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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十大原因* 

始发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增长造成严重冲击，以至于六年

过去，世界经济也难言已走出危机阴霾。与此同时，和世界国内生产总值（GDP）

增速相比，全球货物贸易增速受影响更大。2009 年危机期间，全球货物贸易实

际增速下滑的幅度是GDP的 29.97倍，名义增速下滑幅度更是GDP的 58.56倍，

以至于经济学界将其称为“贸易大崩溃”（the great trade collapse）。近两年，全

球货物贸易增速依然低于 GDP 增速，比如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 2014 年

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为 3.1%，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的经济增速

（3.3%）。与金融危机前贸易增速高于 GDP 增速的现象进行比较，不禁使人疑

惑，货物贸易增速和 GDP 增速的关系是否已经发生变化？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

原因是什么？最新的《世界经济黄皮书》（pp.12-13，p.190）认为国际贸易将进

入低速增长通道，其原因有三：一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二是贸易自由化受阻；

三是全球价值链确立，国际贸易分工格局基本定型。我们认为这提出了很好的

命题，并给出了富有建设性的解答。本文试图从较长历史视野的角度、并综合

考虑其他因素来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
 本文是由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贸易室成员集体讨论、苏庆义执笔完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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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是否始于金融危机？ 

我们认为，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贸易低迷）应该是指货物贸易增速持

续低于 GDP 增速的现象，而不仅是货物贸易本身增速下滑的过程。毕竟，随着

经济波动，货物贸易增速本身的波动是正常的现象。正常情况下，货物贸易增

速（降速）应该略高于 GDP 增速（降速）。贸易繁荣时，和 GDP 相比，货物贸

易可能会维持更高的增速。经济低迷时，货物贸易则比 GDP 下滑更大一些。但

是，如果货物贸易下滑幅度远高于 GDP，或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 GDP 增速，则

可将之称为“贸易低迷”。 

根据上述对贸易低迷的判断，可以找出历史上的贸易低迷时期。图 1 和图 2

分别勾画出 1980 年以来全球货物贸易实际增速、名义增速和 GDP 实际增速之

间的关系。从图中可以看出，贸易增速往往表现出更大幅度的波动性。2009 年，

贸易下滑幅度确实远大于 GDP 下滑幅度，是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崩溃”。但是，

2010 年和 2011 年，贸易增速是明显高于 GDP 增速的，从而无法将这两年看成

贸易低迷期。2012 年和 2013 年，贸易增速又开始低于经济增速，这两年间贸易

确实呈现低迷状态。因此，可以说，金融危机后，贸易并没有呈现持续的低迷

状态，近两年的贸易现象才可称之为贸易增速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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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数据来源：GDP 增长率（%）来自于 IMF，货物出口增速（%）来自 WTO。下同。 

图 2 

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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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货物贸易和 GDP 增速的关系是否已经发生变化？ 

那么，近两年的贸易低迷是否表明，贸易增速和 GDP 增速的关系已经发生

变化？由于贸易增速和 GDP 增速之比可以看成贸易的收入弹性，这也意味着要

看贸易的收入弹性是否发生了变动。图 3 勾画出贸易的实际弹性和名义弹性。

从该图可以看出，1980 年以来，贸易的收入弹性大部分时间都是大于 1 的（常

态），仅有少数年份低于 1。实际弹性和名义弹性均低于 1 的年份是 1982 和 1983

年、1985 年、2001 年、2012 和 2013 年。因此，从历史上来看，连续两年弹性

均低于 1 的时期仅出现过一次。近两年的弹性连续低于 1 则是第二次出现。如

果判断这一现象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则应看 2014 年及以后年份的弹性是否也会

低于 1。根据 WTO 对未来几年贸易增速和 IMF 对经济增速的判断，我们也在图

3 中预测了 2014~2019 年贸易的收入弹性。可以看出，在这些年份，弹性又会大

于 1。 

因此，可以判断，目前的贸易增速放缓很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可能不具

有持续性。回到最初的问题，这意味着很难说贸易增速和 GDP 增速的关系已经

发生变化。《世界黄皮书》对近两年的贸易低迷给出三个建设性的解释，我们试

图在此基础上继续寻找其他原因，并提出十大原因。 

三、全球货物贸易增速放缓的十大原因 

1、需求因素。由于贸易增速的较强波动性，在分析其增长或下降时，首要

的应是从短期因素加以考虑。2012 年，世界经济增速 3.37%，2013年增速为 3.28%，

2014年预计增速为 3.3%。与此同时，2010年和 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均超过 4%。

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收入增长缓慢，自然最终需求不足，众多研究文献强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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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因素的重要性。如 Eaton 等人在 2011 年 NBER 的工作论文中就强调了需求

下降对贸易灾难的重要贡献。该文献运用国际贸易中经典的 Eaton-Kortum 模型

对此作了数值模拟分析。 

2、中国加入 WTO 对世界贸易的拉动效应减弱。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是全球金融危机前世界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外在推动力。这不仅使中国出口高

