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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貿易戰牽動全球產業供應鏈

美中新局
對兩岸經貿可能的影響
文《李志強》
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副教授

美中經濟從合作變成競爭
中國大陸過往憑藉勞動力便宜的優勢，大量
吸收外資，以原料進口、境內加工、産品外銷的生
產模式進入全球市場，當時美國積極推動全球化
產業分工，美中分別處於產業鏈的上下游，由於
美國擁有技術及規格標準的優勢，美商在產業鏈
中擁有絕對的主控權和話語權，產品的附加價值
及利潤都很高，美中雙方是經濟合作夥伴的關係。

2008 年（民國 97 年）金融海嘯後，中國大
陸資源結構逐漸改變，人口老化，勞動力減少，
資本不再匱乏，加上人力質素改善、高教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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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一直在產業下游賺取微薄利潤且技術受制
於外商，於是積極進行產業轉型。對外希望透過
「一帶一路」輸出內部過剩的傳統產業產能，創
設亞投行擴大外部的金融力量，主導組建 RCEP 自
由貿易協定發揮在亞太的經貿影響力，對內則大
力發展上游關鍵零組件和通訊系統，如面板、半
導體、5G 設備等，並提出「中國製造 2025」的
願景。
這一連串的產業轉型動作，在美國眼中是挑
戰其全球既得經濟利益與霸主地位，並可能奪走
其高科技的領導角色，美中已漸成為競爭對手，
於是川普上臺一年後就對大陸發動貿易戰。即使

拜登的美中經濟戰主軸
在這種新冷戰背景下，拜登就任後，美中經
濟對抗的情況仍會持續。拜登比較屬於老謀深算
的傳統政治人物，抗中手法和態度和川普有很大
的不同。在制訂對中國大陸新的作法時，更注重
政策評估及跨部門協商，決策過程可能較長，不
過措施持續時間也更久，可能到今年年中才會慢
慢成形，目前雖然仍看不出有新的具體方案，但
從過去拜登競選時發表的政見及談話來看，大致
上有幾個方向 :
一、美國是全球新冠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至 2 月
20 日確診人數高達 2,800 萬人，死亡 50 萬
人，拜登最急迫要處理的是疫情。由於年近
80，拜登很可能只當一任總統，雖然外交事
務是其專長，未來 4 年應專注內政居多，特
別是要撫平川普留下來的貧富差距、政治立
場對立和種族問題等，抗中應該不是其最優
先的政策。

二、和川普以及共和黨相反，拜登以及民主黨大
都認為俄羅斯是美國首要的敵人，中國大陸
是次要的敵人。去年 9 月蓋洛普發布一項民
調揭示誰是民眾眼中美國的「最大敵人」，
受訪共和黨人中，31% 認為是中國大陸，僅
9% 認為是俄羅斯；民主黨人中則完全反轉，
12% 認為是中國大陸，高達 43% 認為是俄
羅斯。因此拜登未來反中的力道不會大於之
前川普的作為，甚至在美中雙方沒有歧見的
氣候變化及公共衛生問題上會與大陸合作。

三、拜登一直認為美中貿易戰是失敗的，因為這
兩年來的統計數據顯示，貿易戰既不能如預
期減少美國整體的貿易逆差，連帶讓美國經
濟遭殃，也無法遏止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的增
加，中國大陸對美國出口雖大減，但其整體
出口依然增加。2019 年中國大陸對美出口衰
退 12.5%，但對全球出口仍成長 0.5%，全
年貿易順差為 4,215 億美元，增加 20.1%，
其中對美貿易順差減少 737 億美元，仍高達
3,452 億美元。而美國對全球商品貿易逆差只
小幅下降 177 億美元 (2%)，因為中國大陸商

