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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7 年时值中韩建交 25 周年，当前中韩贸易高度集中于电子、机电设

备和化工产品是由中韩在这些产品全球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所决定，贸易商品结

构和流向是由两国相对位置所决定，这也可解释中韩 25 年的贸易逆差。 “萨德”

入韩改变了中韩贸易发展的良好态势，从贸易视角看韩国低估了其对中国的非对

称经贸依赖关系，而高估了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的优势。采用双重差分思

想（DID）发现在宣布部署“萨德”前的月份，韩国对华贸易和出口表现都要优

于中国整体贸易和进口表现，而后韩国对华贸易和出口表现部差于中国整体表

现。中韩贸易未来发展面临不确定性，未来 25 年将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一

带一路”倡议将可能成为两国贸易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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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中韩建交 25 周年，1992 年 8 月 24 日中韩两国签署建交公报正式

建立外交关系。25 年来，中韩从“友好合作关系”到“合作伙伴关系”，经过“全

面合作伙伴关系”到后来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期间虽偶有波折，但整体积极

向前。得益政治关系的良性发展，中韩贸易关系在 25 年间飞速发展，双边商品

贸易额增长了 50 倍，服务贸易从无到有，现已达到约 300 亿美元规模。①2015

年 12 月 20 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成为推动中韩贸易投资持续增

长新的推进器，两国专家一致看好该协定达成对中韩两国经济贸易的巨大促进作

                                                        

①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用，并憧憬东北亚国家经贸一体化的美好未来。 

然而， 2016 年韩方不顾中国重大战略利益，突然加速推动的 “萨德入韩”

导致中韩两国之间多年积累的政治互信几乎在一夜之间彻底被摧毁，成为中韩贸

易 25 年来 具破坏力的事件，高速狂飙的中韩贸易或进入历史的转折点。2017

年 5 月 10 日，韩国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文在寅就任韩国总统，立即派遣特使赴华

商讨萨德事宜，试图扭转急转直下的中韩政治关系。文在寅的当选或许能带给陷

入困境的中韩贸易一线曙光。本文将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深入剖析中韩贸易 25 年

来的发展变迁，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深刻变化，随后基于萨德事件对未来中韩贸

易的短期和中长期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一、 中韩贸易 25 年：全球价值链角度的解读 

    中韩建交的 1992 年，双边商品贸易额仅为 50.3 亿美元，经过 14 年的高速

增长，于 2005 年首次达到 1000 亿美元，而受益于中国入世的红利，中韩商品贸

易从 1000 亿美元跨越到 2000 亿美元规模仅用了 5 年时间，于 2010 年达到 2071

亿美元。中韩商品贸易额的 高峰出现在 2014 年，当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 2904

亿美元，距 3000 亿美元大关仅一步之遥。但随后两年受多种政经因素的影响，

中韩两国贸易出现了建交以来第一次连年下降的情形（见图 1）。②然而，从双边

贸易数据仅着眼于中韩两国分析中韩贸易关系或许只能得出浅显的结果，从而无

法把握中韩未来发展的发现，因为中韩 25 年贸易关系的发展实质上是中国不断

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产业链接日益紧密的中韩两国整体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结

果。 

                                                        

②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图 1 中韩建交 25 年进出口贸易额及增长率（1992-2016 年） 

注：①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②中国对韩出口额、中国自韩进口额和中韩进出口总额单位为亿美元。 

 

（一） 中韩贸易商品结构的全球价值链解读 

中韩贸易 25 年的第一阶段，两国贸易主要表现为基于资源禀赋差异和产业

间比较优势的产业间贸易。位列“亚洲四小龙”的韩国经过 20 多年工业发展，

在化工、机械、电子、钢铁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上全面领先中国，而彼时的中国只

是依靠相对丰裕的资源和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向韩国出口工业原

材料和中间产品。我们选取这一阶段的 1994 年作为代表性年份进行分析，可以

发现韩国对华出口产品高度集中于其具有产业优势的钢铁、塑料化工、机械、电

子、电机等工业制成品上，而自华进口商品则以矿物燃料、谷物、棉纺中间品和

服装配饰为主。这表明已经深深融入全球产业链的韩国在资本密集型工业品上对

当时中国的全面优势，而中国提供给韩国的各类工业原材料继续巩固了韩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使韩国日后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表 1 1994 年韩国对华出口和自华进口前十位商品 

