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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自 2016 年韩国政府决定引入美国的“萨德”（THAAD，末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系统以

来，之前一度发展势头喜人的中韩关系便突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韩双边政治互动基

本中断，两国官方的经贸往来也受到明显冲击。那么，当前中韩经贸关系的现状究竟如何？

“萨德”阴影下中韩经贸合作未来还能否继续？这期简报，我们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

授、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员、韩国统一部教育委员、韩中社会科学学会常务理事、

中日韩东北亚经济合作论坛秘书长、韩国今明智库中央执行委员禹辰勋教授的文章，和您一

起更加深入地理解中韩经贸合作的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 

 

中韩经贸合作：过去、现在、未来 

  禹辰勋① 

 

【内容提要】1992 年 8月中、韩建交之后，两国在贸易合作领域得到迅速增长，

出现相辅相成的局面，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也为韩国平安度过 1997 年的亚洲金

融危机和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 “萨德”争端的出现，

使中韩两国最近在政治外交方面受到冲击。但是，如果考察中韩近来的经贸交流

状况，实质影响并不大。本文接下来将首先对中韩贸易 25 年进行回顾，然后就

两国的贸易结构进行分析，进而讨论萨德争端后的经贸状况，最后对两国经贸合

作未来的发展进行展望。 

【关键词】经贸合作 萨德争端 贸易结构 

一、中韩贸易 25 年的回顾与观察 

中韩两国 1992 年建交时的贸易额为 63.8 亿美元，到 2016 年两国的贸易额

为 2,144 亿美元，增长了近 34倍。除了在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两国的贸易

额降低到 182亿美元，其他时间都是平稳增长。2001年年末，中国加入 WTO后，

两国贸易更是出现激增 (2002~2005年:每年平均增长 20%以上), 2010年后保持

稳定发展；两国贸易额在 2013年创历史新高达到 2,354亿美元；2015年由于受

到国家生活性改革现象的影响，两国贸易额有所下降。中韩两国通过艰难谈判最

终实现中韩自贸区，两国贸易迈向了突破，2017 年上半年两国的双边贸易比去

年同期增长了 5%—7%。 

                                                        
① 本文根据作者在北外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的讲座整理修改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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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韩贸易动向 

 

韩国对中国贸易收支动向，除了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外，其他时间韩国对中

国的贸易收支都实现了贸易顺差；1992年出现 10.7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 2016

年恢复到了 374.5 亿美元贸易顺差，中韩两国建交后累计贸易收支顺差规模达到 

5,309亿美元；2013 年，达到 628亿美元创历史最高后 2014年逐渐减少，其原

因是中国的“红色供应链 ”代替进口产品；韩国企业撤出中国，转向东南亚等。 

图 2：韩国对中国贸易收支动向 

 

在韩国对主要国家进出口比重中，韩国对中国市场出口的依赖度为 25.1%，

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为 3%，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为 5%，；韩国对中国市场进口的

依赖度为 21.4%，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为 10.6%，对日本市场的依赖度为 11.7%，

由这些数据可以看出韩国对中国市场的进出口依赖度还是很高的；三国贸易又存

在着贸易顺差、逆差关系即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中国对日本的贸易顺差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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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韩国的贸易顺差关系，从产业链结构看：韩国主要从日本进口核心原材料；

日本主要从中国进口农副产品、劳动力；中国主要从韩国进口中间材料。 

成为大国的成长过程是从制造业大国到贸易大国到金融大国，这个成长过程

中国已经完成了一半，要想突破金融大国最主要的是核心技术。  

面对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韩国、日本、美国以及台湾地区争夺非常激烈；

在对中国进口市场份额中原本日本遥遥领先，由于受到 2013 年中日钓鱼岛纷争

的影响，日本对中国进口市场份额逐年下降到 2017年下降到了 9.3%；2013年后

韩国对中国进口市场份额逐年上升，再达到了 10.9%后又逐年下降，在 2017 年

降到了 9.4%。 

图 3：韩国对主要国家的出口比重对比 (%) 

 
2001年加入 WTO后，中国的进口市场实现了高速增长，在 2003年达到 39.9%，

2009 年金融危机后首次出现下降；2010 年大幅增长后继续保持稳定增长，2015

年起下降；中国的进口市场 2014 年达到最高值 19493 亿美元，2016 年下降到

15247亿美元；在中国进口市场缩小的情况下，韩国、日本、美国、台湾对中国

进口市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中国的进口市场规模暂时缩小，随着中国本地企业

的快速发展，中国进口市场内竞争愈发激烈。 

从中国的出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以及中国的进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来

看，中韩两国是典型的合作关系模式，也是一个很高的正相关的关系，虽然在

2013年两国暂时脱离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在 2016年又很快恢复了正相关的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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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韩国对主要国家的进口比重对比 (%) 