品在美國下降的市占率幾乎被墨西哥及越南
商品完全替代，顯示貿易戰沒法減少美國整
體的貿易逆差，對中國大陸的傷害也有限。

新冠疫情爆發後，更抵消了貿易戰的制裁效
果，2020 年 中 國 大 陸 對 全 球 出 口 成 長 3.6%，
對美出口衰退 3.5%。全年中國大陸貿易順差為
5,350 億美元，增加 26.9%，其中對美貿易順差
仍高達 3,108 億美元，比上年再減 344 億美元。
但美國的商品貿易赤字也刷新紀錄，達 9,049 億
美元，比前一年增加 506 億美元 (6%)。據「美中
貿易全國委員會」（U.S.-China Business Council）
的研究報告指出，貿易戰降低了美國的經濟成長，
導致損失 24.5 萬工作機會。關稅的提高讓消費者
要以更高的價格購買進口商品，美國國家經濟研
究所（NBER）報告指出，貿易戰的高關稅導致美
國消費者 2018 年的年收入約損失 168 億美元，
而進口商也要吸收部分關稅，實際上對於美國廠
商及人民而言是弊大於利。

專題報導

去年美國總統大選川普落敗拜登當選，美中經濟
關係也不會改善太大，主要是美國認為其霸權及
國家利益已受到嚴重威脅，抗衡中國大陸已經成
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

拜登也認為去年 1 月簽署的第一階段貿易協
議是失敗的，北京仍未兌現購買美國商品的承諾。
根據協議，中國大陸必須在 2020 年購買 1,731 億
美元的美國商品，但截至去年 12 月，中國大陸僅
達成協議要求目標的 58%。拜登在競選時就批評
貿易協議「充滿了對北京含糊、軟弱和重複的承
諾」，使中國大陸得以繼續「向其國有企業提供
有害補貼」，並「竊取美國的創意」。不過，拜
登在當選後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表示，不會
立即取消對中國大陸進口品的高關稅，亦不會撤
銷貿易協議。因為高關稅對中國大陸的傷害比美
國更嚴重，此舉有可能是未來要以降關稅要求中
國大陸有更多讓步，例如進行結構性改革，以增
加重啟貿易談判時的籌碼，同時會把關稅集中課
徵在有確切證據證明存在不公平貿易的商品。

由於中國大陸未來的「十四五規劃」和「2035
年遠景目標」，重點都在發展關鍵技術，美方將
不會放鬆對陸企的科技限制，甚至管控更為嚴格，
技術封殺是目前各種對付陸企較有效果的貿易戰
手段。只是拜登的做法可能與川普不同，會更加
注重證據的收集，類似 WeChat 和 Tiktok 等社交
娛樂平臺，因為在危害美國國家安全的證據較為
薄弱，很可能會被撤銷制裁。拜登會把國家安全
問題限制在 5G、人工智慧、先進半導體、量子計
算機等雙方競爭的領域，在 5G 有技術領先優勢的
華為，因為與中國大陸軍方及國防關係密切，將
來仍可能被延長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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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拜登的抗中手法會採取團體戰，團結更多美
國盟國以多邊力量一起給中國大陸壓力，而
不是採取美中雙邊「單挑」的做法。貿易戰
的高關稅之所以無效是因為只有美國對中國
大陸商品課徵，讓中國大陸可透過增加美國
以外市場的出口，成功降低了高關稅衝擊。
貿易戰之前，美國是中國大陸的最大貿易夥
伴，去年只排名第三，首兩名分別為東協及
歐盟。

拜登要加重給北京的壓力，最佳的方法就是
集結盟友力量，聯合歐洲、亞太等盟國對中國大
陸施壓，預料拜登會改變川普的「美國優先」原
則，先修復與盟邦關係，重返建立聯盟的路線，
更理性的與各國互動，並恢復美國在國際組織中
的領導地位，如利用 WTO 解決爭端，以滿足美國
在智慧財產權、國家補貼、勞動和環境法規等領
域對大陸的訴求。當然這些盟國不一定完全支持
美國，例如中歐剛達成投資協議，加強了雙方利
益關係，但拜登可能會先減少對盟國的關稅，集
中力量對付中國大陸，之前川普對全球各國的鋼
鐵和鋁、歐洲葡萄酒和乳酪等關稅可能會優先撒
銷，在智慧財產權、科技安全上最有機會得到盟
邦支持，因為盟邦在這些領域也深受困擾。

中國大陸以「雙循環」發展策略因應
從過去 3 年的經驗觀察，美國發動貿易戰和
科技及金融方面的制裁，幾乎不會改變中國大陸
的經濟體制和政策。即使拜登做法轉向，聯合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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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3 日， 美 國 總 統 拜
登與加拿大總理杜魯道首
次視訊會談，雙方就如何
因應中國大陸議題進行討
論。

