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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库观点
Think Tank Viewpoint

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国家经济走势

*

范恒山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 100824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9.10.016

2019 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的半年报出来之后，

在已经“打”了 3 个回合。最严重的是 2018 年 8 月下

国内外都很关注，尤其关注国内生产总值（ GDP ）

旬，美国宣布对已经增加关税的中国输美商品进一步

下降到 6.3%。2019 年 7 月份、8 月份的经济指标仍处

调涨关税，力度可谓越来越大。一年多的时间过去

于波动状态，从“三驾马车”（投资、消费、进出

了，情况怎样？我们看到，恫吓也好，极限施压力也

口）的角度看还在下行； 8 月份投资、消费和进出口

好，不断升级也好，全面开战也好，举国之力也好，

比前 7 个月都有所下降，引起了不少人的担心。但大

发动盟友也好……都没能“奈得我何”，未能撼动中

家对此的认识角度并不一样。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

国经济。有没有影响？有，但并没有产生实质性或根

说法，这是美国发起对中国的“贸易战”带来的结

本性影响。

果——美国跟中国打“贸易战”，于是中国经济滑
到 27 年来的最低点。国内也有一些人以此为据唱衰中
国经济，有的说法可谓危言耸听。

对“贸易战”，中国虽然是应战，但并不是盲目
应战，我们打的是理性之仗、有准备之仗。
（1）我们对“贸易战”本身产生的影响是做过极

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今天的经济形势呢？美国

限思考的，即对中美贸易额打到归零时会对我国经济

发起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到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

造成怎样的后果的情况进行过认真思考和测算，心中

响？近几年来经济增长为什么一直走低？中国经济发

是有数的。经过逻辑与实证分析，我们相信，即便出

展的前景究竟怎样？

现极端情形，“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是有限

1 迄今为止，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尚未

的。① 当前，外贸已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

造成实质性影响

撑，这些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内需推动。② 中
国对美国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截至目前，我国对外

2018年 3 月份，美国宣布要与中国打“贸易

贸易的地区结构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已不是中

战”；同年， 7 月份进入实质性“开打”阶段，到现

国的第二贸易伙伴了，而是欧盟成为第一，东盟成为

* 根据范恒山 2019 年 9月21日在“中国国情与发展”论坛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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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③ “贸易战”给双方都会带来损失。事实上作

求，从而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广阔的发展空间，如 5G 通

为中美货物贸易的逆差国，美国的损失会更大。之前

信的发明和运用将会改变我们生产与生活的方式，形

特朗普一直不承认美国有损失，最近承认了。经贸摩

成庞大的经济动能。③ 内外的替代。改革开放以来，

擦不仅对美国的股市有影响，由此导致的增税成本还

这种替代一直在进行，如：早些年是电冰箱、电视机

会传导给美国进口商和转嫁给美国消费者。

等的内外替代，近些年是手机等的替代。其实普通产

（ 2 ）事实证明，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经济并没

品也有一个替代问题。近几年，我国每年出境旅游的

有形成较大影响，影响十分有限、总体可控。尽管我

人员约 1.5 亿人次，消费金额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国 2019 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下降到 6.3%，但跟打“贸

如果我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升了，相当一部分

易战”之前的增长速度差距并不大，并不是说一下子

就会出现对外部产品的替代。

降了一个点或几个点。我国 2019 年上半年的经济增长

另外一个因素是有为的政府。在中国切记不要忽

速度仍然较高，增长量也很大，用英国媒体的话说是

视政府的作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必须的、重要

“一年增长一个澳大利亚”。到目前为止，总体上还

的，但是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短期内并不能充分

是心理预期影响大于实际影响。除经济增长速度外，

显现出来并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政府作用则不一

其他方面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严重不良后果。

样，中国各地政府要是不作为，会立竿见影地影响到

2 长、中、短 3 个因素相互支撑，是中国经

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与美国、日本等国家是很不相同

济平稳向前发展的底气

的。因此，在中国，政府的积极作为、科学操作对经
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2.1 长期因素