排名 
韩国对华出口 韩国自华进口 

商品名称 贸易额 占比 商品名称 贸易额 占比 

1 钢铁 6.96 11.2% 矿物燃料、矿物油蜡 7.47 13.7%



2 塑料制品 6.87 11.1% 人造短纤维 5.36 9.8%

3 锅炉、机械设备等 6.68 10.8% 谷物 5.04 9.2%

4 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 5.41 8.7% 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 3.40 6.2%

5 生皮与皮革 4.81 7.8% 钢铁 2.89 5.3%

6 人造短纤维 4.24 6.8% 丝织品 2.29 4.2%

7 有机化学品 3.91 6.3% 棉花 2.15 3.9%

8 人造长纤维 3.08 5.0% 有机化学品 1.75 3.2%

9 矿物燃料、矿物油蜡 2.89 4.7% 服装配饰 1.38 2.5%

10 纸张和纸浆等 2.03 3.3% 食品配料、动物饲料 1.34 2.5%

注：① 数据来源于韩国国际贸易协会（KITA）的 K-Statistics，http://global.kita.net/kStat/byCount_AllCom.do； 

② 韩国对华出口和韩国自华进口贸易额的单位皆为亿美元。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特别是 2001 年加入 WTO，中国工业整体实力不断提

升，藉由廉价劳动力、广阔市场潜力、优良基础设施、全面工业配套和稳定投资

环境等优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牢牢把住全球价值链中加工装配这一环，

并通过多年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积极向全球价值链的高端元器件和零配件

生产环节前进，在电子、电气、机械、化工、钢铁、造船等韩国传统优势工业上

不断挤压韩国的技术空间，从而在这一阶段形成高度集中的中韩产业内贸易局

面。[1]从 2016 年中韩贸易商品结构可以看出，韩国对华出口和自华进口商品类

别高度重合且呈现超高的集中度。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同为中韩两国向对象国

出口排名第一的商品，且份额都超过了总出口额的三分之一，其他主要贸易商品，

如锅炉机械设备等、光学测量和医疗仪器、化工和钢铁等方面两国也形成明显的

产业内贸易局面。这表明中国已经在这些产业上融入全球生产体系，随着制造技

术和产品品质的提高逐步侵蚀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上曾经地位，韩国在全球价值链

上对中国的相对优势萎缩到电子电机设备、光学测量和医疗仪器等少数工业品

上。（见表 2） 

表 2 2016 年韩国对华出口和自华进口前十位商品 

排名 
韩国对华出口 韩国自华进口 

商品名称 贸易额 占比 商品名称 贸易额 占比 

1 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 453.3 36.4% 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 288.5 33.2%



