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将继续作为增长引擎驱动亚洲区域内贸易成长。2020年，中国与亚洲
其他 11 个主要市场的贸易额为 2 万亿美元，2030年这一数字预计将近翻
倍达到 3.7 万亿美元。

畅通亚洲区域内贸易
市场报告：中国 

在UPS的委托下，AlphaBeta 开展了一项研究本市场摘要为该研究的一部分，为中国提供关于亚洲区域内贸易的洞察概述。

本研究的题目为： “畅通亚洲区域内贸易：关于在 2030 年前释放亚洲内部贸易潜力的主要洞察。” 本报告涵盖的 12 个

市场（即“亚 12”）包括澳大利亚、中国大陆、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韩国、中国台

湾、泰国和越南。当今世界，亚洲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贸易关系日益动荡，本研究旨在提供在2030年之前关于亚洲区域崛

起和增长前景的关键洞察。本研究结果表明，亚洲区域内贸易在未来十年可能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政府和企业可以从本

研究报告中寻找并明确推动区域内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采取行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有关包括数据来源和报告研究

方法在内的所有洞察，请参阅完整报告，网址为：https://about.ups.com/cn/zh/home.html



对中国企业的三大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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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亚洲区域内贸易的支柱，这一地位有机会在未来
十年内持续被强化巩固。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贸易额占
亚洲内部贸易额的30%，较任何其他亚洲市场高出三
倍。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扩张以及日益增加的城市人
口，中国与亚洲其他11个主要市场的贸易额有望在未来
10年内，即至2030年近翻倍达到3.7万亿美元。

四个主要细分行业领域，尤其是高科技领域的贸易额将
驱动中国与“亚12”其他地区的贸易增长。零售、汽车
与工业制造、高科技和医疗保健四个细分领域的贸易额
占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贸易额的78%。鉴于亚洲地区
的数字化发展，占亚洲区域内贸易额40%的高科技领
域将驱动未来经济增长;包括医疗保健在内的其他细分
领域则还有进一步的增长空间。目前，医疗保健领域仅
占中国与“亚12”其他地区贸易额的4%。

中国企业可通过在以下三方面与各个利益相关方紧密合
作，抓住亚洲内部贸易的机遇，打破区域贸易的主要壁
垒：(1) 商定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2) 通过合作协商整
合区域内的产品标准；(3)提升亚洲区域内贸易的物流
服务。

关于中国亚洲区域内贸易前景的三大洞察

进行全面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在采用先进技术方面。全
渠道平台的兴起使货物的及时交付变得至关重要。企业
应加大在数字化以及端到端供应链搭建方面的投资，以
更好地满足客户对于高效的需求。数字化运营也将助力
企业更快地适应无纸化的贸易体系。

加强供应链多样化以应对挑战与机遇。企业应将供应链
分化至具有韧性的贸易路线上（例如与韩国），并同步
着眼于高价值、高增长的贸易路线（例如与其他东亚和
东盟市场）。供应链的多样化对于建立贸易往来的韧性至
关重要。

与中小微企业合作并促进其与区域供应链的深度整合。
中小微企业通常在克服贸易壁垒方面面临更高成本，而
且往往缺乏贸易盈利所需的运营规模。中小微企业与大
型企业进行商业合作可互惠互利、扩大贸易，使供应链
联系更加紧密。



亚洲是全球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的人口
增长为亚洲提供了低廉的劳动力，使得该区域在过
去半个世纪以来已发展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枢纽，
为世界各地生产制造了许多消费品。然而，随着持
续的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升，中国与其他亚洲市
场逐渐成为全球新的消费需求中心，亚洲区域内的
贸易路线也变得日益重要。亚洲对全球贸易额的贡
献中，亚洲区域内贸易额的占比达到三分之二。

中国是亚洲区域内贸易的主要驱动力，这一地位有
机会在未来十年内持续被强化巩固。中国贸易额
在该地区的占比从2011年的24%攀升至2020年的 
30%。受益于此一经济增长的成果以及该地区的利
好趋势，中国与其他11个主要市场（合称“亚12”）
的贸易额有望自2020年的2万亿美元近翻倍增长至
2030年的3.7万亿美元（图1）。 

