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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断推动中美贸易磨擦，其依
据是中美贸易失衡严重，美国一年亏了 5000 亿美
元。中国人民银行参事、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盛松成及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
研究员龙玉的课题组的研究表明，这一依据不全
面，也不准确。实际上，国际贸易不仅包括货物贸
易，也包括服务贸易。多年来，中国对美国积累了
大量贸易顺差，但主要是在货物贸易领域；而在服
务贸易领域，我国服务贸易逆差呈逐年扩大之势，
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服务贸易进口国，而
美国是我国服务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约等于美国
获得的全部服务贸易顺差

课题组的研究发现，从经常账户整体看我国国
际收支，可以发现，我国经常账户顺差在 2008 年
达到 4206 亿美元的峰值后回落，其中，货物贸易
顺差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点 （5670亿美元），而服
务贸易逆差仍然呈逐年扩大之势。国家外汇管理局
数据显示，2017 年全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 1720
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 4761 亿美元，较上年
下降 179.8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2612亿美元，较
上年扩大 170.4 亿美元。而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
差最大来源国。从中美服务贸易差额总规模来看，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几乎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
的全部服务贸易顺差相当。

如果从中美双边贸易的视角重新计算两国对彼
此国际收支差额的贡献，2016年中美贸易逆差实际
上不到 2000 亿美元，相当于我国货物贸易顺差的
39.4%，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 25.9%。从货物贸易
看，在美国高达 7500 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向
中国购买的货物仅占 1/3。从服务贸易看，据我国
商务部统计，2016年，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高达
557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 23%，占
美国服务贸易顺差总额的 22%。2006年至 2016年，
美对华服务出口额由 144 亿美元扩大到 869 亿美

元，增长5倍。
因而，仅从中国的大量货物贸易顺差和美国的

逆差来讨论中美贸易失衡，而忽略了两国货物贸易
和服务贸易的全貌，是有失偏颇的。

服务贸易里还隐藏着中美货物贸易

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我国居民出境旅行的商品
购买也计入了服务贸易的旅行项中。这意味着一部
分货物贸易隐藏在服务贸易中，中美货物贸易顺差
事实上被高估了。而旅行项下的逆差恰恰是对我国
服务贸易逆差贡献最大的。2017 年，我国 2612 亿
美元的服务贸易逆差中，旅行项为 2209 亿美元，
占服务贸易逆差总额84.6%。

旅行服务贸易不只是旅游，而且包含了更加广
义的活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旅行服务贸易支出
包括“我国居民境外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购买的
非居民货物和服务”。根据外汇管理局对国际收支
平衡表的数据诠释，自编制 2016 年全年国际收支
平衡表正式数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全面采用旅行收
付渠道数据来编制旅行收入和支出数据。旅行收付
渠道涵盖银行卡 （含信用卡和借记卡）、汇款和现
钞花费，其中，银行卡和汇款数据均为全数统计；
现钞花费数据通过年度个人调查获得的银行卡与现
钞花费比例进行估算。这一估算方法意味着，居民
出境旅行的各项花费均被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下，
包括购买商品。

众所周知，我国居民出境旅行在高端消费品购
买等方面的支出较大。这部分高端商品的购买，实
际上应包括在我国对外货物贸易逆差的来源中，因
为，如果没有这些高端商品的携入，就需要通过我
国货物进口来弥补。2016年四季度，我国旅行项下
服务贸易借方金额同比增长 21.6%，而出境游客人
次同比仅增长4.7%。我国出境旅行支出的增速远高
于出境人次的增速，我国居民人均境外消费在不断
增加；在出境游人次中，赴美旅行人次同比增速为
6.6%，较出境游人次总数的增速高 1.9 个百分点。
2016 年全年，我国旅行社组织出境游客人次达
5587.9 万，旅行服务贸易借方金额 2611.3 亿美元，
按此计算得到人均花费为 4673 美元。在出境游人
次中，赴美旅行达到30.3万人次。假设我国居民出
境旅行中30%的支出用于购物，那么2016年旅行服
务贸易项下的对美货物贸易逆差可达 145163 万美
元。而这很可能是一个低估的数据。比数据本身更
重要的是，数据背后反映出中国国内市场高端消费

