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３ 年 第 １ 期

　

中韩贸易 ３０ 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李天国

　 　 摘要： 中韩建交 ３０ 年来， 两国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 不断扩大贸易规模， 深化经贸合作领域， 取得

了可喜成绩。 中韩贸易逐步从原材料贸易发展到中间品的贸易模式， 两国制造业竞争力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和活跃的创新活动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 这相应地改变了中韩贸

易的商品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 美国对中国经济的遏制也在增强， 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将

影响中韩经贸关系。 中韩有必要继续拓展合作制度框架， 加强区域经贸合作， 形成更加牢固的经贸关系。
中韩可以根据现实需要， 加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合作， 持续挖掘两国产业合作互补性，
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模式。 中韩也有必要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在投资、 服务贸易、 金

融、 市场准入等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 不断升级中韩产业合作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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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是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最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之一。 １９９２ 年 ８ 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 ２０２２ 年

是建交 ３０ 周年。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 中韩两国以经济互补性为基础， 不断扩大贸易规模， 深化经贸合

作领域。 中韩从 １９９８ 年的 ２１ 世纪的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０３ 年提升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 ２００８ 年再次提

升至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当前， 中韩两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中韩

两国经贸合作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再出发。

一、 中韩贸易合作 ３０ 年的成就

中韩建交 ３０ 年来， 两国经贸合作取得了重大进展， 并且得到中韩两国政府、 学界和产业界的充

分认可。 两国自建交以来， 双边贸易大体上呈持续快速上升趋势， 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５. ９％ 。 ２０１５ 年

中韩两国签署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 承诺在未来 ２０ 年内， 双方将在 ９０％的贸易门类和 ８５％的贸易

产品领域， 逐步实现零关税， 成为当时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中， 开放水平最高、 开放程度最大、
覆盖领域最广的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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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韩双边贸易总体发展态势

１９９２ 年中韩两国建交后， 签署 《中韩政府贸易协定》， 两国经贸合作随之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由

于中国改革开放不断释放制度红利， 加大市场开放， 大力发展对外贸易， 建交前三年的中韩双边贸易

保持年均 ４０％以上的高速增长。 １９９７ 年韩国卷入亚洲金融危机， 经济大幅下滑， 中韩贸易出现负增

长。 但随着韩国经济的迅速恢复， 韩国的内需重新被激发， 对外经贸活动开始复苏。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 加快与国际市场接轨， 中韩贸易也迎来高速增长期。 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年， 中韩双边贸易增

长速度分别达到 ４３％和 ４２％ 。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 中韩贸易受到一定影响， 但随后呈现出较

快恢复和增长态势。 ２０１５ 年中韩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往来，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３６２３ 亿美元。 这种 “爆炸性增长” 和 “超常规增长”， 体现出中韩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和被长期压

抑的增长潜力 （梁亚滨， ２０２２）。
从中韩贸易收支上看， 中国长期处于逆差地位， 且逆差规模随着中韩贸易整体走势而变化。 中国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在中韩贸易中的逆差出现快速增长的态势， 但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随着

双边进出口贸易的下滑， 逆差规模也出现相应下降。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８ 年， 中韩双边贸易出现阶段性的

峰值， 中国逆差规模也达到区间最大值， 分别达到 ９１９ 亿美元和 ９５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８ 年后， 中国逆差规

模逐渐下降，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６４６ 亿美元 （见图 １）。

图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２１ 年中韩贸易总额与中国逆差规模

数据来源：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不断扩大的中韩贸易规模对中韩两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 自中韩建交以来， 中韩贸易占韩国

对外贸易的比重出现快速上升态势， 但进口与出口比重呈现不同特点。 出口方面，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

额占韩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快速上升， 但 ２０１０ 年以后， 该比重不再呈持续大幅上升态势， 就保持在

２５％左右。 ２０１０ 年该比重达到 ２５. １％ ，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该比重分别为 ２６％ 和 ２５. ９％ 。 但在进口方

面， 韩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占韩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则出现持续上升态势。 ２０００ 年韩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占

韩国对外贸易的比重为 ８％ ， ２００５ 年上升至 １４. ８％ ，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１６. ８％ 。 到了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２０ 年， 该