2 光学、测量和医疗仪器 166.2 13.4% 锅炉、机械设备等 110.0 12.6%

3 锅炉、机械设备等 138.9 11.2% 钢铁 65.1 7.5%

4 有机化学品 101.7 8.2% 光学、测量和医疗仪器 35.1 4.0%

5 塑料制品 90.1 7.2% 钢铁制品 33.5 3.9%

6 矿物燃料、矿物油蜡 50.3 4.0% 有机化学品 25.6 2.9%

7 汽车及配件 48.3 3.9% 塑料制品 21.6 2.5%

8 钢铁 32.2 2.6% 服装配饰 20.1 2.3%

9 化妆品、香水等 16.1 1.3% 无机化学品 19.3 2.2%

10 无机化学品 15.8 1.3% 家具、床上用品和灯具 19.0 2.2%

注：同表 1。  

我们进一步对中韩贸易第一大商品类别——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按 HS 的

6 位编码展开分析，发现韩国对华出口的几乎全部是该类别中的元器件，特别集

中于韩国在电子产业全球价值链上 具优势的存储器和处理控制器上，两类占比

超过 45%，韩国自华进口的该类产品中则包含了 8.3%的蜂窝电话等 终产品。

中国对韩出口的电子、电机设备类商品中也包括各类元器件和零配件，预示着中

国正在向电子产品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提升，但高端处理器和存储器的规模和

比例都较低。（见表 3）③ 

表 3 2016 年中韩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贸易 

排名 
韩国对华出口 韩国自华进口 

商品名称（HS 编码） 贸易额 占比 商品名称（HS 编码） 贸易额 占比 

1 存储器（854232） 146.3 32.3% 存储器（854232） 59.4 20.6%

2 
处理器、控制器、转化

器等（854231） 
58.5 12.9%

蜂窝电话和无线网络

零部件（851770） 
32.1 11.1%

3 
电音和可视信号装置

零部件（853190） 
42.6 9.4% 蜂窝电话（851712） 23.9 8.3%

4 
蜂窝电话和无线网络

零部件（851770） 
34.7 7.7% 点火线圈（854430） 16.7 5.8%

5 导航设备配件 21.4 4.7% 处理器、控制器、转化 16.2 5.6%

                                                        

③  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的 2 位数 HS编码为 85。 



（853890） 器等（854231） 

注：① ②同表 1； ③ 此表占比指该细分产品贸易额占电子、电机设备和配件类（HS 编码 85）的比重。 

 

综上，当前中韩贸易高度集中于电子、机电设备和化工产品是由两国在这些

产品全球价值链上的优势地位所决定，贸易商品结构和流向是由中韩两国的相对

位置所决定。韩国在这些产品的高端元器件、零配件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上对中国

仍保持一定的优势，中国则在加工、组装、制造环节拥有强大优势，并正向价值

链高端提升，对韩国形成挤压之势。 

 

（二） 中韩贸易逆差的全球价值链解读 

中韩建交 25 年来的贸易关系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就是一直持续且不断

扩大的中国对韩贸易逆差。中国对韩贸易逆差从 1992 年的 2.2 亿美元持续扩大

到 2000 年的 119 亿美元，中国入世后更是一路飙升至 2013 年的 919 亿美元，险

破 1000 亿美元大关，此后三年逐步回落。（见图 2）各国学者试图从中韩两国资

源禀赋、比较优势和贸易政策等角度解释中国对韩贸易逆差，结果并不完全令人

满意。[2]但如果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进行解读，我们可以很容易的从深层次理

解这种逆差的长期性。中日韩等组成的东亚经济圈是电子通信、机电设备、化工、

机械设备、钢铁、汽车、造船等 重要工业品全球价值链不可或缺的一环，不过

受三国经济梯次发展的影响，它们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也呈梯次分布。整体上相

对而言，日本处于更高位置，韩国居中，中国较低。 

具体到中韩贸易，韩国凭借其在重点产业的价值链优势，长期大量向中国出

口元器件、零配件和中间产品，经由中国的韩资企业和各类企业利用中国的劳动

力及相关配套资源加工组装成 终产品， 终销往世界市场，只有少量返销韩国。

同时，韩国采取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中国则一方面考虑本国的总体对

外出口额，另一方面着眼于推进与韩国全方面战略关系，并未真正施压韩国削减

贸易逆差。基于同样的逻辑，日本相对中国和韩国处于价值链的更高端，所以中

国对日贸易以及韩国对日贸易也都是长期运行逆差。 

值得关注的是，中国 20 多年来年均超过 20%高增速的研发投入所带来的产

业技术水平的持续提高，使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位置有所提升，正不断缩小和韩

日两国的差距，导致近年来中国对韩日贸易逆差扩大的趋势得以逆转。 



 

图 2 中韩、中日和韩日商品贸易差额（1992-2016 年） 

注：①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② 中韩贸易差额、中日贸易差额和韩日贸易差额单位皆为亿美元。 

 

（三） 中韩直接投资与服务贸易的全球价值链解读 

中韩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也是两国全球价值链所处位置的支持力量。[3][4]