品领域有效供给不足。

中国通过服务贸易对美国收入、
就业和经济增长贡献巨大

美国长期保持对我国服务贸易顺差，这不仅增
加了美国的收入，也促进了美国的就业。

从收入的角度举例一二。据中国商务部测算，
2016年中国游客在美人均花费约1.3万美元，远超其
他国家游客在美花费，当年旅游支出高达352.2亿美
元，平均每天为美创造约9700万美元收入。此外，美
国为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国。中国在美留
学生2016年人均花费约4.5万美元，为美贡献约159
亿美元收入。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局的报告显示，中国
在美留学生数量约 35.3万人，占在美国际学生总数
34%。此外，美国是目前中国技术进口第一大来源国。
2016 年，中国自美国技术进口合同 1189 份，合同金
额 96.38 亿美元，占中国技术进口合同总金额的
31.36%。这些收入显然也支撑了美国第三产业较高
的劳动生产率。从绝对数值看，美国服务业劳动生产
率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4倍左右。

从就业的角度看，无论是旅行、教育还是医疗
服务，都促进了当地劳动力市场的繁荣。服务业本
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远超制造
业创造的就业岗位，尤其是在如今高科技时代。美
国是典型的消费驱动增长的经济体，服务业占其
GDP的比重高达80%左右，而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更
是高达82.5%。

在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较大的领域中，除旅行
外，运输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服务也存在
较大逆差，逆差额分别为 561 亿美元、239 亿美元
和 74 亿美元。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快速发展，知识
产权使用费逆差仍有扩大空间。美方对华高技术出
口管制实际上降低了我国对美国的贸易逆差。如果
美方不对中方实施这些管制，从经常账户整体看，
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会小得多。

事实上，这些数据反映出的更多是中美贸易的
互利共赢，而不是相互剥夺。在服务贸易领域，中
国对美国的大量逆差也符合当前两国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理论从绝对发展到相对，已经证明有贸易
会好过无贸易，而贸易的方向由双方禀赋的差异决
定。由于一方的生产力水平发展而带来的双方相对
优势的改变，是可以通过改变贸易方向而使双方受
益的。中国更加需要的，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提高
自身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

美夸大了美中贸易逆差额
本报记者 谢卫群

艾奥瓦州是美国仅次于加利福尼亚州
的第二大农业州，素有“美国粮仓”之
称。在州首府得梅因东北郊的广袤土地
上，金伯利家族世代以农业为生，4 月本
应忙于春播，是充满希望和喜悦的季节，
但金伯利农场的主人却忧心忡忡。

前些日子的降水湿润了土地，十分有
利于播种，但是经营农场 40 多年的瑞克·
金伯利却面临重大抉择——由于担心中国
对美国大豆加征关税，他在考虑是否调整
大豆种植面积。

瑞克祖上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到他已
是第五代。他懂得如何根据天气和土壤变
化种庄稼。农忙之前，他请来两位机械师
在库房检修维护播种机，为春播做准备。

“与过去五六年相比，农业收入大大
降低。这两年市场行情很不理想，利润十
分微薄。”瑞克这样描述美国农民普遍面
临的困境。他告诉新华社记者，自家4000
英亩 （1 英亩约合 6.07 亩） 的土地上，之
前小麦和玉米种植面积各占一半，如果增
加关税，很有可能要调整种植面积和品
种，这令他感到十分无奈。

在金伯利农场的粮仓旁，玉米正从仓
库装车，之后将运往交易商那里。

瑞克表示，自己一直在关注农产品市
场动态。由于近期大豆和玉米价格波动很
大，他不得不提前销售一部分库存。同
时，为了对冲风险，他还在芝加哥期货交
易市场卖出大豆合约。

瑞克的儿子格兰特·金伯利是艾奥瓦州
大豆协会市场总监。他表示，艾奥瓦大豆协会
旗下有4万多名农户，目前都十分焦急。“他
们对市场十分敏感，即便每蒲式耳几美分的
变化，都将决定豆农能否盈利。很多农户在观
望，是否要调整大豆种植面积。”

在采访过程中，格兰特一直强调中国
市场的重要性。他说：“美国大豆出口量
的 60％左右销往中国，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美国大豆行业相关机构开始在
中国设立办事处，30多年的合作，使我们