比重已经分别上升至 ２０. ７％和 ２３. ３％ ， 表明韩国加大了对中国的进口， 这对降低中国在中韩贸易中的

逆差起到了重要作用。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趋势放缓背后有两个原因。 第一， 中国的相关产品的国产化率的提升。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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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增强， 国内厂商也开始生产大量中间品， 降低了中国进口额中的韩国产中间品

的比重。 第二， 东亚区域价值链正在经历重构。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 过去投资于中国的一些

跨国公司将生产工厂逐步转移至东南亚地区。 ２００７ 年中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

速达到 １８. ５％ ， 并且之后基本上保持在 ８％以上。 ２０２１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名义增

速达到 ９. ７％ ， 实际增长 ８. ６％ 。① 在这些因素的驱使下， 韩国的新增对华投资企业数量出现下降趋

势， 对华直接投资更集中在原有在华韩资企业。 ２００５ 年， 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企业中大型跨国公司的

比重只有 ６０. ５％ ， 但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８０. ３％ ， ２０２０ 年上升至 ８８. ８％ ， ２０２１ 年上半年达到 ９２. ３％ 。

（二） 中韩贸易的产业结构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 中韩进出口贸易中几乎所有产业都出现大幅增长。 中国对韩国的出口方面，
电气与电子产业增幅非常明显， １９９２ 年出口额只有 ０. ５１ 亿美元， ２０００ 年出口额为 １９. ４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增至 ２００. １ 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达到 ４７５. ５ 亿美元， 较 １９９２ 年增长了 ９３１ 倍。 此外， 一般机械、 化学制

品和其他制造业的出口额增长也比较快， １９９２ 年出口额依次只有 ０. ４２ 亿美元、 １. ６１ 亿美元和 ０. ４３ 亿

美元， 但到 ２０２１ 年已经分别增长至 １７１. ９ 亿美元、 ２１５. ６ 亿美元和 １１７. ５ 亿美元。 在过去的 ３０ 年间，
也有一些产业随着其相对竞争优势的变化， 出口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例如， 运输设备产业在 ２０００
年出口额为 ４. 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０ 年增至 ３３ 亿美元， 但 ２０１５ 年降至 ２２. ７ 亿美元， ２０２１ 年再次增至 ４３. ４
亿美元。② 中国自韩国的进口方面， 也与出口产业变化有些相似。 在所有产业中， 电气与电子产业增

长速度也最明显， １９９２ 年进口额达到 ２. ２３ 亿美元， 而到了 ２０２１ 年已增至 １０９４. ９ 亿美元， 增幅达到

４９０ 倍。 此外， 一般机械和化学制品的进口也持续增长， 增幅分别达到 １０７ 倍和 ６９ 倍。 精密仪器与运

输设备等产业的进口则出现先升后降的趋势。
中韩贸易的十大产品变化也反应了这种中韩进出口产业的变化 （见表 １）。 从中国进口角度而言，

１９９２ 年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产品依次为钢铁、 塑料制品、 电机、 电气及零部件、 化学纤维短纤、 锅

炉与机械设备等、 有机化学品、 生皮与皮革、 人造纤维长丝、 纸与纸浆、 矿物燃料与矿物油等。 ２００７
年， 生皮与皮革、 人造纤维长丝、 纸与纸浆等不再是中国从韩国进口的主要产品， 逐渐被车辆及其零

件、 铜及其制品、 铝及其制品等产品取代。 到了 ２０２１ 年， 无机化学品与贵金属等、 精油与香膏等产

品新列入十大主要进口产品。 从中国向韩国出口角度而言， １９９２ 年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依次为

谷物、 矿物燃料与矿物油等、 化学纤维短纤、 盐、 硫磺、 石料与水泥、 蚕丝、 钢铁、 棉花、 电机、 电

气及零部件、 动物饲料、 有机化学品等。 ２００７ 年， 谷物、 盐、 硫磺、 石料与水泥、 蚕丝、 棉花、 动物

饲料等产品退出十大出口产品之列， 取而代之的是非针织服装、 家具与灯具、 光学设备与精密仪器等

产品。 ２０２１ 年， 车辆及其零件、 塑料制品、 钢铁制品等产品列入主要出口产品。
在这 ３０ 年间， 中韩贸易产品结构出现明显变化。 １９９２ 年两国建交时， 中国出口韩国的产品大多

