口就业降低 0.05% 

从世界范围来看，若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 10 亿美元，加拿大

和墨西哥的出口增加值将分别减少 0.18亿美元和 0.07亿美元；此外，

德国、日本和英国等所受影响较为明显。 

3. 中国以减少美国高粱进口作为反制手段 

美国高粱产量巨大，库存持续增加。2013 年以来，美国的高粱

出口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均超过 50%。高粱是中国主要进口的能量谷物

之一，中国进口的高粱绝大部分来自美国。2013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了 32 万吨高粱，约占国内市场份额的 8%；2016 年中国从美国的高

粱进口量增加至 587 万吨，其国内市场份额高达 61%。与此同时，中

国从美国进口高粱的价格逐年下降，由 2013 年的 289.61 美元/吨降至

2016 年的 214.78 美元/吨，2017 年甚至可能不足 200 美元/吨。为此，

商务部决定自 2018 年 2 月 4 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进口高粱进行反倾

销立案调查。 

中国自美国进口的高粱主要用作饲料，是玉米的替代品之一。除

美国之外，中国进口高粱的主要来源地还有澳大利亚。通过减少从美

国的高粱进口，既可以保护国内同类产品和产业，又能够达到制裁美

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效果。根据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若中国减少从美国

500 万吨的高粱进口，按照中国进口美国高粱的平均价格 200 美元/

吨计算，美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将减少 10 亿美元，总出口将下降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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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增加值将减少 9 亿美元，占美国出口增加值的 0.05%，造成美国

GDP 增速降低 0.01 个百分点；就业方面，此举将使美国就业减少 0.61

万人，出口拉动的就业量减少 0.05%。具体测算结果见表 3。 

表 3：中国对美国高粱的进口减少 500 万吨的影响 

美国总出口减少(亿美元) 10 

美国总出口降低 0.05% 

出口增加值减少(亿美元) 9 

总出口增加值降低 0.05% 

GDP 降低 0.01% 

出口就业减少量(万人) 0.61 

总出口就业降低 0.05% 

现阶段，针对美国挑起的贸易战，我们可以从限制美国农产品的

进口作为反制手段。根据具体情况，既可以用限制一种农产品进口的

手段，也可以同时限制多种农产品的进口。如上所述，如果中国同时

减少美国大豆、棉花和高粱的进口，可使美国的出口额减少 97 亿美

元，总出口将下降 0.48%，出口增加值减少 88 亿美元，占美国出口

增加值的 0.50%，造成美国 GDP 增速降低 0.06 个百分点；合计减少

美国就业 5.90 万人，出口拉动的就业量减少 0.53%。 

美国农产品出口减少的 大受害者除了自身之外，还有与其中间

品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若美国向中国的出口减少 97 亿美元，预

计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增加值将分别减少 1.76 亿美元和 1.04 亿美

元；此外，德国、日本和英国的出口增加值也将分别减少 0.57 亿美

元、0.50 亿美元和 0.43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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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以减少美国波音飞机订单作为反制手段 

中国是世界航空业发展 重要、 有潜力的市场，中国空中客运

市场有望成为未来 20 年全球 大的航空客运市场。根据欧洲空中客

车公司（Air Bus）2014 年发布的全球航空市场预测数据，未来 20 年，

无论是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中国航空客运量均将处于全球领先

水平，增长率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美国波音公司（Boeing）预测，

未来 20 年，中国的航空客运航线将需要 6330 架新飞机，总价将高达

9500 亿美元。 

对华出售波音飞机对美国就业和 GDP 增长极为重要。波音发言

人 Doug Adler 在接受 CNNMoney 采访时指出，美国商务部有一个公

式，表明 10 亿美元的出口可支撑 6000 个美国工作岗位。2015 年波

音向中国交付了 191 架飞机，价值 246 亿美元，根据上述公式，2015

年中国的波音订单为美国支撑了 15 万个工作岗位。 

美国波音和欧洲空中客车是世界上两个 大的飞机制造商，两家

公司在飞机造价和性能方面相差不大，安全性能也不相上下，因此二

者在中国市场上的相互替代性较强。若美国一意孤行，不顾双方利益

而持续挑起贸易战，中国可以用进口空中客车代替波音飞机对美国进

行反制。据投入产出模型测算，若中国减少 200 架波音飞机订单，预

计价值将高达 300 亿美元，即美国出口额将减少 300 亿美元，则美国

总出口将下降 1.50%，出口增加值减少 241 亿美元，占美国出口增加

值的 1.35%，造成美国 GDP 增速降低 0.13 个百分点；就业方面，此

举将使美国就业减少 15 万人，出口拉动的就业量减少 1.35%。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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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算结果见表 4。 

表 4：中国对美国波音飞机的进口减少 200 架的影响 

美国总出口减少(亿美元) 300 

美国总出口降低 1.50% 

出口增加值减少(亿美元) 241 

总出口增加值降低 1.35% 

GDP 降低 0.13% 

出口就业减少量(万人) 15 

总出口就业降低 1.35% 

若美国对中国减少价值 300 亿美元波音飞机的出口，美国经济将

遭受严重打击，而中国自身的出口利益也有所损失，中国的出口增加

值将因此减少 10.82 亿美元；此外，加拿大、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

体也将受损明显，预计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的出口增加值将分别减少

7.67 亿美元、6.25 亿美元和 4.58 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表现为“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之间的双向

投资和贸易对美国经济和就业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并且，在经济全

球化背景下，中美爆发贸易战不仅会损害两国的经济利益，也势必会

殃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虽然中国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如果美国一意孤行，挑起贸易争

端，中国一定要坚决回击，奉陪到底。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达到以战

致和、以战止战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建议中国在对美国进口商品采

取反制措施时，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减少额或加征关税额略低于相对应

的美国对从我国进口商品的减少额或加征关税额，以尽量避免中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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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争端事态的扩大，诱发更大的贸易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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