与中国市场密不可分。”
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美国去年对

中国大豆出口额高达140亿美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数据显示，过

去 10 年艾奥瓦州对华出口增长迅速。
2015 年，该州向中国出口农产品价值 14
亿美元，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该州大
豆产量的1/4销往中国。

针对当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贸易保
护主义措施，格兰特表示：“我们十分失
望，不希望最后造成与中国的贸易中断。”

不只是艾奥瓦州，另一大豆生产大
州印第安纳州的豆农也十分焦急。印第
安纳州种植大豆的农场主斯泰恩坎普告
诉当地媒体，当地很多农民都希望尽快
售出手中的大豆。

这两周，美国农场主支持自由贸易
组织在多家电视台投放一则长度为 30秒
的广告。在广告中，一名叫拜布尔的农
场主表示担忧：“今天，我们农场有5000
英亩土地用来种植玉米和大豆……中国
是美国大豆最大客户，我们将会成为贸
易争端的首要受害者！”

美国大豆协会主席海斯多费尔4日发
表声明，呼吁特朗普政府以“建设性”
姿态解决与中国的贸易摩擦，而不是靠

“惩罚性”措施，以避免让美国豆农利益
受到“灾难性影响”。

中国商务部4日发布关于对原产于美
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公告。针
对美国公布的“301调查”结果，中方决
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飞机等
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涉及中国自
美进口金额约500亿美元。

“如果发生贸易争端，农民将是最直
接的受害者。我们只想继续成为中国长
期、稳定的大豆供应商，我希望美中双
方能坐下来好好协商，找出一个双方都
能满意的解决方案。”瑞克对记者说。

（新华社芝加哥4月5日电 记者汪
平 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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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江苏连云港港口一片繁忙景象，工人奋战在生产一
线，在岗位上度过清明小长假。今年一季度，连云港港口完成货
物吞吐量5891万吨，同比增长3%，集装箱完成118万标箱，实现
首季生产开门红。图为工人在连云港港口集装箱码头指挥集装箱
装卸作业。 耿玉和摄 （人民视觉）

据新华社柏林4月5日电 （记者张毅
荣） 德国 5 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2017年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额位居全球
首位。

这份名为 《2018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
趋势》 的报告显示，太阳能发电和风能成
本的下降持续推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
2017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总投资额同比增长
2％，达到 2798 亿美元 （不包括大型水
电）。中国是迄今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
投资国，去年投资额达到1266亿美元，比
2016年增长31％。

报告显示，去年，全球太阳能投资实
现大幅上涨，共吸引1608亿美元，同比增
长18％。这些投资大部分来自中国，投资
额高达865亿美元，同比增长58％。

这份报告由联合国环境署、德国法兰
克福财经管理大学和彭博新能源财经合作
完成。

图为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的金伯利农场，农场主
瑞克·金伯利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

图为位于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的金伯利农场。
新华社记者 汪 平摄

中国可再生能源
投资额领跑全球

连云港港口生产忙连云港港口生产忙连云港港口生产忙

4月6日，清明小长假里，古城河南省开封市公园景点内人头攒动，人们或踏春游览，或观赏民俗表演，
欢度假日美好时光。图为众多游客在开封市清明上河园内游览观光。 李俊生摄 （人民视觉）

清 明 小 长 假 旅 游 热清 明 小 长 假 旅 游 热

4月5日，江苏省南京市高淳桠溪国际慢城千亩牡丹园正式免
费对游客开放。这家名为康之源的牡丹园，占地近千亩，园内分为观
赏区和高淳白牡丹展示区，共植牡丹花200多万株，有姚黄、魏紫、豆
绿、洛阳红、大胡红、乌龙捧盛、白雪塔、冠世墨、黑花魁等70多个品
种。图为游客在观赏牡丹花。 谷昌旺摄 （人民视觉）

南京千亩牡丹盛放南京千亩牡丹盛放

4月6日，2018中国 （山西） 国际房车露营博览会在山
西太原举行，各式各样的房车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参观。
图为小朋友在家长带领下参观房车。

新华社记者 曹 阳摄

博览会上看房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