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如谷物、 棉花、 蚕丝、 盐、 硫磺、 石料与水泥、 动物饲料等，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以及中韩经贸关系的深化， 产业内贸易替代了产业间贸易， 两国进出口十大产品已经相互重

叠。 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中韩产业之间的部分互补性转化为竞争性关系。 中韩之间的贸易产

品结构也随着这种变化发生重大改变。 韩国仍在电子电气、 石油制品、 化学制品以及金属制品等方面

具有比较优势， 因此该类产业比重仍然在增长或者维持稳定水平， 但像液晶显示器 （ＬＣＤ）、 无线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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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２１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 １０６８３７ 元》， 国家统计局网站， 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ｔｊｓｊ ／ ｚｘｆｂ ／ ２０２２０５ ／ ｔ２０２２０５２０＿ １８５７６２８． ｈｔｍｌ。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笔者将 ＨＳ 编码商品分类重新进行分类、 合并后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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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 年中韩贸易的十大产品变化情况

排名
中国进口 中国出口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９９２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２１ 年

１ 钢铁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谷物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２ 塑料制品 锅炉与机器等
锅炉与机械

设备等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钢铁 锅炉与机器等

３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塑料制品 化学纤维短纤 锅炉和机器等 钢铁

４ 化学纤维短纤 有机化学品 有机化学品
盐、 硫磺、 石料

与水泥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无机化学品
与贵金属等

５
锅炉与机械

设备等
塑料制品 光学精密仪器 蚕丝 非针织服装 有机化学品

６ 有机化学品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钢铁 钢铁制品 塑料制品

７ 生皮与皮革 车辆及其零件 精油与香膏 棉花 铝及其制品 钢铁制品

８ 人造纤维长丝 钢铁 铜及其制品
电机、 电气及

零部件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光学设备与
精密仪器

９ 纸与纸浆等 铜及其制品 钢铁 动物饲料 有机化学品 家具与灯具

１０
矿物燃料与
矿物油等

铝及其制品
无机化学品与

贵金属等
有机化学品 家具与灯具 车辆及其零件

　 　 资料来源： 韩国国际贸易协会 （ＫＩＴＡ） 的 Ｋ －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注： 以上产品按照 ＨＳＫ２ 位码分类。

信仪器等方面， 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与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韩国在这些领域对中国的出口出现下降

趋势。

二、 中韩贸易的结构性特点

（一） 中韩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

中韩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是中韩经贸关系最重要的特征。 中韩建交 ３０ 多年来， 两国加强经贸合作

与交流， 贸易关系越来越密切。 特别是韩国对中韩贸易的依存度呈现出持续提升的特点， 而中国对中

韩贸易的依存度则呈现出先提升后又缓慢下滑的特点。 １９９２ 年中韩贸易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只有

４. ０％ ， 之后该比重持续提升。 ２００３ 年韩国对华出口额达到 ４３１ 亿美元， 首次超过了对美国出口， 中

国一跃成为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同时， 韩国对华贸易额也首次超越对美贸易额， 中国为韩国最大的

贸易伙伴国。 此后， 中国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基本没有发生重大变化。 韩国对中国的贸易依

存度持续加深， ２０１８ 年上升至 ２５. ２％ ， 到 ２０２０ 年仍然高达 ２４. ６％ 。 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中，
半导体、 面板和合成树脂等产品， 对中国的平均依存度达到 ３０. ８％ 。 相比之下， 中韩贸易在中国对外

贸易中的比重也出现上升趋势， 但其幅度明显小于它在韩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变化幅度。 １９９２ 年中韩

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为 ４. ２％ ， ２０２０ 年提升至 ６. １％ 。 中韩贸易之间的非对称性依赖也引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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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韩国产业界对自身产业安全和发展的担忧， 这也成为韩国贸易多元化战略的重要原因。

（二） 从原材料到中间品的贸易模式

中韩两国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的贸易产品主要包括农产品、 矿物燃料、 化学纤维短纤、 人造纤

维长丝等初级产品和原材料。 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纤维原料、 石化制品、 钢铁制品等， 中国则向韩国