2.2 中期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支撑条件。

发展等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会在一个较长的时

从长期来看，基于国情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是

从中期看，我国推进体制建设、经济转型和协调

一个因素是庞大的市场。庞大的市场来自众多的

段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形成强大的动能。其中最为典

人口，众多的人口不仅意味着庞大的需求，并且因为

型的是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其中，既包括

中华民族具有的特殊的勤奋与创业精神，所以还意味

区域发展战略，也包括一些其他的重大战略，如创新

着庞大的创造力。庞大的市场对经济的支撑至少体现

驱动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

为 3 个方面：① 均等的需求。我国地区间、城乡间、

略、军民融合战略、健康中国战略等。每一个战略的

人群间发展差距很大，从收入看我们有收入很高的群

实施都能带来数以万亿计的发展能量，从而成为我国

体，但还有不少人均年收入在 2 300 元人民币标准以下

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

的贫困人口——2012 年这个群体达到上亿人的规模，
到 2018 年底还有 1 660 万人。如果按照实现均等化的

2.3 短期因素

从短期看，围绕应对复杂变化、化解突出矛盾、

基本公共服务和大体相当的消费需求“填平补齐”的

实现年度与近期发展目标所采取的对策与举措，为推

话，那就意味着巨大的发展空间。② 转换的进程。从

进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了活力与能量。

发展中国家转向发达国家、经济由速度优先转向高质

所谓相机调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精准调控，所

量发展的过程会带来巨大的发展能量。工业化、城镇

谓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

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等，将形成巨大的供给与需

期……就是这种短期应对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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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而言，长期是基

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形成

础，中期是支柱，短期是保障。有了长期、中期、短

的必然逻辑结果。 2018 年财经年会上我已谈到了这

期这些因素的结合，中国经济坏不到哪去！这就是新

样一种认识，很多同志表示赞同。 2015 年我国宣布

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国外一些

经济进入新常态，核心是 3 点：速度变化、结构优化

人一直唱衰中国经济而总是成为虚妄和笑谈的原因。

和动能转化。党的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推动经济由高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一再宣布了“崩溃论”的崩溃。

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所有政策指向都表

就 2019 年的经济增长而言，我在 2018 年底和 2019 年

明今后经济发展速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质

初预计会在 6.1%—6.4% 之间，目前我仍然坚持这个判

量。或者说，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本

断。

来就是我国政策设计的一个目标。为此，我国推进

3 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的下行，主要因素还

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手段是实施“三去一降

是源自自身的调整转型

我们看到，2013 年以后，除个别年份外，我国年
度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在往下运行，原因是什么呢？

一补”。大家注意到，“三去”在很大程度上是降速
度的——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主要是去钢、煤
等，还有控制房地产。如果不“去”，仅仅放任房地
产增长，中国经济就可以在现有水平上再增一两个百

首先我们要辩证地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速

分点。但这将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做法，会留下很大的

度。① 比较而言，我国这个增速并不低，大幅高于世

后遗症。包括去杠杆，都是非常必要的。前些年货

界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速度；②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速

