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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存在不足，还只能被动地承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

需求下降所引发的国际市场的波动。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需要中国将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布局到

一些东盟国家，同时加强市场对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五通”建设，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加

快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深化面临的主要障碍是：产业链的国外

布局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在降成本上还有待于更进一步以及国内流通渠道和

商业网络并不完全由中资所掌控。最后，本文在“五通”框架下提出相应建议。

关键词：产品内贸易模式；互联互通；五通指数；东盟国家

一、引言

2008年金融危机打击之后的全球经济恢复缓慢，原来那些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国家也遭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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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困境，急需寻找一个重要的复苏动力。在此背景下，互联互通，尤其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备

受各方青睐，近年来已成为许多国家强化外部经济联系以及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东盟

于 2010年推出互联互通。中国除了加强与之深度互联互通外，还积极倡导亚太地区互联互通合作，

并于 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 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加强“五通”，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

民心相通，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2015年 3月，中国政府正式发布《推进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

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

主要内容”，加强合作。至此，“五通”建设正式出现在我国政府的官方文件中。

目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提速明显，并取

得较大进展。对此，李晨阳（2012）、李红、许露元（2015）、李锋、徐兆梨（2017）等[1-3]研究均作

了较好的适时分析。然而，大部分文章采用的是东盟互联互通的概念，即物理连接、机制的对接以

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地理方位上看，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是建设好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中国—东盟互联互通，更多地是加入到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去，以“五

通”作为建设的主要内容。贸易畅通又是“五通”的核心内容，重中之重。华晓红、周晋竹、宫毓

雯（2013）、张宇馨（2014）、王勤、黄光峰（2015）等[4-6]从东亚生产网络、产品内国际分工的角度，

分析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总的来说，中国与东盟之间以中间品贸易为主，中国主要负责

进口、加工装配和部分零件部件生产，然后再以最终产品的形式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大部分是美

国和欧盟。

基于以上情况，我们有必要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使“五

通”建设顺利推进并取得最大效益。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的不足

由于冷战原因，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是从 1991年才开始发展。双边贸易额从 1991年的 79.6亿美

元，到 2015年的 4721.6亿美元，增长了 60倍，年均增长 18.5%。然而，在全球经济下滑的背景下，

双边贸易额在过去两年罕见地连续负增长，2015年同比下降 1.7%，2016年同比下降 1.9%。中国尽

管仍保持对东盟的贸易顺差，但是这两年的进出口总额也出现了下滑，2015年与 2016年分别同比

下降了 7%与 0.9%。究其原因在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存在不足，还只能被动地

承受欧美等发达经济体需求下降所引发的国际市场的波动。

首先，中国与东盟同属于供给方，双边贸易中消费品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按照联合国 BEC分

类标准，进出口产品分为四大类：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和其他产品。其中，中间产品分

为半制成品和零配件，最终产品分为消费品和资本品。严格来说，资本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最终

产品，因为它是作为投入品用于进一步生产，应属于中间产品范畴。表 1是依照 BEC分类方法，测

算了 2016年中国与东盟产品进出口中各类的占比情况，借此来衡量中国与东盟之间产品内贸易的程

度。数据显示，有半数以上为中间产品贸易，消费品的进出口占比、出口占比与进口占比均相对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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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分别为 16.28%、20.42%和 8.97%。

中国与东盟组成的自由贸易区，只有当供给等于需求时，才会在内部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而中

国与东盟之间产品内贸易的结构表明，中国与东盟同属于供给方，自由贸易区内缺乏强有力的需求

方，需要依赖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需求实现平衡。

表 1 2016年中国与东盟产品内贸易的构成情况 单位：%

类 别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 中国向东盟出口 中国自东盟进口

初级产品 5.35% 0.73% 10.76%

中间产品 60.18% 53.60% 61.66%

其中：半制成品 33.47% 36.70% 25.31%

零配件 26.71% 16.90% 36.35%

最终产品 34.47% 41.92% 20.69%

其中：资本品 18.19% 21.50% 11.72%

消费品 16.28% 20.42% 8.97%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 comtrade贸易数据库计算。

其次，在中国参与的产品内贸易模式中，外资企业的迁移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产品相似性

的竞争关系。产品内贸易的基础和源泉是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在此贸易模式下，跨国公司通过对