 

 

图 5：不同国家对中国进口市场份额排名及占比 (%) 

 

图 6：中国进口市场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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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中国的出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 

 

图 8：中国的进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 

 

从两国的投资趋势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比重在 2014年达到 40%后逐渐下降，

1992年建交时韩国对中国投资 1.4亿美元，2016年达到 33亿美元，增长 2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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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海外投资中，对中国投资额所占比重 2005年达到最高值 39.4%后 2016年

下降到 9.4%。2006 年，新建企业数最高达到 2389 家后出现下降，2016 年达到

695家，虽然新建企业数有所下降但是每个单家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造成这种

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劳动成本持续增长，中国政府的环境法更加严格等。 

中国对韩国投资趋势逐渐增加，特别是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而且每年申

报金额比到账金额高的多，2016 年受到政策外交的影响，出现下降趋势，其原

因是韩国没有庞大市场、先进的技术水平，远不如澳大利亚等地方吸引投资者，

导致现在很多投资者都在观望，中国对韩国直接投资规模低，2010 年起逐渐增

加，1992年的 280 万美元到 2016年 4.4亿美元，在过去 25年中增长了 157倍，

尤其在金融、房地产和文化等服务业投资比重逐渐扩大；中国对世界投资中，韩

国只占 0.9%；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集中在香港，新加坡，美国，澳洲等。 

图 9：韩国对中国投资趋势 (亿美元, %) 

 

以前韩国的企业大多利用中国的低廉的劳动力并且以加工类产品为主进行

出口，从 2017 年开始韩国的企业以大企业、大集团为主，直接打开中国大陆的

内地市场，韩国对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呈现出上升趋势，2016 年韩国对中

国的制造业投资占比达到 73%，对中国的服务业投资占比达到 26.5%；韩国对中

国区域市场投资占比开始基本上集中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在整个投资比重占

30%左右，后来呈现下降趋势，在西部地区的投资比重在 2013年出现了增长。 

 

 

图 10：中国对韩国投资趋势 (亿美元,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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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韩国对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投资占比 (%) 

 

 

图 12：韩国对中国区域市场投资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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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韩两国贸易结构的比较 

从韩国对中国各加工工序贸易收支趋势可以看出，韩国是典型依靠外贸维持

经济发展的国家，韩国对中国中间材料的贸易顺差占整个贸易顺差的比例很高，

2016 年实现 600 多亿的贸易顺差中，中间材料的贸易顺差达到 480 多亿美元；

资本材料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实现了 20 多亿美元，相比较以前基本没有变化；消

费材料则出现了 125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韩国贸易结构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的中

间材料达到 70%，最终材料才占 30%（最终材料里面也有中间材料，在中国进行

加工后卖给中国，中国最后进行组装进行出口到全世界），说明韩国的中间材料

在贸易结构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目前主要依赖靠中间材料的出口来实现韩国的

贸易顺差。 

图 13：韩国对中国各加工工序贸易收支趋势(1992~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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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韩国对中国出口流向图 

 

中国中间材料进口/出口金额占比呈现逐渐下降趋势，源于中国企业竞争力、

技术能力有所提高、制造业 2015、供给侧改革等方面的影响；中国基本停止了

加工贸易的进口导致中国不同贸易方式进口结构变化中加工贸易比例呈现下降

趋势，下降幅度很大，从 2015年的 41.5%下降到 25%。 

图 15：中国中间材料进口/出口金额占比 (%) 



 

10 

 

 

图 16：中国不同贸易方式进口结构变化 (1993~2016 年) 

 

中国加工贸易的进口依存率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国内采购率呈现出逐

渐上升趋势，这将直接影响到韩国中间材料对中国的出口的整个规模；中国加工

贸易出口增长率和对韩国中间材料进口增长率是正相关的关系，呈现逐渐下降趋

势。在脱离了传统的模式后中国市场变为韩国的第二个国内市场，脱离了传统的

模式，对于韩国、日本、台湾等地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把握核心技术，否则将会

被淘汰；中国进口结构和韩国出口商品相关系数变化中中国进口 VS 韩国出口基

本没有太大变化保持在 0.4%左后，但是具体来讲中国进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

中国进口 VS 中国对韩国进口这个相关系数出现逐渐下降趋势，也跟脱离了传统

的模式有关系，中国进口 VS 韩国对中国出口相关系数下降是由于目前韩国中间

材料、消费商品跟不上中国进口结构多样化或者是韩国本身的商品竞争力下降。 

图 17：中国加工贸易的进口依存率与国内采购率变化 (1995~2016 年) 



 

11 

 

 

图 18：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率和对韩国中间材料进口增长率 

 