韩国实际对华直接投资额从 1992 年的 1.38 亿美元上涨到 2000 年的 7.92 亿美元，

再到 2010 年的 36.65 亿美元，2013 年达到历史 高峰的 51.66 亿美元，此后维

持在每年 30 亿美元的规模上。但中韩建交 25 年来，韩国对华直接投资产业高度

集中于制造业，从未发生根本性变化。1992、2000、2005、2010 和 2016 年制造

业直接投资占韩国对华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82.7%、74.2%、79.4%、75.2%

和 73.0%。④这说明韩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意图将其优势产品的价值链加工装配环

节转移到中国，通过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将元器件、零配件和中间产品出口

到中国，再将工业制成品就地销售或销往海外市场。而中国对韩直接投资行业中

批发零售、运输等商业服务业占比很大，显示了市场寻求型直接投资的特征。 

中韩服务贸易中 大的两项是旅游和运输，2015 年旅游和运输分别占韩国

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48.3%、36.3%和中国对韩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26.3%、

40.4%，这主要体现了有着密切经贸和文化联系的中韩两国的邻近地缘特征。特

别值得关注的是，涉及知识产权的特许权和许可证费这项在两国服务贸易出口份

额的巨大差异。2015 年特许权和许可证费占韩国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8.9%，

                                                        

④  数据来源于韩国进出口银行网站，https://www.koreaexim.go.kr/site/main/index002。 



而只占中国对韩服务贸易出口额的 0.6%。这充分表明韩国是凭借其在特定产业

的价值链优势，向中国境内的韩资企业和其他企业大量授予知识产权使用权，与

中国形成价值链上下游分工，共同服务世界市场。 

 

图 3 2015 年中韩服务贸易结构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二、  “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 

中韩建交 25 年来，两国已经形成了基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稳固贸易关

系，双边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发展态势良好。中韩两国在 2015 年正

式签署并生效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是迄今为止中国签署的覆盖领域 广、标

准 高、涉及国别贸易额 大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被广泛认为是未来 10 年推

动中韩两国经贸关系持续高速发展的动力源泉。[5][6]但在中韩 FTA 生效半年后的

2016 年 7 月 8 日，韩国不顾中国的战略利益和坚决反对与美国共同宣布在韩国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该日距离所谓“南海仲裁案”宣判日仅 5 天时间。“萨德入

韩”严重威胁了中国的战略安全，是韩国长期以来“先美后中”战略的延续，使得

前总统朴槿惠参加“9.3 阅兵”和中韩 FTA 建成后被一致看好的中韩战略伙伴关

系的良好发展态势戛然而止，或成为中韩建交 25 年来两国政经关系的分水岭和

转折点。我们将从贸易的视角审视韩国在“萨德”事件上的战略误判和对中韩贸易

关系的真实影响。 

（一） 韩国“萨德”事件上的战略误判：基于贸易视角的分析 

虽然中国已是韩国 大的贸易伙伴、 大的出口目的地、 大的进口来源国，



韩国对华贸易总规模、出口规模甚至大于韩国对美、对日之和，但韩国长期以来

“先美后中”的战略从未改变，“萨德”事件是该战略选择在近期的一次集中爆发。

韩国完全没有意识到近年来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影响力的提升，全然抛弃寻求

“中美平衡”的政治策略，在重大战略选择上彻底倒向美国，严重损害中国的战略

安全。[7] 

从贸易视角看，韩国在“萨德”事件上有两大战略误判。一是低估了韩国对中

国的非对称经贸依赖关系，二是高估了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的优势。 

中韩经贸关系紧密，在某些产业融为整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但这种依赖关系

是不对称的，韩国对中国市场和资源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对韩国的依赖。建

交 25 年来，中国对韩贸易虽然以超高速增长，但其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

高峰也就是 2005 年的 7.9%，此后基本维持在 7%左右，对韩出口占比的 高

峰是 2008 年的 5.2%，基本都在 5%以内。这是由中国世界经济和贸易大国地位

所决定的，中国与邻近国家的经贸关系虽然重要，但任何单一国家和地区对中国

的影响力都有限，替代性较强。而反观韩国，对华贸易占比全部对外贸易的比重

从 1992 年的 3.2%一路上升，现已超过 28%。尤其是中国作为韩国 大出口目的

地的地位不可撼动也不可取代，韩国对华出口占其全部出口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3.4%飙升到近年来超过 33%（见图 4）。 

