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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分析
①
 

 

中美经贸摩擦引发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是否会对

美投资企业进行限制、中国营商环境是否会恶化等三方面的担忧，这

些担忧引发了在华外资撤离、中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引能力的讨论。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各方观点各异。美国有

“加征关税将使外企搬离中国”的论调，而且从 A.T.科尔尼外商直

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来看，在中美经贸摩擦后中国排名逐年下滑，由

2017 年的第 3 名，下降到 2018 年的第 5 名，再下降到 2019 年的第 7

名。另一方面，被称为“投资风向标”的世界银行《2019 营商环境

报告》，则对中国营商环境的改进给予肯定。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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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 80%的受访企业表示，

中国投资环境正在改善或保持不变；62%的企业视中国为全球投资的

首要或前三大投资目的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8 年中国新设

外资企业超过 6 万家，增长 69.8％。去年 9 月，美国最大的石油公

司埃克森美孚公司决定在华建设大型独资石化项目。今年 1 月，美国

公司特斯拉首家海外工厂也在上海正式开工建设。埃隆·马斯克表示：

长期来看，我们对中国的未来很乐观，中国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机理 

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吸引外资既有正向影响也有负向影响，净影

响取决于两方面的共同作用。 

（一）负面影响机制 

从负面影响机制来看，有存量和流量两条影响途径。 

一是原有外商投资企业破产、倒闭，或是主动将工厂关停或减量，

并将投资转移到其他国家，导致投资存量减少。这类外资退出并非始

于中美经贸摩擦，其退出原因也并非仅限于经贸摩擦的影响。 

1. 成本因素。这也是导致制造业迁移的根本原因，为减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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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往更合适的生产成本低的国家。这是产业发展与经

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的问题。如世界 500 强之一的日东电工关闭苏州工

厂，尼康、富士通、三星等企业也由于成本原因将工厂迁至东南亚。 

2. 技术自然更迭。在企业发展历程中，由于未能紧跟技术更迭

而导致的失败案例并不少见。日本全自动化企业欧姆龙由于其技术创

新跟不上，其从事的液晶面板受 OLED 屏在智能手机、电视、汽车的

广泛应用的影响而市场份额大量下降，最终关闭苏州液晶面板厂。 

3. 中国市场竞争加剧。三星于 2018 年 4 月、8 月相继关闭深圳

的网络设备工厂、天津工厂手机工厂，仅保留惠州手机厂，其原因在

于中国本土品牌崛起后，三星感受到巨大的竞争压力。 

4. 不能适应中国市场。跨国企业面在经营时应找到适合对应国

家市场的模式，满足特定市场的需求。在中国汽车市场以大排量汽车、

SUV 为主流需求时，注重小型车市场的铃木汽车因无法满足中国消费

者的需求，最终退出中国。 

5. 经营管理问题。日本光学巨头奥林巴斯受设备老化、财务丑

闻及外销业务发展受限，于 2018 年 5 月关闭深圳工厂。另外，也存

在如乐天玛特卷入萨德事件、D&G 的辱华事件，最终导致消费者不买

单而无法持续经营。由于上述原因退出中国完全符合跨国公司全球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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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战略调整规律，属于正常经营事件。 

二是由于中美经贸摩擦导致的已经进入或准备进入中国的外资不

再追加投资或不进入，导致投资流量受影响。中美经贸摩擦导致市场

不确定性加剧，影响外资企业的预期。对中国市场反应敏感的外资可

能由此不进入中国或不再追加投资，造成外商直接投资流量损失。这

一渠道可以直接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额的变动中得到反映。 

（二）正向影响机制 

正向影响机制是指，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中国通过政策、制

度、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改善，为外资提供一个稳定的投资环境，促进

外商直接投资流量的增加。首先是放宽市场准入。继续缩减全国版和

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并加快落实，允许更多领域实行独资经营。

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二是优化外资结构。通过《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和《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鼓励外资

投向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中西部地区。三是改善营商环境。已出

台《外商投资法》，并完善中央和地方外资投诉处理机制，努力营造

亲商安商富商的一流环境。四是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实施国家知识产

权战略，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提高知识

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坚决依法惩处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特别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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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知识产权行为，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 

 

从数据看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吸引外资的影响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2019 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

2018 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流量下降 13%，连续第三年下滑，但中国

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 2018 年外商直接投

资流入增长 4%，达到 1390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占世界总量的 10%

以上，是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外资流入国。

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20.1%，较上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其