币政策那么宽松，民间资金、影子银行，各种融资

度，结构较好、质量较高；③ 从规律看经济增长由高

平台，包括 P2P 这样一些东西，非常之多，搞乱了金

到中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

融、留下了隐患，使得我们现在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和

最终摆脱不了这一规律的使然。

代价来清理它、化解它。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走这种路

但为什么这一时期表现的比较明显而且呈逐渐下
行的状态呢？具体分析，主要有 5 个方面的原因。

子了。
（ 3 ）新的转变所带来人们思想、思路和举措方

（ 1 ）从大背景看，世界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低

式等的调整和等待，以及党风、政风整肃与违规问

迷并缓慢恢复、跌宕起伏的时期。 自 2008 年以来，

责环境下一些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无为与消

由美国缘起的金融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一直下行。

极作为，对经济的运行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国家的

除 2010 年经济有所反弹外，到 2016 年一直是往下走

转型使投资者有一个适应过程，既会带来思想和思

的；好不容易 2017 年有所好转，又因为美国发起了

路的调整，也会形成一个等待和观望的过程，这就

“贸易战”，搞“单边主义”“孤立主义”“贸易霸

会对现实投资行为从而对经济运行产生影响。与此

凌主义”，最终打断了这个进程，2018 年出现下降；

同时，党风、政风的整肃和程序的严谨完善，也使

对 2019 年，许多国际经济组织一再下调增长的预测，

一些政府部门的管理者不能凭自身意志和靠“拍胸

预计 2019 年将会进一步下降。尽管中国在世界经济发

脯”随意决策和作为了。感性的冲动被理性的决策

展中成为主要的支撑因素，但反过来也受到了世界经

所替代，因怕问责使一些人消极对待工作，用形式

济低迷的影响。

主义对待硬任务、用官僚主义对待软要求，如此等

（ 2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推动经济由高速增长

等，对经济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前面谈到，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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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政府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真干事和假干事是

国有不少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而且新

大不一样的。

的问题还会不断出现，不能掉以轻心。如何努力保持

（ 4 ）中美经贸摩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我
们说，中美经贸摩擦目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还是

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总体上说还是需要多管齐
下，特别是要抓好 4 个方面的工作。

对投资者信心的影响，但影响信心也会导致投资经营

（1）最有效地化解压力。也就是运用各种战略智

的观望和等待。另外，经贸摩擦会导致一些抵御能力

慧和科学手段降低和化解复杂外部环境带来的压力。

不强的企业向外搬迁。我们不愿打“贸易战”，因为

从经济发展角度说，还要尽量发挥外贸这架“马车”

“贸易战”的确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如果“贸易战”

的作用，因此要努力开拓多元市场。在路径上也应当

继续往深里打、往大里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就会从

是多元的，包括借助战略纽带、契合利益关系、注重

信心影响转向对投资贸易行为的影响。

优势互补、贯彻盈利原则、运用共建机制、攻克薄弱

（ 5 ）其他方面的原因与收入分配方面的影响、

环节等。

产品质量的影响等。收入分配对经济的影响在于，有

（2）最强势地革除阻力。要以优化营商环境作为

钱的人没有更多的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却无钱

“牛鼻子”和“导引线”推动整个体制、治理、形成

消费。而在今天，消费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撑力

服务的优化和改善，切实把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量。此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问题会影响到社会的消

化解掉，形成投资经营的良好环境。

费，从而导致很多国内消费转向了国外。现在有些人

（3）最广泛地激发动力。众人拾柴火焰高，要采

说中国的人口红利或劳动力红利没有了，消费遇到了

取有力措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经

“天花板”，因此影响到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我认为

济发展贡献力量。还要特别发挥关键主体的作用，这

这些说法并不准确。我国现在有 9 亿劳动力人口，劳

包括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充分发挥科学家的作用

动力资源非常丰富；我国的消费潜力特别是普通劳动

和充分发挥行政管理者的作用。

者的消费、农村的消费需求都很大，不存在所谓“天

（ 4 ）最深入地挖掘潜力。 实施好积极的财政政

花板”的问题。

策、稳健的货币政策、提质增效的产业政策和分类

4 多管齐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指导的区域政策，通过这些政策工具有效挖掘需求
潜力，提升供给水平，扩大内需市场，激发社会需

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有长、中、短因素支撑，

求。包括大力实施区域发展战略，深入实施分类指

坏不到哪儿去，但绝不是说天上就能掉下馅饼，一切

导，在这方面抓深、抓实、抓细能带来很大的发展

可以唾手而得。关键还要是要靠我们卓绝的努力。我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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