 

图 4中韩贸易在两国整体对外贸易中的占比（1992-2016 年）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韩国对外贸易整体逆差时，对华贸易就始终保持顺差，



此后多数年份韩国对华贸易顺差都高于其对外整体贸易顺差，近两年对华贸易顺

差也占韩国对外贸易整体顺差的 81%和 73%。尤其是 2008 年和 1997 年两次金

融危机期间，韩国整体对外贸易有较大贸易逆差的情况下，韩国对华贸易的巨大

顺差对韩国经济从危机中迅速恢复起到了关键作用（见图 5）。中国从未在对韩

贸易逆差问题上真正施压，即使在中韩 FTA 谈判过程中，仍考虑到韩国农产品

等方面的重大关切，单方面让利。[8] 

 

图 5韩国对外贸易差额与对华贸易差额对比（1992-2016 年）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另一方面，韩国无视对中国的不对称依赖关系部署“萨德”也是错误估计了中

国的反应，而这种误判的根源可能在于其高估了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上对中国的优

势。首先，韩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对华优势高度集中于电子、化工等少数产业上，

而中国作为拥有全世界 完整工业体系的世界第一工业大国，不可能在工业生产

和贸易上受制于韩国。2016 年，中韩第一大贸易商品电子、电机设备及配件（HS

编号 85）的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在该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为 11.1%，占韩国在该

商品进出口总额的比例则高达 35.4%。⑤其次，韩国在钢铁、汽车、造船等传统

优势产业上的工业技术优势正逐年缩小。受益于持续大规模产业投资和入世后潜

在市场规模扩大，近年来中国在钢铁、造船等韩国传统优势产业中的产能和技术

能力都得以大幅度提升，上下游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世界市场不可忽视

                                                        

⑤  数据来源于 UN Comtrade Database，https://comtrade.un.org。 



的强大力量，直接冲击了韩国在这些产业上的价值链优势。中国在相关工业产品

的对韩贸易中甚至实现逆转，对韩出口额超过对韩进口额。韩国浦项制铁、现代

起亚汽车等重要企业在中国市场和世界市场的份额不断萎缩。再次，韩国在全球

价值链上相对中国的优势并非技术垄断性优势，而是生产工艺和规模优势，这类

优势具有较强的可替代性。以韩国 强的半导体产业为例，三星和 SK 等韩国企

业固然实力超强，但来自美日欧和中国台湾等地的 Intel、高通、台积电、博通、

东芝、英飞凌等公司与韩国企业存在激烈竞争关系，且在不同细分产品上具有技

术和工艺优势。 后，在韩国目前仍具优势的电子通信等产业上，随着中国制造

2025 战略的推进和持续强研发投入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向价值链高端挺近，

不断侵蚀韩国三星等企业的优势地位。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中国现在已拥有包含

芯片设计、芯片代工、芯片封装测试、终端制造、终端销售和售后的完整产业链，

待技术水平和产能提高之后有望像液晶面板等产业一样对韩国优势企业构成重

大挑战。 

基于不对称贸易依赖关系和产业技术优势不断缩小的现实，韩国仍执意部署

对韩国国土防御不起实质性作用却对中国产生重大战略威胁且中方一贯坚决反

对的“萨德”反导系统，韩国的这一战略选择令人难以理解，也不可接受。 

（二） “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真实影响 

“萨德”事件爆发后，中韩两国政府、民众和媒体都非常关注该事件对双边

贸易的影响，部分韩国媒体甚至将近期韩国企业遭遇的困境全部归咎为中国政府

的有意打压。中国政府从未公开承认所谓“限韩令”，但指出中韩双边经贸关系

和文化交流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萨德”事件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势必会影