外直接投资或跨国采购的方式，将原先在企业内部纵向链条上的生产过程分解成若干阶段，然后分

离给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企业进行生产。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增加，外

资企业的进出口额大幅度增加，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迅速增加，2007年达到了最高值。当年，

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占全国的比重为 57.73%，出口比重为 57.1%，进口比重为 58.53%。随后，该比

重明显下降，2016年已分别降至 45.78%、43.7%和 48.5%。

外资企业推动中国参与产品内贸易模式，说到底是为了获取高额的利润。近年来，中国劳动力

成本快速上升，成本套利空间随之下降。据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与德勤联合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

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自 2005年以来的十年期间，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五倍，比 1995年涨

了 15倍。相比较而言，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越南等东盟国家具备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等相对优

势。外资企业将某些加工制造环节迁移至这些国家完成。这样，相似性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出口

上存在竞争关系。

以纺织品服装为例，目前，印尼、泰国和越南已成为世界纺织品出口大国，马来西亚、菲律宾

纺织业具有较好基础，纺织服装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竞争力，柬埔寨、老挝、文莱等则成为新兴成

衣出口基地（吴崇伯，2013）[7]。近年来，中国在欧盟、美国及日本三大市场所占份额，持续减少。

2016年，东盟与中国所占的份额已明显此消彼长，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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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年中国与东盟纺织品服装出口在三大市场的份额

注：括号内的数值，为 2016年的市场份额较 2015年同期的增减变化。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两连降”

预示出口步入调整期——2016年全国纺织品服装贸易概况[N].中国纺织报，2017年 2月 15日第 002版.

三、中国—东盟“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

（一）“五通”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加快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

东盟国家总体上仍处于工业化初中期阶段，面临的普遍任务是发展工业和城镇化，扩大出口。

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经济规模等因素的制约，短期内并不是所有的东盟国家都适合发展整个产

业。中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如果能将东盟国家吸引进来，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也就是进

行产业链分工、配套，并对接市场，就能克服上述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的不足，实现互利共赢。一

方面，东盟国家可快速工业化，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国，使一批具备就业能力的贫困人口摆脱贫

困；另一方面，产业国际转移的基本规律和趋势虽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也不必然是整个产业或

整个产品的转移。加强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与协同，中国可避免不必要的过度竞争。

根据修正的贸易引力模型，贸易伙伴国的经济规模(GDP)、空间距离、贸易制度安排等都是影响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规模的显著因素。经济规模决定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需求的大小，而

贸易伙伴国间的空间距离和贸易制度安排等则决定了贸易成本的大小。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五通”

建设，可从供给和需求两个层面减少上述不利因素的影响，加快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从供给的

角度看，中国—东盟的“五通”建设带来的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使产业链的国内外分

工、配套不会有太大的空间距离障碍和额外成本。同时，中国具有较强的产业集成能力，善于通过

规模经济快速提高东道国的生产能力。从需求的角度看，中国—东盟的“五通”建设促进了区域经

济发展，具有贸易创造效应，也就是创造出之前没有产生的新的贸易。以昆曼公路为例，主干线连

接中国、老挝和泰国 3个国家，辐射整个东南亚。该条国际大通道建成通车后，花卉、海鲜等鲜活

产品增强了可贸易性，扩展了贸易规模。此外，沿线资源的开发，带动了投资和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二）基于方差的分析

在表 1中，中国自东盟国家进口零部件的占比达到 36.35%，远大于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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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16.9%）。可见，在与中国的产品内贸易中，东盟国家扮演着零部件提供者的角色。产品内

贸易模式的深化，在中间产品环节需要提高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的比重。那么，从中间产品

贸易环节来看，中国—东盟国家“五通”的状况是否有效影响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

据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部门专家联合编制并发布“五通”指数的研究，

中国与东盟国家“五通”的状况可分为“顺畅型”（40分及以上）、“良好型”（30-40 分）和“潜力

型”（20-30分）三个等级。从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比来看，中国与顺畅型东盟国家间的比

重最高，2015年和 2016年分别为 18.25%和 18.06%。然后依次是与良好型和潜力型东盟国家，具体

如表 2所示。

在表 2 中，中国向东盟不同等级国家出口零部件的占比差异，来自于两个方面：组间差异和组

内差异。前者是由于等级的不同，所引起的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后者是在同一等级下，由于其

