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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度、巴基斯坦与我国具有紧密的经贸联系，我国已成为两国各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印

两国贸易增长显著，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民间投资增长迅速，印度已成为中国私人投资

者的热选；中巴贸易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动中国对巴投资高速增长。

中印、中巴经贸关系也存在着贸易不平衡等问题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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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次大陆近年来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

区，在南盟八国中印度和孟加拉国最为突出。巴基

斯坦经济几经起伏，近年经济增速刚升至5%以上，

国际收支危机的阴影就再度降临。作为我国周边外

交中的重要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与我国具有紧密

的经贸联系，我国已经成为两国各自最大的贸易伙

伴。同时，中印、中巴经贸关系也存在着一些挑战，

包括贸易不平衡问题、巴对中国私人投资吸引力有

限等。

一、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

（一）中印贸易增长显著，但贸易不平衡问

题犹存

2000 年，中印贸易总额只有 29 亿美元，到

2017 年已达 845.4 亿美元，增长近 30 倍，2018 年

有望迈过千亿美元大关。与此同时，中印双边贸易

不平衡加剧，2000 年中方贸易顺差只有 2 亿美元，

到 2017 年已扩大到 595 亿美元，增长近 300 倍。

目前，中国是印度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和第一大进口

来源国，同时也是印度贸易逆差的最大国，2017 年

印度贸易逆差 1504 亿美元，其中对华贸易逆差占

比为 40%，2016 年该比例高达 55%。

中印两国的贸易不平衡源于两国不同的产业结

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短期内无法扭转。中国制造业

占 GDP 的比重一度高达 40%，尽管近年该比例有

所下降，也依然保持在 35% 左右，制造业一直是

引领我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

产品中，中国有 220 种产量居世界第一。而印度与

此不同：第一，印度不属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尽管

1991 年以来印度不断加大经济开放力度，其进出口

占 GDP 的比重已上升至 40% 左右，与中国目前的

水平相近，但是印度出口占 GDP 的比重最高时也

仅为 17%，远低于中国最高时 33% 的水平。第二，

制造业在印度经济结构中地位有限，出口能力有限。

在印度经济结构中，农业吸收了最多劳动力，服务

业贡献了最大产值，而制造业则乏善可陈，目前仅

占GDP的 16%，制造业竞争力低、出口潜力有限。

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工业制成品的关税在世界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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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大幅下降，印度也不例外，而农产品和服务贸

易的开放却进展缓慢。其结果是印度出口的增速在

绝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进口，商品贸易赤字呈逐年上

升趋势；这也是制造业大国中国的产品，无论是低

端的牙刷、气球、拖鞋，还是高端的风力火力发电

机组、数据程控交换机、工程机械设备等，都能在

印度市场获得欢迎并占有相当大市场份额的原因，

而印度对华出口集中在有限的中间原材料，包括焦

煤、铁矿石和棉花等。中印贸易的变化完全与印度

对外贸易整体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即贸易扩大、赤

字增长。

中国在实现出口和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的同时，

也成为了贸易保护主义攻击的靶子。中国已连

续 21 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1995~2015 年，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调查共 989

起，占同期世界范围反倾销调查案件数的 22%。其

中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案件数最多，原因主

要有：一是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来自中

国的商品物美价廉，冲击了印度国内厂商；二是中

方在印度贸易逆差中占比最大；三是为解决就业问

题，印度急于发展制造业。

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多发生于化工行

业、钢铁行业和电子行业，其中针对化工产品的反

倾销调查占 50% 以上。这不是中国对印度出口化工

产品规模大、金额高所致，而是由于：一是化工行

业本身类别庞杂、产品线长，但单一产品的市场集

中度普遍偏高，反倾销诉讼申请者很容易达到对其

市场占有量的最低要求；二是印度化工行业协会组

织完善，活动能力强，与政府沟通良好，更易获得

政府支持。

由于中国加入WTO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

国家，因此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发起国可以寻求“替

代国”来证明中国厂商存在倾销行为。这使得对中

国产品的反倾销调查一旦立案，很容易被最终裁定

为反倾销，这一比例比世界平均水平高 8.2%。而

印度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案件中，有 81% 的反倾

销调查在立案后都被裁定为反倾销，这一比例更是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20 个百分点。虽然到 2016 年寻

找“替代国”的做法已经终结，但美国、欧盟以其

他名义（如“扭曲的市场”）对中国采取歧视性对待，

印度紧随其后，中国的处境没有大的改善。

（二）中印两国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

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不同，印度仍坚持在

WTO 的框架下呼吁中国在大米、肉类、非专利药

品和 IT 服务领域向印度开放市场。随着中印经济

的快速增长，为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逆流，中国

与印度经贸合作进一步加深。2018 年 6 月，中印签

署相关协议，允许印度大米出口中国，首批 100 吨

大米已运抵中国。同期，中国政府确定了 14 家可

以出口中国的印度肉类屠宰商，为印度直接向中国

出口牛肉铺平道路。关于印度非专利药的出口，两

国已经讨论了很久。中国国家药监局于 2018 年 7

月公布了《接受药品境外临床试验数据的技术指导

原则》，根据新规则，在境外开展仿制药研发，具

备完整可评价的生物等效性数据的，也可用于在中

国的药品注册申报，这将加快印度制药进入中国的

审批速度。中印两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合作在 2018

年也有所加快，大连、贵阳先后建立了中印 IT 产

业走廊和 IT 产业集聚区，以吸引更多印度信息技

术公司和专业人才。

经过两国政府的努力，2018 年 1~8 月印度对

华出口增加了 36.9%，同期印度自华进口只增长了

4.8%，其结果是印度贸易逆差虽较上年继续扩大，

但增速明显回落，仅为 2.0%。

（三）中印两国民间投资增长迅速，印度已

成为中国私人投资者的热选

庞大的市场规模是中国资本看好印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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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印度总理莫迪近期的政策变化更刺激中国