响两国经贸文化交往。 

我们不能简单将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后对华贸易总额和出口额连续数月负

增长作为“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关系负面影响的有力证据。因为宣布“萨德”部

署前的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6 月的 18 个月时间内，中韩贸易总额有 16 个月是

同比下降的，有 17 个月韩国对华出口额是同比下降的，而宣布部署“萨德”后的

2017 年前 4 个月，中韩两国贸易额和韩国对华出口额都是同比上升的（见图 6）。

这是由于中韩两国贸易增长和韩国对华出口增长受到全球经济与贸易大环境的

影响，2015 和 2016 年世界经济整体低迷，而 2017 年则有明显复苏迹象。 



因此，我们借用简单的双重差分思想（DID）将中韩贸易月度增长率与中国

整体贸易月度增长率作对比，通过相对增速的快慢来分析“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

的影响。在 2016 年 7 月韩国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前的 2015 年 1 月到 2016

年 6 月的 18 个月中，有 12 个月中韩贸易增长表现好于中国整体贸易增长表现。

其中，有 11 个月中韩贸易降幅小于中国整体贸易降幅，1 个月在中国整体贸易

下降时中韩贸易取得正增长。而中韩贸易增长表现不如中国整体贸易增长表现的

6 个月中有 3 个月邻近韩国正式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 2016 年 3 月、4

月和 5 月，这其实已经是受“萨德”事件影响所致。因为在 2016 年 2 月王毅外长

表达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关切后，韩国前外长韩昇洲就表示部署“萨德”是韩

国的权利和义务，无须对中国感到愧疚。而在 2016 年 7 月韩美正式宣布部署“萨

德”之后的 9 个月时间内，有 7 个月中韩贸易增长表现差于中国整体贸易增长表

现，“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负面影响可见一斑。（见图 6） 

 

图 6“萨德”事件前后中韩贸易额相对增速（2015.1-2017.4） 

数据来源：Wind 和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月报（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8101/） 

 

如果使用双重差分思想分析韩国对华出口相对中国整体进口增长表现的话，

则能发现在“萨德”入韩前后明显的“剪刀差”。在 2016 年 7 月韩美正式宣布部署

“萨德”之前的近 20 个月的绝大多数月份，韩国对华出口表现都要优于中国整体

进口表现，而在此之后的 10 个月时间内，韩国对华出口表现全部差于中国整体

进口表现。2017 年在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活力增强的背景下，中国进口连月保

持高速增长态势，而自韩进口增速则明显低于平均值。（见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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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旅游业为支柱的中韩服务贸易受“萨德”事件的影响更甚。韩国观光公社

2017 年 5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 4 月访韩中国大陆游客为 22.78 万人，同

比减少 66.6%，当月访韩外国人总数为 106.98 万人，同比减少 27.2%。⑥同月，

韩国经济调查机构产业研究院发布《中国政府对韩国旅游业采取限制措施给国内

消费产生的影响》报告称，若“萨德”问题未解决，将带来约 344-933 亿元人民

币的经济损失。⑦ 

 

 

图 7“萨德”事件前后韩国对华出口额相对增速（2015.1-2017.4） 

数据来源：Wind 和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月报（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68101/） 

 

三、 中韩贸易的下一个 25 年 

中韩建交 25 年来，两国关系虽历经风雨，双边贸易却始终高速增长。然而，

“萨德”事件成为 25 年来中韩关系发展所面临的 大挑战，同时深刻影响着中韩

贸易关系。该事件处理不好有可能是良性发展的中韩贸易关系的转折点，处理得

好也有可能迎来中韩贸易关系下一个辉煌 25 年的新起点，这很大程度取决于韩

国对中韩关系重要性的准确定位和客观认识。 

 

                                                        

⑥  资料来源于 2017年 5 月 23日凤凰网中韩频道（http://kr.ifeng.com/a/20170523/5692133_0.shtml） 

⑦  资料来源于凤凰网资讯国际频道（http://news.ifeng.com/a/20170522/51138275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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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未来 3-5 年中韩贸易的展望 