他因素所引起的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比的差异，只有是来自于组

间差异，而不是来自于组内差异，才可以说“五通”状况是关键因素，可有效影响中国与东盟产品

内贸易模式的深化。为此，本文采用方差分析判断差异的来源。首先，通过方差同质性检验表明，

2015年和 2016年各组总体方差均没有显著差异，可以使用方差分析。其次，通过 F统计量检验组

间差异是否显著，结果显示 2015年和 2016年 F的相伴概率分别为 0.076和 0.069。在显著性水平为

10%的情况下，组间差异显著存在。因此，中国—东盟“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产品内贸易模式。

表 2 中国与东盟国家“五通”状况及零部件出口额占比

等级 国家

中国向东盟国家出口零部件占中国对东盟国家出口总

额的比重（%）

2015年 2016年

顺畅型
马来西亚（43.49）、新加坡（43.07）、泰国

（42.48）、印度尼西亚（41.22）
18.25% 18.06%

良好型 越南（33.05）、柬埔寨（31.89）、老挝（30.93） 12.58% 13.32%

潜力型 缅甸（29.34）、文莱（26.89）、菲律宾（26.81） 7.96% 8.42%

注：括号内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五通”指数的总得分，是 5个一级指标值（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合计值。

四、“五通”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深化面临的主要障碍

（一）产业链的国外布局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

相对于东盟国家，中国拥有良好的基础设施以及门类齐全、配套完备的产业链体系。再加之庞

大的国内市场需求，中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强化配套优势、导入创新，将东盟各国的资源禀赋和成本

优势整合到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体系中。通过产业链的国外布局，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关联与依存

度都会大幅提高，然而风险与挑战也会随之大幅增加。

这是因为，（1）在政策对接上，还受制于东盟成员国政治外交平衡发展的需要。目前，东盟作

为一个拥有 6.3亿人口、经济总量高达 2.4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都竞相拉拢。

为了避免卷入大国的争斗，同时为了获得对地区的影响力，东盟国家不断巧妙地利用“东盟+”、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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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主办系列峰会等对话机制设置，以及权力之间的关系，成功地将各大国“网入”以其为中心的地

区机制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东盟国家对于联姻中国实现增长的诉求并不是特别强烈。这一倾向在

越南表现得较为明显。越方与中国在经贸上保持热络关系的同时，联合美日继续在军事和南海问题

上制衡中国。因此，在越南布局纺织、物流等供应链体系，将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2）在资金融

通上，他国金融机构无力或不愿提供金融支持。目前，通过马中关丹产业园、中民印尼产业园等产

业园模式布局产业链，中方的巨额投资很可能面临难回收、进退两难的风险。（3）在民心相通上，

人文交流还不如经济合作那么受重视。因此，制度、法律和文化隔阂无疑也是一个考验。

（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在降成本上还有待于更进一步

中国向东盟国家转移优势产能，可能只是产业链上某些生产环节的转移，另一些适应环节则会

留在国内。这样，中间产品需要多次跨境交易。大幅降低中间产品的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高效的

贸易便利化，能够使整条产业链运作得更为平稳，减少企业对库存的依赖以及使其能够快速响应国

际市场需求的变化。

东盟在取消内部关税壁垒方面的工作进展顺利，至 2015年东盟贸易商品总目录中 97.3%的商品

取消了进口关税。2015年 11月 22日，中国与东盟十国部长在吉隆坡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

亚国家联盟关于修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项下部分协议的议定书》。该《议定书》

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等领域。其中，在货物贸易方面，现有的中国—

东盟自贸区零关税已经覆盖了双方 90%—95%税目的产品，货物贸易自由化水平很高。在这种情况

下，问题的焦点转向了贸易便利化和非关税壁垒情况。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报告中有跨境贸易指标，注重通关单据合规性审核、海关边境管制合规性

审核对于跨境贸易所造成的时间和成本的增加。表 3的数据显示，在通关环境上，中国与东盟国家

在进出口通关时间和成本还有较大的差距。其中的一个原因是，东盟国家采取了更多的非关税壁垒

措施，尤其是通过技术法规、技术标准、认证制度等，增加进出口通关时间和成本。据《全球贸易

警报》2014年的数据，从 2009-2013年，东盟国家的非关税性保护措施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增长