出口农产品、 纺织品、 矿物燃料和钢铁制品。 但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开始， 电子电气产品的贸易迅

速扩大， 计算机及手机零部件、 汽车零部件成为重要贸易产品。 中韩两国的贸易结构由以原材料为中

心转向以零部件与中间品为中心， 产品也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 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 韩国向

中国出口的电子产品与汽车零部件大幅增加， 助推中国成为电子产业的世界加工组装中心。 中国向韩

国的出口中， 中间品的比重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４８. ６％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６４. ５％ ； 中国从韩国的进口中， 中间品

的比重也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７４. １％ 增至 ２０２１ 年的 ８０. １％ 。 中韩贸易中的这种特征也反映在加工贸易比重

上。 ２０２０ 年中国从韩国的进口中， 加工贸易的比重达 ３９. ６％ ， 是中国全部进口中加工贸易比重

１９. ６％的 ２ 倍。① 如果把进口原材料的保税区加工计算在内， 该比重将更大。 虽然自 ２０００ 年开始， 中

国的加工贸易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但中韩之间的投资—生产—出口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三） 中韩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图 ２　 １９９２—２０２０ 年中韩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变化

数据来源： 根据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 作者自行计算而得。

在过去 ３０ 年里， 中韩各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也发生重大变化 （见图 ２）。 整体上， 中国对韩国的贸

易中， 贸易竞争力指数呈逐渐上升趋势。 １９９２ 年中国对韩国的贸易指数为 － ０. ０１， ２０１０ 年上升至

０. ０２３， 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０. １４２。 从具体产业领域看， ２０２０ 年中国具有贸易竞争力的产业为其他制造业、
农林水产业、 纤维制品、 其他轻工业、 运输设备等， 其贸易竞争力指数分别为 ０. ９１、 ０. ８４、 ０. ６９、
０. ５３、 ０. ３６。 上述几个产业之中， 除了农林水产业之外， 在 １９９２ 年建交初期， 贸易竞争力指数为明显

负数或者几乎等于零。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贸易竞争力从弱势转为强势。 此外， 化学制品、 金属制品、

·０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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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机械、 电气与电子等产业的贸易竞争力也出现大幅上升。 中国对韩国的贸易竞争力下降的产业包

括矿业、 食品、 非金属矿物、 精密仪器等。 对中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分析 （黄春山、 李天

国， ２０２０） 表明， 近些年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高于韩国制造业， 中国制造业的全要

素生产率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 而这也体现了技术进步在中国制造业改造与升级中的重要作用。

三、 中美贸易摩擦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美国宣布对中国重启 “３０１ 条款” 调查， 并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正式宣布对来自中国的

价值约 ５００ 亿美元的货物加征 ２５％的关税。 之后， 美国又接连发布了对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措

施， 进一步激化了中美贸易摩擦。 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深， 对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产生一定影响。
图 ３ 为 １９９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增长率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 从图中可以看

出， 中韩两国贸易额同步性明显。 在中韩两国建交初期， 两国出口同步性并不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同步性越来越增强。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与韩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增长率

非常接近， 可见中国的对外贸易出口将对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产生重要影响。 根据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

究院的报告， 中美贸易摩擦将对中韩贸易产生直接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华出口额中占 ４７％的信息技术

产业受到的冲击尤为值得关注。①

图 ３　 １９９３—２０２１ 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率与韩国对华出口增长率

数据来源： １９９３—２０２０ 年数据来自 ＵＮ Ｃｏｍ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２０２１ 年中韩出口数据来自两国政府官网。

中美两国是韩国的最重要的两大贸易伙伴， 韩国对中美两国的出口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

上。 考虑到中韩两国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 中美贸易摩擦必然影响中韩贸易， 并会波及韩国的经济增

长。 很多在华韩资企业在加工和生产过程中， 自韩国大量进口中间品， 并向欧美等市场出口最终产

品。 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或进行贸易调查的企业商品中涉及韩国企业生产的零部件和中间品。 在这种情

况下， 韩国企业也将受到美国发动的贸易战的直接影响。 当前， 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中， 加工与保税贸

·０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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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韩国向中国出口受制裁商品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季度
第一轮受
制裁商品