制造企业投资印度。虽然早在 2011 年印度政府就

提出了未来 10 年将制造业在 GDP 中的比重提高

10 个百分点、创造 1 亿个制造业岗位的目标，但

直到 2014 年莫迪上台，制造业依然增长乏力：私

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流入外资虽有增加，

但主要分布在信息技术带动的服务业、房地产、

金融等服务行业。直至莫迪任期过半，制造业依

然没有大的起色，特别是全社会就业率不升反降，

低迷的就业增长有可能成为莫迪连任的最大障碍。

为此，2017 年莫迪政府提高了手机成品的进口关

税，而一些零部件的关税则大幅降低甚至实行零

关税，目的是为了鼓励本土生产或组装。此外，

印度还利用 WTO 在政府采购方面的模糊规定，

执行“印度优先”政策，中国企业因此被拒绝参

加印度国有天然气有限公司价值 300 亿卢比（约

合 31.7 亿元人民币）管道项目的投标。为了巩固

和扩大在印度市场上的份额，小米、智慧海派、

三一重工等中国企业纷纷在印设厂，华为也打算

2019 年开始在印度生产手机。

按照 IMF 于 2017 年发布的报告，我国从 2011

年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迄今

已下降 4 个百分点，而印度却在“印度制造”的

口号下力争将制造业占比从 15% 提高到 2022 年的

25%。这正是中印两国开展产能合作的基础。尽管

印度没有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但并不妨碍两国

开展实质性的经贸合作，近年中国民营资本对印投

资已出现迅猛增长的势头。除制造业外，在信息技

术带动的服务业（例如购物、招聘等网上平台业务）

方面，由于中国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印度又是全球

智能手机市场增长最快的地区，因此中国风险投资

家对印投资从试水到成批出海，目前已发展至一定

规模。2016 年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仅 7 亿美元，到

2017 年增至 20 亿美元。

二、中国与巴基斯坦经贸关系

中巴两国长期友好，2015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访

问巴基斯坦期间，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在政治关系稳定发展

的同时，随着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不断推进，两国

间经贸合作更是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两

国经贸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挑战，如贸易不平衡问

题、巴对中国私人投资吸引力有限等。

（一）中巴贸易合作机制不断深化，但贸易

不平衡问题突出

中巴双边贸易起步早，基础牢，合作机制不断

深化，未来发展前景广阔。中巴两国于 2006 年签

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2008年签订《中

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补充议定书》，2009 年

签署《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定》，

目前两国正在推进自贸区第二轮关税减让谈判。现

有的贸易合作机制虽然促成了中巴双边贸易的快速

增长，但无力改变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2017 年

中巴双边贸易额 200.9 亿美元，同比增长 4.9%。

其中，中国对巴出口 182.5 亿美元，自巴进口 18.3

亿美元，巴方逆差达 164.2 亿美元，逆差依然保持

逐年扩大态势。从贸易结构来看，巴自华进口主要

集中在机械设备、化肥、化学制品、人造纤维、钢

铁及其制成品、陆路交通工具等；巴对华出口主要

集中在初级产品上，如棉产品、大米、非铁类矿石

和皮革等，其中仅棉花和大米对华出口额即占巴对

华出口总额的 75%，近年由于棉花等大宗物资国际

价格下跌，巴对华出口连续 4年出现负增长。

这种不平衡的贸易格局归根结底是由两国差距

明显的工业化水平所决定的。巴基斯坦工业占GDP

的比重仅为 21%，且出口主要集中在纺织品、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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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皮革制品。由此形成的低附加值与单一的出口结

构，不仅使巴基斯坦更易受到国际原材料价格以及

出口市场波动的冲击，而且使其产品无论是在国内

还是在中国市场上都很难获得竞争优势。

解决中巴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改善巴基

斯坦自身的贸易条件，通过加快工业化进程使之有

能力生产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并销往国内外

市场。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改变以往重贸易、轻投

资的做法，通过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以及工业技术

合作，最终提高巴基斯坦经济自身的造血能力。

（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带动中国对巴投资

高速增长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前期以改善巴基斯坦基础设

施条件为主，项目资金需求量大、建设周期长，要

求巴基斯坦在政策层面有更多的配合。在中巴经济

走廊建设影响下，2016 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投资增至

6.26 亿美元，中国成为巴最大的新增投资来源国。

截至 2017 年 7 月，中国对巴直接投资累计 46 亿美

元，2017 年 1~7 月中国对巴直接投资 4.7 亿美元，

同比增长 753.3%，主要集中在交通、电力、水利、

通信、市政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领域。

巴基斯坦拥有近两亿人口，市场规模巨大，劳

动力资源丰富，中巴两国政治关系友好，并已建成

海尔—鲁巴工业园区、轻骑工业园区等适合中国企

业发展的工业园区，未来随着基础设施改善和安全

形势转好，相信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家关注到巴基斯

坦。另外，中巴自贸区已将服务贸易纳入其中，中

巴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制度框架已经完备，随着

越来越多机构和个人对有关规则了解更深入、运用

更娴熟，中巴之间将更有条件开展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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