趋势。经济实力更强的国家反而实施更多的保护措施。[8]东盟成员国为了在 2015年底成立东盟经济

共同体，已经界定了 69项非关税壁垒，并且解决了其中 45项。[9]

表 3 中国与东盟国家通关效率情况

世界

排名

出口 进口

通关时间（小时） 通关费用 （美元） 通关时间（小时） 通关费用 （美元）

单据合规

性

边境管制合

规性

单据合规

性

边境管制合

规性

单据合规

性

边境管制合

规性

单据合规

性

边境管制合

规性

文莱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142
102
108
120
60
159
95
41
56

163
132
61.3
216
10
144
72
2
11

117
48
53.3
12
48
144
42
12
51

90
100
138.8
235
45
140
53
37
97

340
375
253.7
73
321
432
456
335
223

140
132
132.9
216
10
48
96
3
4

48
8

99.4
14
72
232
72
35
50

50
120
164.4
115
60
210
50
40
43

395
240
382.6
153
321
457
580
220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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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中国内地

93
96

50
21.2

58
25.9

139
84.6

309
522.4

76
65.7

62
92.3

183
170.9

392
776.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营商报告 2017。

（三）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并不完全由中资所掌控

中国与东盟国家产品内贸易模式的深化，离不开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的支撑。比较而言，东盟

国家收入水平低、储蓄率高，缺乏最终消费市场（王勤、黄光锋，2015）。[10]中国市场需求的潜力最

大。2015年，中国的消费额占世界的 15%。[11]尽管如此，但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并不完全由中

资所掌控。沃尔玛、麦德龙、家乐福等外资企业占据了大量的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

当前，电子商务等新商业模式的发展独辟蹊径，拓宽了国内流通渠道和商业网络。根据《2016

年中国零售百强榜名单》显示，2016年进入百强的 19家外资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 4353.8亿元，占

百强销售总额的比重为 9.0%，较 2015年下滑 0.9个百分点。面对激烈的竞争，麦德龙、沃尔玛等外

资零售企业已纷纷开展线上业务，进行线上线下全渠道覆盖。因此，中资企业能否通过电子商务，

实现产业链国内外的高效整合，还未为可知。

五、总结与相关建议

中国与东盟国家既有产品内贸易模式存在不足：双边以中间产品贸易为主，消费品所占的比重

相对较低；外资企业的迁移使得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产品相似性的竞争关系。因此，中国与东盟国

家的产品内贸易模式需要深入发展，也就是要将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布局到一些东盟国家，同时加强

市场对接。“五通”建设有助于深化既有的产品内贸易模式。在“五通”框架下，对于所面临的主要

障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就事论事地加强沟通与理解，增强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合作共识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历史纠葛和现实利益争端，在短期是难以得到根本性解决的。因此，加强沟

通与理解，进一步增强合作共识是最为重要的。尽管中国在这方面展示了极大的诚意，但是东盟是

一群由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异极大的国家之间展开的地区合作。加之，

东盟国家对域外经济体的经济依赖程度远远高于对成员国的依赖。他们也在积极靠拢域外大国以寻

求力量的平衡。在此背景下，中国在政策沟通方面，还需要更加细致，应就事论事地倾听对方诉求，

考虑对方的关切和利益，减少对方疑虑，争取让双方的互联联通有更好地对接。

在经贸问题上，当前可就事论事的有：（1）中国对东盟贸易不平衡，引发东盟国家的担忧和些

许不满。东盟国家之所以向中国出口少进口多，从根本上说是由各自在全球贸易链中的不同位置引

发的，此外还在于中国的产品有更高的性价，这为东盟国家节省更多的钱。（2）东盟一些国家抱有

较高的期望，如希望中方能投资高科技领域，带来管理经验，解决就业，增加出口等，对中方投资

矿产和资源抱有抵触的情绪。实际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方对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投资行

为是不能实际管控的。对此，中国需要加强沟通，寻求东盟国家采取更多的包容态度。（3）边境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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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的走私、逃税、贸易欺诈和假冒商品问题。这需要双方建立多元的合作机制，共同打击，避免

因此影响双方的关系。

（二）建立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推动贸易畅通

互联网的普及和运用，降低了贸易的门槛，越来越多的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通过跨境电子商务参