图 19：中国进口结构和韩国出口商品相关系数变化 (1992~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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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双边货物进出贸易发展的同时，韩国服务贸易中在对全球贸易中对中国

服务贸易占比在去年年底达到 20%，进口达到 15%左右；过去中韩两国贸易以货

物贸易为主，近期服务贸易正在扩大，特别是中韩 FTA服务领域后续谈判结束后，

服务贸易成为了中韩贸易的新增长动力。尤其是中国扩大医疗、教育、旅游、文

化领域开放，韩国对中国服务贸易出口有望增加。 

图 20：中韩服务贸易趋势 (亿美元) 

 

 

图 21：韩国服务贸易中对中国服务贸易占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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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萨德争端下的贸易投资分析 

萨德争端出现以来，尤其是 2017 年上半年，韩国对中国出口达到 654.9 亿

美元，去年同比增加 12.4%，主要原因是：国际油价上涨，全球贸易放缓，中国

经济回暖，半导体行业进入景气周期，上年度对华出口骤减带来的基数效应等。 

受萨德争端影响，截至今年 7月末韩国对中国 FDI规模比去年同期减少 43%;

中美两国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对中国 FDI 减少 37%;2016 年，对中国 FDI 出现下

降趋势，今年上半年的 FDI比去年同期减少 5.4%。 

表 1：投资中国的外资排名（亿美元，FDI） 

 

图 22：中国全体出口金融中外国人投资企业出口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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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争端后中国对韩国投资呈现下降趋势，根据韩国现代经济研究院的测算，

萨德争端后中韩贸易的损失并不大；按照韩国旅游业统计，从萨德争端发生后中

国游客下降到 330 万，由此可见，萨德争端给中韩两国的旅游行业带来了很大影

响。 

图 23：中国对韩国投资 (千美元) 

 

表 2：萨德争端后中韩两国经济损失预测 

资料：现代经济研究院测算 

 

表 3：中国进口报关（食品和化妆品）判定不合格件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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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件 

 

数据来源：中国质检总局 

韩国对中国每月平均贸易顺差从 2014 年后也是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中国方

面是由于正在进行整个国民经济结构调整，韩国方面是由于中间商品和最终商品

竞争力下降。韩国现代起亚的中国市场份额于 2013年达到 6.8%之后持续出现下

降，去年下降到 5.1%；北京现代汽车在中国受两个方面的压力，第一、本土品

牌全力追赶，日本品牌价格下调；第二、SUV、电动车和智能车等新科技汽车的

出现，需要北京现代做出与时俱进的变化。 

图 24：韩国对中国每月平均贸易顺差（亿美元） 

 

2002 年优衣库进入中国后，截至 2016 年 5月，在中国的 120 个城市经营 540

个铺面；2007 年乐天玛特收购荷兰的万客隆并进入中国市场，萨德问题之前已

经着手关闭经营不善的铺面；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乐天玛特中国内卖场 2014

年达到 123家之后，开始减少。 

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口韩国方便面的进口额增加 202.4%，韩国方便面在中

国方便面市场的份额是 39.2%，超过台湾，成为第一；混合果汁饮料市场中，韩

国的占有率达到 53%，远超其他国家品牌；中国进口基础化妆品市场中，韩国产

品占比是 28.7%，超过了法国；今年 1月-8月，韩国啤酒对中国出口增加了 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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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今年 1-8 月，韩国挖掘机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133%；北

京现代汽车的今年 9月份销量达到 85040 辆，创今年月销量最高值。 

图 25：北京现代近期月销量（单位：万辆）、 

 

四、两国经贸合作的未来发展 

过去 25 年，中韩两国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度过了贸易互补的黄金时期。随着

中国增长方式的转换，韩国对中国出口将以中间产品为主转为消费产品为主，现

在韩国对中国出口的消费产品占比不到 6%，其他的都是中间产品；受两国产业

的互补性，中韩 FTA 影响，两国贸易将以 3000 亿美元为目标发展，中国产业结

构的提升，两国“竞争的同时又进行合作”不可避免，应追求中韩共创商务模式。 

为了应对新保护贸易主义抬头，推进东亚 FTA和经济整合，中韩两国应加强

“中日韩 FTA”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商方面的合作；扩大两

国之间企业兼并合并，技术投资等；目前中韩结算规模中只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规

模不到 5%，要扩大两国之间人民币贸易结算规模。 

为了避免因受两国政治关系变化影响而政府之间官方对话关闭的情况，有必

要尽快建立“中韩经济对话机制”以适时讨论解决必要的经济议题。  

韩国应主动扛起东北地区一带一路发展的据点国家责任；在中-韩-朝-俄的

经济走廊推进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为地区稳定做出贡献，同时实现经济利益；

考虑在东北地区一带一路沿线建立“第二开城工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