中的高技术制造业同比增长 35.1%；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5.4%，西部地区同比增长 18.5%。此外，据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中

国 2019 年的前五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3690.6 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6.8%。其中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 12.4%，高技术制造业和高

技术服务业投资也均呈较大增幅，同比增长分别达 23.2%、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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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09年 1月至 2019年 4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图 2：2009年至 2019 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OECD (2019): FDI stocks (indicator), doi: 10.1787/80eca1f9-en (Accessed on 

20 June 2019)，中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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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1 累计额和当月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看，从 2017 年美国对

中国发动“301 调查”，到 2018 年美中双方互相加征关税，再到

2019 年双方经贸磋商期间，并未对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流量造成明显

影响。从图 2 存量数据来看，虽然在 2017 年发生轻微下滑，但在中

美关系更为紧张的 2018 年，甚至呈增长态势。可见中美经贸摩擦对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有限。 

 

图 3：2015年-2018 年外资实际使用金额行业结构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较快。从三次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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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来看，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且稳步提升。从图 3 来看，按国

民经济分类行业划分，制造业是吸引外资规模第一大行业。住宿和餐

饮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制造

业相较 2017 年增速明显，分别为 114.98%、81.79%、42、59%、

37.86%、25.63%、22.89%。2018 年，制造业利用外资规模连续多年

萎缩下降后首次大幅度回升，大幅上升了 22.9%，规模也达到了 412

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利用外资的比重再次回到 30%以上。同时也表明，

中国依然是全球最有价值的“世界工厂”和最具增长潜力的“世界市

场”。 

 

图 4：2014年-2019 年外商直接投资实际投入前十大来源地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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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十大来源地占总量的比重从 2014 年的 94.2%上升到 2018 年的

95.2%，维持稳定的基础上略有上升。从来源上看，目前亚洲占据绝

对比重，香港稳居第一。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来自发达国家或经

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规模出现了大幅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公布的数

据，来自英国的直接投资增长了 150.1%、德国增长了 79.3%，韩国和

日本分别增长了 24.1%和 13.6%，特别是对华挑起经贸摩擦的美国，

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增长了 7.7%。 

 

图 5：2017 年 1 月-2019 年 4 月美国对中国每月实际投资金额（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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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五年，美国向中国投资排名有所下滑，但总体维持温和上升态

势，使美方所谓“加征关税将使外企搬离中国”的论调不攻自破。这

表明在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企业，依然将

中国视为投资沃土，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不会受到较大影响。 

 

中国吸引外资的未来趋势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以及经济的不断发展、产

业及结构的变化，中国外商投资未来将面临三大变化。这既是自身发

展的需要，也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一是由增量扩张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目前，国内企业在管理、研

发、生产方面都取得了进步，同时本土企业在市场定位、消费偏好判

断也更具优势，再加上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外资低端制造企业往日

的优势不再明显，流入的外资也呈现出增速放缓，注重质量的特征。

随着中国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日益重视、人

力资源素质的日渐提升，更多外资企业愿意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在

中国设立总部与研发中心。 

二是从制造业逐步转向服务业，且制造业逐步从低端转向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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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国际间产业转移是发达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

手段，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重要途径。外

商直接投资是国际产业转移的最主要方式。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一般是

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进而到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目前正在经

历的产业转移相较前几次产业转移，最大的不同点便是发达国家不再

把整体产业链或产业链中低附加值的部分转移给发展中地区，而是呈

现双向转移的特点。由于强大的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根基，也是

企业科技创新的重要载体，发达国家大都在推行“再工业化”战略，

回归高端制造业。根据发达国家之前的经验教训来看，这一过程并非

“去工业化”，而是从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比重上升。从制造业方面

看，则是从低端转向高端。我国吸引外资的行业结构是服务业与高端

制造业并重。 

三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比重将持续增加。随着中国高技术制造

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发展，来自欧美的投资会持续增加。借鉴国际投

资经验，随着一国的技术密集型部门的发展，发达国家之间会出现更

高比例的双向投资。这是由于，发达国家之间同类企业可以获得联合

优势和规模经济；而由于发达国家之间收入水平及需求结构相近，随

着对异质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会产生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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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一旦产业内贸易受到阻碍，则市场内部化的要求就会导致产

业内双向投资的出现。随着国内高新技术产业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

消费结构的升级，中国未来将会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吸引发达国家外

资进入。而 2018 年中国来自发达国家或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规模的大

幅上升，也反映了这一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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