与到全球买卖中，贸易进入了碎片化时代。在这一背景下，跨国公司大规模套利的空间越来越少。

中国制造企业进行 OEM、ODM等模式出口，利润率一般只有 2%-3%。但是，如果通过自有品牌模

式在跨境平台上销售，利润率一般能达到 20%-25%。[12]

中国互联网用户目前超过 7亿人，网购用户超过 4亿人，拥有规模近 3万亿美元而且高速增长

的电子商务市场。东盟互联网用户超过 2.6亿人，是全球互联网用户增速最快的地区。规模巨大的

网络购物消费者为中国和东盟各国企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商机，显然，通过跨境电子商务，中国企

业可以掌握商品的档次和定价，有利于提升中国作为东盟乃至全球最终消费市场的能力。

现行的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包括通关、质检、税收、结算、物流等，90%以上都是为传统贸

易量身定做的。目前的跨境电商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易出现交易纠纷、假冒伪劣、不正当

竞争等诸多问题。因此，亟需建立和完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三）设施联通要充分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

中国—东盟“五通”建设，尤其是基础设施及其他的设施联通，少不了现代金融服务的支持。

政策性金融并不能较好的规避地缘政治风险，需要逐步淡出市场化融资领域。实际上，中方企业也

在尝试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机制，进行多元化、多层次的资金融通。在 A股市场上，已经有包括洲

际油气在内的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定向增发募集产能合作资金；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国电力企业，

已经从最初的设备供货发展到目前的 EP(设计—采购)、EPC(设计—采购—建设)、IPP（独立电站）、

BOT(建设—运营—移交)、BOO（建设—拥有—运营）、PPP(公私合营)、并购、融资租赁等多种形式。

这些成功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推广到互联互通的其他领域。

由于基础设施开发、国际产能合作等项目往往要延续二三十年，以发债融资等方式启动项目后，

面对这么大的资金需求，还需要吸引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参与。但是目前，民间资本与社会资本裹

足不前，都顾虑风险太大，不愿将真金白银投放在这些项目上。对此，可考虑依托国内多层次的产

权市场增加流动性，使这些投资者自由进出，减少其顾虑。其次是创新管理体制，保持稳定的高层

管理团队，避免项目的日常运营受到干扰，以实现稳定的分红、税收等效益。

（四）深化民心相通，尽可能减少对方政府的决策阻力

中国在与东盟互联互通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一味在造价、贷款利率等问题上与之“纠缠不

清”。从总体上看，中国与东盟的民心相通程度，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一个长

期的过程，为此，（1）与东盟国家媒体加强沟通，呼吁东盟国家的媒体做到理性、客观、公正报道，

传播中国与东盟合作之声。此外，可在东盟成员国内有针对性开展一些知识普及活动，使对方的普

通民众更准确地了解中国—东盟互联互通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2）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项目并

不都是商业性项目，还有一些惠及民生的项目。对于此类项目，可以考虑通过微电影、视频等渠道

反映会出来，扩大影响。这不仅会得到当地政府和民意的支持，还可能使中国企业的未来经营在当

地得到更多的支持。简而言之，中国与东盟国家深化民心沟通，需要拓宽渠道，注意结合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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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外交等多元渠道，特别是要注意与经贸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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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connectivit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their Intra-Production
Trade Pattern Deepening

Lin Fa-bin
(Asia-Pacific Economic Institute of Fujian Social Scientific Academy Fuzhou Fujian 350001)

Abstract：There’re some problems of the exiting intra-production trade pattern in China and ASEAN，
because of which those countries bear the fluctuation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caused by the decline in
demand of developed economies such as Europe and America .To deepen the intra-production trade pattern,
China needs to put some links of industry chain to some of ASEAN countries and strengthen the
connectivity of marke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ve-connectivity may deepen the trade pattern from two
aspects of supply and demand. Deepening the intra-production trade pattern i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
faces obstacles as follows：There’re some risks and uncertainty for industry chain layout abroad；There is
still further to reduce trade cost between China and ASEAN；The distribution channel and business network
are not completely controlled by Chinese. In the end，the paper puts forward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Key words: Intra-production trade pattern；Connectivity；Five-connectivity Index；ASE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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