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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半年，中国贸易信心指数降至 129点，较上半年下跌
8个点。尽管市场对未来六个月的前景基本保持乐观情绪，
但看好贸易增长的企业数量已出现下滑。

随着国内工业持续转型升级，中国的生产率仍将保持较高的

增长水平。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料将继续转移至越南

和孟加拉国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随着中国企业不断创造

富有竞争力的生产流程，中国有望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在此背景下，2015-2020年期间，机械与运输设备将成为推动
出口额增长的主导力量，其中约一半将来自信息通讯技术设

备的出口。

 

目前，中国经济正经历重大结构调整，国内需求依旧疲软；

同时受人民币升值影响，出口增长受挫。然而，随着工业不

断转型升级，中国的生产率预计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水平。这

将有助于中国在中期实现出口的快速增长，巩固其在全球贸

易中的地位。 

2015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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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下半年，中国贸易信心指数降至 129点，较上半年下跌 8个点。尽管市场对未来
六个月的前景基本保持乐观情绪，但看好贸易增长的企业数量已出现下滑：认为今

后六个月贸易量将增长的企业比例已从上次调查中的 79%降至 69%。此外，企业对本
地经济的信心也在下滑，尽管下滑幅度相对较小。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70%预计国
内经济前景将有所改观，而上半年的比例为 76%。

虽然有约 52%的受访企业仍预计未来六个月内全球经济将好转，但其中只有 63%认
为这种好转会给商业带来正面影响（低于上次调查中的 81%）。这或许是由于当前中
国经济调整的预期溢出风险会抑制其他亚洲国家的增长前景。然而，欧洲的持续复苏

有望为新业务创造良机：20%的受访企业预计市场需求增长将更加强劲（高于上次
调查中的 17%）。此外，美国经济的走强也有望为中国企业的业务带来利好。

人民币的升值侵蚀着中国企业的利润，因此它们希望通过削减与材料和基本服务相

关的成本，来提高利润率。大宗商品价格与汇率的波动以及日益增长的买方付款违约

风险是导致金融风险顾虑的主要原因。企业纷纷计划与供应商谈定更有利的付款条

件并削减内部成本，以克服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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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汇丰贸易信息指数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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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丰贸易预测报告》涵盖的 24个贸易伙伴的排名

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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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展望
经济展望 各行业对中国出口增长的贡献

5大热门出口目的地

目前，中国经济正经历重大结构调整，传统主导行业不断放缓，

新兴增长引擎方兴未艾。由于近年来房地产开发商积压了大量

库存，新开工面积大幅下跌。重工业剩余产能抑制着产出增长

和产品价格。然而，得益于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居民消费支出

持续扩大，推动着服务业的强劲增长。进一步宽松的宏观政策

也有助于继续支撑经济增长。

近年来快速增长背后的几大驱动因素料将在未来几十年内逐渐

弱化。中国的人口结构已发生不利变化，适龄工作人口开始减

少。投资占GDP的比重达到历史新高，必须在今后几年逐步降
低。企业也积累了巨额债务。

然而，随着国内工业的转型升级，中国的生产率有望持续快速

提高。随着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转移至越南和孟加

拉国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国有望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

这将有利于中国出口额的增长，并打开新的目的地市场。持续

不断的改革也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而自贸区的

建立也将发挥同样的作用。 

重点关注的出口贸易走廊

就具体行业而言，今后 15年，机械和运输设备将成为推动出口
额增长的首要力量，对中国总体商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

达 45%左右。随着中国不断进入高附加值领域，该贡献率的一
半将来自信息通讯技术设备的出口。化学品行业预计将成为增

长最快的行业，运输设备业紧随其后。但尽管年均增长率有望

达到两位数，化学品在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仍将很低（到 2020年
为 6%）。尽管越南和孟加拉国等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在低成本
领域攻势日益猛烈，服装业仍将是中国的主要出口行业。

今后几十年，不断壮大的亚洲中产阶级对高端技术产品及基本

消费品的需求将持续上升。中国作为亚洲区域的生产中心，预计

将随着亚洲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日益上升而极大地受益。

对亚洲其他国家（除日本）的出口预计将迎来最快增长。越南在

《汇丰贸易预测报告》中所列的 24个贸易伙伴中，应当仍是增
速最快的出口目的地。因此，到 2030年，越南将取代日本成为中
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排在韩国之前。对亚洲其他国家（如印度

和马来西亚）的出口预计将稳步增长。

然而，鉴于其无与伦比的规模和消费实力，在预测期内，美国仍

将是中国最大的最终出口目的地。另一方面，凭借其金融和交通

基础设施的区域竞争优势以及与内地的密切联系，香港预计仍

是中国内地的主要出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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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对中国进口增长的贡献

5大热门进口来源地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对钢铁和其他金属产品的需求趋于稳定，中