速增长，也使得中国进口快速增加，从而带动整个世界的贸易增速。近两年，

中国贸易开始进入个位数增长时代，对世界贸易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 

3、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的背景因素。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全球价值链分工

模式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繁荣起来，这一分工模式的重要特点是产品的不同

生产环节位于不同的国家。这一分工模式往往能对贸易增长或下降起到放大效

应。比如，1 单位美国对中国产品最终需求的下降不仅导致中国出口下降，也会

导致中国进口中间品的下降，从而导致不同生产环节国家的进出口均会收到影

响，从而使得贸易增速下滑比 GDP 下滑更加严重。当然，如果 GDP 增速提升，

贸易增速提升幅度往往也会更大。当然前提是，全球价值链得到修复。金融危

机之后的两年贸易增速恢复迅速，但随即陷入低迷。这可能是全球价值链尚未

完全修复的缘故。 

4、全球价值链已发展到足够深的程度，边际深化程度有限。这一原因是

WTO 提供的解释，《世界经济黄皮书》做了引用，即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全

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发展迅速，在此过程中，贸易增速较高。但是，由于现在全

球价值链已发展到足够深的程度，很难再深化，因此这一提升贸易增速的动力

不复存在，从而造成现在的贸易低迷。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么贸易增速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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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我们认为，全球价值链确实已深化到一定程度，再继续

深化虽有较大潜力，但需要深层次的因素来推动，因此，边际深化难度加大。

一般来讲，可以使用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的比率（VAX Ratio，简写为 VAXR）

来衡量各国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该值越大，说明分工程度越低；该值越低，

则分工程度越高。平均而言，世界整体的 VAXR 略大于 0.6，世界上 VAXR 最低

的经济体只有 0.4，且属于小型经济体，因此，全球价值链往后继续深化确实有

较大难度。 

5、生产和贸易结构。在认识危机期间 GDP 和货物贸易增速的差异时，还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生产和贸易结构的不同。我们在本文中仅分析货

物贸易，而不包括服务贸易，这是现有关注危机期间贸易表现文献的通常做法。

那么，很显然，GDP 作为生产面，不仅包括商品生产，也包括服务生产，而服

务贸易占总贸易比重是有限的，尤其是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货物贸易中

的耐用消费品一般容易受到危机冲击，即在危机来临时，消费者对必需品的消

费下降较少，而大幅削减对耐用品的消费。但是，对于 GDP 而言，商品生产占

其一部分，服务业的稳定可以熨平 GDP 增速的波动。 

6、价格效应。金融危机之后，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明显。以现价美元计价大

宗商品价格指数 2008 年达到峰值水平 298.6，同年 12 月底跌到谷底 186（《黄皮

书》，p.237）。由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2010 年和 2011 年大宗商

品价格反弹起来，2012 年和 2013 年大宗商品价格则又开始下跌。这将会导致以

货币单位衡量的贸易额下降。此外，危机期间，出口往往困难，出口商为促进

出口，往往采用价格竞争的方式进行竞争，从而导致制造品价格也会不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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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2012 年以来，美元坚挺也会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增速受到影响。

近两年，美元指数整体呈现上涨态势。 

7、融资受阻。这也是现有文献较多关注的一个原因。金融危机期间，首先

受到影响的是金融业，导致贸易信贷紧张，企业融资难，企业融资成本上升。

即使危机之后，短期内也难以恢复。受此影响，出口和进口企业往往难以顺利

获得生产或进口需要的资金，从而导致生产面的出口和需求面的进口均受到影

响。 

8、贸易保护。危机期间，贸易保护程度甚于平常时期，也会影响全球贸易

增速。根据已有的研究，包括反倾销、反补贴在内的贸易保护措施往往对企业

出口的种类数和已有种类的出口数量都造成显著的影响。近两年的贸易保护程

度并没有下降，出口面临的国际环境没有好转，使得贸易增速受到影响。 

9、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在贸易保护较为严重的危机时期，各国企业往

往转而通过对外投资来供应当地市场，从而减少出口。这种替代关系也是贸易

受阻的一个因素。上述已经指出，危机期间，各国往往出现金融困难，从而相

比往常更加欢迎外商投资带来的资金，使得企业更加易于投资（同等条件下）。 

10、贸易增速放缓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贸易自由化受阻。多哈回合谈判启动

后，一直没有完成，世界贸易自由化进程一直没有明显进展。在此背景下，以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始启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但是近两年区域经济一体

化进程也未取得明显进展。由此，世界贸易一直缺乏贸易自由化这一重要引擎

的推动，在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增长低迷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受阻对贸易增

速的负面影响便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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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出现在 2012 年和 2013 年，持续下去的可能

性不大，2015 年之后世界贸易增速又会高于经济增速。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的十大原因叠加在一起促成了近两年的贸易低迷，即需求因素、中国加

入 WTO 后对世界贸易的拉动效应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全球价值链趋于

饱和、生产和贸易结构、价格效应、融资受阻、贸易保护、贸易和投资的替代、

贸易自由化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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