國及縮小打擊面，北京也只會在符合其經濟和地
緣政治利益的領域進行改變。自美中貿易戰後中
國大陸已漸察覺到美國的敵意，尤其疫情爆發後
歐美社會的反中聲浪更大，體認到和歐美關係難
以回頭的情況下，去年 4 月中國大陸推出『「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雙循環」互促發展』的戰
略來因應，明確把內需放在經濟發展的主流地位
和經濟成長的主要動能，降低對歐美市場以及進
口零組件的依賴。與以前的擴大內需相比，「國
內大循環」不僅要提升內部消費，更把生產鏈留
在內部，實際上是一種進口替代政策，要把供應
內部需求的產業鏈留在中國大陸境內。

以往提振內需可以因應需要進口上游零組件，
以滿足內部市場的中下游廠商，上游產業鏈不一
定要設在大陸。經過中興及華為事件後，中國大
陸更加體會到技術和零組件受制於人的困境，而
且也衝擊到經濟安全。「國內大循環」則更著重
把從原料、生產及銷售的完整產業鏈留在境內，
維持經濟發展的獨立性。此外，「十四五規劃」
其中一個重點是科技自主，尤其要掌握關鍵核心
技術，5G 等新基建及高新科技製造業將是長期發
展的重點。

對兩岸經貿的影響
在強調「國內大循環」的政策下，未來大陸
將加快發展服務業，由於人均所得已超過 1 萬美
元，大陸內需市場潛力很大。2020 年前 3 季臺商
赴陸投資金額為 42.1 億美元，其中批發及零售業

但服務業赴陸投資會比一般製造業更為複雜，
一方面中國大陸基於保護心態，對部分臺商很感
興趣的行業例如證券、保險、投信、期貨等仍有
經營權上的限制，必須採取合資方式經營且外資
不得控股，這會增加臺灣企業的投資障礙和糾紛。
另方面中國大陸服務業是內需型產業，市場在國
內，受到當地法律和政府管理行為影響較多，然
而中國大陸在這部分比較不成熟，且大部分服務
業也沒有提供減免稅優惠，因此臺商多集中在餐
飲、行銷、零售等低資本門檻行業，所以服務業
到中國大陸投資雖會持續增加，但總體金額不會
太高，短期內對臺灣的衝擊也不大。
此外，過去 3 年中國大陸進口晶片達 3,000
億美元，在中興及華為事件後更感受到自行開發
晶片的急迫性，在「十四五規劃」中打算投資 10
兆元人民幣發展半導體，不但會積極興建晶圓廠，
臺灣相關產業的人才也是中國大陸要重金爭取的

對象，必然會增加許多臺灣二線半導體廠商的經
營壓力，就像過去 10 年大陸大量補貼面板、太陽
能、Led 產業擴產一樣，其全球市占率大幅上升，
卻導致臺灣相關業者多年來虧損累累。不過，當
前中國大陸要全力發展半導體，也因疫情關係財
政支出改以紓困為主，地方政府從去年開始陸續
減少對面板、太陽能、Led 的補助，相關產品價格
開始大漲，此類臺灣產業的景氣反而會回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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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24.6%，僅次於因疫情關係大幅上升之電子零
組件製造業的 30.5%；2019 年同期則占 24.9%，
為投資中國大陸的最高業別，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只占 13.5%，可見服務業已成為臺商赴陸投資的
主流產業之一。

最後，若在短期內不易自行開發技術，吸引
更多高技術外商在中國大陸設廠也可減少對歐美
零組件的依賴，雖然技術來源仍是外商，但藉著
移轉技術或合資過程中的學習，可逐步提升中國
大陸本身的能力，即使外商不移轉技術，至少生
產過程在境內，可保障國內產業鏈的完整，並提
高經濟安全。由於歐美對涉及國安的高科技業到
中國大陸投資限制越來越多，可以預見臺灣科技
業將是中國大陸爭取設廠的主要對象，若臺灣科
技業在中國大陸市占率增加，壓抑了陸企的發
展，對臺灣產業的衝擊反而相對較小，但會否導
致關鍵技術流失，也是臺商必須要慎重考慮的重
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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