期内的金属矿石进口将放缓。然而，到 2030年，金属矿石仍将是
中国第五大进口行业，较 2014年的第四位下跌一位。总体而言，
在 2021-2030年期间，原材料对总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将只有
2015-2020年期间年均贡献率的一半左右。

澳大利亚是铁矿石和其他原材料的主要出口国，过去几年来，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商品的需求增长迅猛。而今后 10年，对华出
口贸易增速最快的前十大经济体中，澳大利亚将榜上无名。越南

和印度的对华出口增速有望持续领先，马来西亚紧随其后。作为

国际产品输入内地的主要中转中心，香港仍将是内地的最大

进口来源地。韩国、美国和日本也仍将是中国主要的产口进口来

源地。 

中国正调整经济结构，从投资拉动型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同

时也在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其进口结构也必然发生变化。

从 2020年至 2030年，随着国内的人员流动浪潮进一步扩大，越
来多的城市采用最新技术开展交通设施升级，中国的交通设备

进口将加速增长。事实上，中国已将国内铁路系统的持续扩建

列为一项主要政策目标。因此，到 2030年，交通运输设备业将成
为第二大进口行业，仅次于工业机械。

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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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期而言，中国正在实施的结构调整将继续对经济增长产生下行压力。由于近

年来房地产开发商积压了大量库存，新开工面积大幅下跌。重工业剩余产能抑制

着产出增长和价格。然而，中国政府仍在逐步放松宏观政策，以稳定增长。得益于

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居民消费支出持续稳步扩张，为服务业的强劲增长提供了

支撑。这些因素将降低“硬着陆”的风险。

2015年上半年，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加上美元强势，使得人民币对中国主要
贸易伙伴的货币升值，导致中国的商品出口表现令人失望，其增速降低，与去年相

比几乎迟滞未涨。近期而言，这将令中国无法从美国与欧元区的加速增长中充分

获益。

然而，得益于亚洲区域内贸易的再次加速扩张，今后中国的出口有望反弹。中国出

口增长的最大贡献因素将是美国，原因在于美国强劲的国内发展势头将带动其对

国外商品的需求。因此，到 2020年，美国预计仍是中国最大的单一出口市场（占中
国全球出口贸易总额的近 18%），紧随其后的是欧洲（除俄罗斯）。

中国企业将继续开展创新，开发富有竞争力的流程。另外，中国的生产成本仍低于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因此，中国的高附加值产品将进一步赢得全球市场份额。随着

中国政府不断推动制造业升级，交通设备、制造与机床行业将持续获益。

按行业分类的出口情况

矿物燃料

 原材料

 农业

服装

机械 

其他制造产品

交通设备

化学品

增长率 (%/年 )

来源：牛津经济研究院



关于汇丰贸易预测
汇丰贸易信心调查 (TCS)是一项预测全球贸易短期前景的量化
指标，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贸易信心调查，由市场研究公司 TNS
代表汇丰开展完成。该调查包含全球 6,300家中小企业和大型
企业对未来 6个月全球贸易与业务增长前景的预期。

在 2015年下半年的调查中，数据收集方式改为在线采集，涵盖
11个市场：澳大利亚、巴西、中国、法国、德国、香港、墨西哥、
波兰、新加坡、英国和美国。报告对过去的数据做了校准，以反

映此变化并保持这些趋势。 

牛津经济研究院根据汇丰对环球经济的分析及预测，为汇丰提

供一项度身订制的服务，用以预测货物双边贸易情况。本预测

采取自上而下的办法，利用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一套模型，确保

汇丰对重点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与汇率预测与本文更详细的双

边贸易流预测保持一致。

牛津经济研究院运用环球模型框架开展研究，将概要性双边贸

易预测数据构建为目的地市场最终需求和出口国竞争力（以

相对单位劳动成本衡量）的函数。本报告确定了出口、进口和

贸易差额，并提供历史估算数据及 2015-2020年与 2021-2030年
的预测数据。

本报告也使用牛津经济研究院的行业预测数据，按行业对些概

要性双边贸易预测数据进行分列。行业的分类依据是联合国国

际贸易标准分类 (SITC)的两位数号段，分成 30个行业类别。 
 

牛津经济研究院为汇丰编制环球报告以及有关下列 23个国家 /
地区的国别报告：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印度、新加坡、越南、孟加拉国、加拿大、美国、巴西、

墨西哥、阿根廷、英国、法国、土耳其、德国、波兰、爱尔兰、阿

联酋、沙特阿拉伯和埃及。本报告也涵盖对日本和韩国的贸易

分析，样本中共有 25个主要贸易国家 /地区。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告中所有贸易流数据都以美元价值计算

（用市场汇率换算），换言之，若因相对价格和汇率影响导致某

国家贸易条件出现波动，也会在数据中得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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