未来 3-5 年影响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 重要因素仍是“萨德”事件。如上所述，

“萨德”事件已经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官方并未出手的情况下已经对中

韩贸易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随着 2017 年 5 月韩国新任总统文在寅的上任，特

别是其上任后不久就派前总理李海瓒作为总统特使访华沟通，令各方认为横亘中

韩之间的“萨德”事件或将迎来转机。但我们对短期内“萨德”事件朝着有利于中韩

双边关系方向发展并不乐观。“萨德”入韩的根源在于韩国长期奉行的“先美后中”

外交战略，在当前朝核危机悬而未决的大背景下，韩国更会强化韩美军事同盟保

障国家安全，这是韩国明知“萨德”反导系统对加强自身安全毫无用处仍不顾中国

战略安全利益和强烈反对执意部署的原因。文在寅总统在短期内没有任何可能对

韩国“先美后中”的外交战略做出重大调整，从其上任后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

话，再与习近平主席通电话以及其遵循惯例的“先美后中”外访顺序都表明美韩

关系仍旧优先于中韩关系。 

因此，短期内韩国终止部署并撤出“萨德”系统不会发生，“萨德”仍是影响未

来 3-5 年中韩贸易关系 重要的因素，即使“萨德”事件出现意外翻转，修补因其

破坏的双边关系和民间情感也需要一定时间。中韩贸易关系必将受到“萨德”事件

巨大损害，电子、电器设备、化工、汽车、日用品等货物贸易和旅游、运输、美

容、专业技术服务等服务贸易以及双边直接投资的增长势头都会严重受阻，韩国

将不再享有特殊的中国增长红利，这些损失是中韩 FTA 所不能弥补的。对韩国

更为不利的是，中国可能不再选择与韩国产业错位发展，借助已有的终端生产优

势，通过中国制造 2025 等战略在韩国具有价值链优势的产业持续发力，用中国

制造逐步取代韩国元器件和中间产品，这有可能使韩国失去未来与中国展开经贸

合作的基础。实际上，在汽车、钢铁、造船等产业部门这一趋势已相当明显。 

（二） 未来 5-15 年中韩贸易的展望 

未来 5-15 年中韩贸易关系将迎来新的增长阶段。中韩贸易关系受中韩政治

关系影响，中韩政治关系又不得不考虑美国因素。中期来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

续发展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下降，东北亚的战略均势将会发生变化，中国的综

合影响力和经济辐射力将会更强。随着半岛局势的逐步稳定，韩国将在有阶段防

务自主的情况下逐步改变其一贯的“先美后中”战略，积极强化与中国的经济产业



融合，中韩贸易也将进入新一轮的增长通道。但韩国因其轻视中国的错误外交战

略和“萨德”事件失去的巨大经济利益和发展机遇可能是巨大的，毕竟中韩之间的

经贸关系是不对称依赖，中国对韩国经济会越来越重要，而韩国在中国经济中的

位置则取决于其战略调整的速度和力度。 

这一阶段，中韩贸易关系发展的一个有力契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各项

建设应步入快车道，韩国如能及时做出战略调整从而搭上这辆推动 21 世纪世界

经济大发展的高速列车，将会获得韩国经贸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韩国一直

是“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洲基础设施银行等的积极参与者，实际上就表明其看到了

中国对韩国经济未来不可替代的作用。否则，韩国在无法改变地缘经济、地缘政

治环境、在产业价值链优势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必将陷入长期低增长的窘境。 

（三） 未来 15-25 年中韩贸易的展望 

未来 15-25 年，中韩贸易将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增速在平均值上下，中韩

贸易占韩国整体对外贸易的比例仍会不断提高，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比例则会

逐步下降，但仍会位居中国主要贸易伙伴的前列。中国在 2030 年前后将会在经

济总体规模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更为重要的拉动力量和规则制

定者之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将会给韩国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东亚经济将会

高度一体化，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稳定发展，商品、资金、技术和人员等要素

的自由流通，各层次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的频繁交流将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

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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