第二轮受
制裁商品

第三轮受
制裁商品

第四轮受
制裁商品

２０１７

第一季度 ０. ００２４ ３５. ９ １３１. ８ ８. １
第二季度 ０. ０００２ ３１. ６ １２１. ９ ６. ５
第三季度 ０. ００１２ ３３. ５ １３４. １ ７. ７
第四季度 ０. ００１ ４０. ７ １３２. ９ ９. １

２０１８

第一季度 ０. ００５５ ３９ １２６. ４ ８. ６
第二季度 ０. ００４９ ４１. ６ １３９. １ ９. １
第三季度 ０. ００４３ ４１. ９ １４７. ９ ８. ７
第四季度 ０. ００１１ ３９. ９ １３７. ２ ７. ４

２０１９

第一季度 ０. ００２４ ３３. ５ １２３ ７. ３
第二季度 ０. ００３３ ３３. ８ １２５. １ ７. ４
第三季度 ０. ００１３ ３４. ２ １１８. １ ７. １
第四季度 ０. ００７１ ３８. ８ １１９. １ ７. ８

　 　 数据来源： ［韩］ 金秀东、 薛允、 姜知铉、 冰贤志、 郑善仁： 《美

中贸易战带来的通商政策变化与产业波及效果》， 韩国产业研究院，
２０２０ 年。

易比重达到 ６５. ８％ ，① 因此美国对华

产品加征关税， 也会让韩国企业受到

负面影响。 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 如

果中国减少对美国出口的 １０％ ， 中国

的中间品需求也将相应下降， 韩国对

华的出口将减少 ０. ２５％ 。
韩国产业研究院的研究显示， 中

美贸易摩擦之后， 中国从韩国进口的

受制 裁 相 关 商 品 出 现 下 降 趋 势。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年韩国的对华出口额年均

增长 ３. １％ ， 但美国对华实施贸易制

裁后， 韩国的对华出口额下降 １６％ 。
如表 ２ 所示， ２０１７ 年美国对华实施制

裁之后， 第一轮和第二轮制裁商品在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并没有出现下降，
但在随后的第三轮和第四轮制裁之

下， 韩国对华出口的相关商品出现明

显下降。
中美贸易摩擦主要通过中间品影响中韩产业内贸易， 而中韩产业间的贸易则具有较强灵活性， 在

两国贸易中的比重也相对小， 因此受到的影响比较有限。 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打压行为促使韩国部分企

业研究调整产业链布局方案。

四、 中韩经贸关系展望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 中韩两国在过去的 ３０ 年里建立了有效的合作机制， 并且取得可喜的成就。
未来中韩两国仍有很多合作领域有待进一步挖掘。 中韩两国要在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 不

断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第一， 中韩要继续拓展合作制度框架， 加强区域经贸合作， 形成更加牢固的经贸关系。 新冠疫情

期间， 很多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面临断裂风险， 暴露了产业链的脆弱性， 引发各国对产业链全球布局

的反思， 不少国家开始重构产业链 （李天国、 沈铭辉， ２０２０）。 国际上出现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思潮， 对全球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沈铭辉、 李天国， ２０２０）。 中韩两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的受益者，
更加清楚地了解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损害各国利益， 要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 继续扩大市场开放，
充分发挥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ＣＥＰ） 的作用， 加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 整合区

域内资源， 形成更加牢固的经济命运共同体 （李天国， ２０２１）。
第二， 未来中美战略竞争与博弈将继续影响中韩经贸关系。 当前， 美国推进制造业复兴计划， 通

过贸易保护政策或排他性的经济合作框架来干扰正常贸易秩序， 企图改变东亚生产网络的制度约束，
促使全球产业链布局加速发生变化。 一方面， 美国对华企业实施制裁的同时， 又启动 “印太经济框

·０６１·

①［韩］ 金恩英、 郑慧善： 《中美通商争端的进展方向与对我国出口影响》， 《Ｔｒａｄｅ Ｆｏｃｕｓ》，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 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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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 旨在建立一个由自己主导的、 单向的贸易安排。 “印太经济框架” 强行制定对美国有利的规则，
并非是一个双向让渡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 美国试图在高新技术领域构筑一个封闭和对抗性的供应链

体系， 在战略上带有明显的遏制、 针对中国的意图。 目前， “印太经济框架” 的启动与 ＲＣＥＰ、 “全面

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并存， 形成互相涵盖、 互相竞争的 “三足鼎立” 之势。 韩国方面表

示， 将努力避免相关事宜与国家安全挂钩， 为与中方建立互相尊重关系并扩大双边利益全力以赴。 中

韩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意味着中韩关系已经超越简单双边关系层次， 两国可以共同探讨地区及世

界范围的多边问题、 战略性中长期合作问题 （李春福， ２０２２）。 未来， 中韩有必要继续加强互信， 冲

破各种阻力与干扰因素， 开拓面向未来的中韩经贸关系。
第三， 中韩两国有必要根据现实需要， 探索中韩经贸关系新模式。 数十年来， 中韩经贸关系快速

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基于中韩两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互补关系。 但一方面， 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 劳动

力成本不断上升， 导致在一些产业组装加工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被削弱。 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 一些韩

国中小企业考虑把生产基地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另一方面， 随着中国的产业竞争力突飞猛进， 中国

企业正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进发， 中国在东亚区域内部的 “上游供给者” 地位不断提高 （葛阳琴、 刘

晴， ２０２０）， 在很多产业领域正在快速地赶超韩国， 而这种东亚区域分工体系重构对中韩贸易产生影

响。 近些年， 韩国对华投资的新增企业数量出现减少现象， 但韩国企业对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却

在稳步上升， 两者形成明显的对比。 新冠疫情、 生产成本以及技术进步改变了东亚国家外部约束条

件， 新的东亚区域分工体系呼之欲出。 东南亚将成为新的世界组装工厂， 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

将持续提升， 变成一个全套型全球制造中心 （刘洪钟， ２０２０）。 面对这种变化， 中韩有必要积极调整

经贸合作思路， 从 “高速度增长” 转向 “高质量增长”， 加强在数字经济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领域的

合作， 持续挖掘两国产业合作互补性， 充分利用日益扩大的中国消费市场， 探索新的经贸合作模式。
中韩两国也有必要加快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 在投资、 服务贸易、 金融、 市场准入等

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 不断升级中韩产业合作深度与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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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ｗｏｒｋ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ｔｈｉｒｄ⁃ｐａｒｔｙ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ｉｎ ａｎ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ｍａｎｎｅｒ

（７）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ｔ ａ ｎｅｗ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Ｌｉ Ｔｉａｎｇｕｏ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ｇｒａｔｉｆｙｉｎｇ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ｆｒｏｍ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ｍａｊｏｒ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ｃｌｉｍｂ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ｅｎｄ ｌｉｎｋ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ｌ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ｃｏｎ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ｉｎ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ｍｅ ｗｉｌｌ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ｍ ａ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ｎｅｗ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ａｃｔｕ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ｔａｐ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ｈａｓｅ Ｃｈｉｎａ Ｋｏｒｅ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ｄｅｅｐｅ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ｔｈ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ｔｈ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Ｋｏｒｅａ．

（８）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Ｓ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Ｄｏｎｇ Ｈｕｉｍｅｉ， Ｌｉｕ Ｄａｎ， Ｃａｏ Ｙｉｔｉｎｇ， Ｌｉｕ Ｑｉ
Ａｓ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ｉｅｌ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ｓｅｒｖｅｓ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ｏｐｅｓ ｔｏ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ｈａｐ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ｂ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ｎｅｗ ｒｕｌ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ｌ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ｆａ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ｎｄｏ⁃Ｐａｃｉｆ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ｆｌｏｗ ｔｏ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ｂｕ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ｈａｓ ａ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ｏｒ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ｎａｒｒｏｗｉｎｇ ｄａｙ ｂｙ ｄａ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ｆ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ａｒ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ｆｉｅｌｄｓ， ｉｔ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ｕｒｂ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ｅｃｏｕｐｌ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ｅ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 Ｂｅｌｔ ａｎｄ Ｒｏａ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ｍｉｎ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ａｄｈｅｒ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ｕｐ ａｔ ａ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ａ ｌａｒｇｅｒ ｓｃｏｐｅ， ｗｉｄｅｒ ｆ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ｒ ｌｅｖｅｌｓ．

（９）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ｈａｒｅ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ｍａｎｋｉ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ｈｅｌｐ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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