得益于中国中产阶级扩张、日益增加的城市人口，
以及新贸易协定的实施，预计该增长将会持续。自
2020年至2030年，中国预计将新增3.5亿中产阶级
消费者，进而扩大对其他市场所生产商品的需求。
此外，中国预计将增加1.43亿城市人口，从而刺激
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密度、互动、网络和创新。作为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签署国，中
国已表示其在该地区扩大贸易同盟的积极意愿1。

以下四个主要细分行业领域的贸易预计将推动这
一增长：(1)零售；(2)汽车与工业制造；(3)高科
技；(4)医疗保健。其中高科技领域的贸易占据最大
份额。2020年该领域贸易额占中国与“亚12”贸易额
的40%。鉴于“亚12”数字化飞速发展，高科技领域
的贸易预计将继续推动中国贸易额的增长。此外， 
重要贸易路线也是助推此一增长的重要因素。其中
一个例子是中国和韩国在机械和电子产品领域的相
互依存关系。此外，持续推进中国和东盟间的贸易
往来也十分重要。自2011年至2020年，高科技领
域的贸易额占中国和东盟之间贸易增长总额的58%
，年增长率高达9.6%（而所有行业的总增长率为
4.9%）。如今，中国的医疗保健领域贸易额仅占中
国与其他“亚 12”市场贸易额的4%，仍有很大的出
口增长空间。《中国制造2025》等支持性政策旨在
促使70%的中高端医疗器械在国内生产，将能进一
步推动实现此增长2。

中国在未来十年仍将会是驱动亚洲贸易的主要推手

增加对供应链创新和优质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将有助
于提高长期韧性。供应链的数字化创新处于中国数
字化发展的最前沿，这为在物流、供应链开发和以
区块链为基础的库存管理中大规模部署机器人和自
动化等关键技术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例如，中国"十
四五"规划中制定了明确的行动方针，通过提高连通
性和使用智能技术以全面改善其运输和物流，并且
建立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以鼓励新市场的出口3。中国
已成为主要的先进制造业经济体，拥有10个世界一
流的工业4.0i先进制造基地，其供应链的数字化程
度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经济体4。最后，国内外的主
要航空货运公司正在扩大机队规模、增加航线、完
善服务基础设施，从而改善基础设施质量和增加中
国企业的准入。 

i. 工业 4.0 技术是新兴的数字技术，包括物联网 (IoT)、云计算分析、人
工智能 (AI) 或机器学习。 此类应用程序实现了机器间的通信或数据处
理，使得创建智能技术、自动化和跨系统信息共享成为可能，从而提
高工厂、设备和机械的效率和生产力。

图 1
中国与亚洲其他11个主要市场的贸易额至
2030年预计增长近翻倍 

中国与亚12其他地区的贸易额 (万亿美元)

注： 此类估算的方法见主报告的附录。
资料来源：ITC；AlphaB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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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供应链转移和地缘政治造成的不利因素可能会限制这一增长 

尽管对中国而言，亚洲区域内贸易具有巨大潜力，
但时至今日仍存在许多阻碍区域贸易扩大的壁垒与
障碍，并且这些问题在未来十年可能会加剧。参与
本研究的近200家受访企业表示，以下六点是中国企
业亟需消除的主要障碍，根据对当今区域贸易的阻
碍程度由高到低排列（如图2所示）。由于紧张的贸
易局势、供应链转移以及中小微企业在供应链中不
均衡的投资和参与度，这些障碍大部分仍未能通过
政策和商业运作消除。

由于这些障碍的存在，到2030年，中国与“亚12” 其
他市场的贸易额可能会略有下降。在“去全球化”的
背景下，由于这些贸易障碍，贸易总额与2020年相
比可能下降 12%，减少至1.7万亿美元（图 3)。

新冠疫情爆发造成的压力以及机器人和自动化的快
速发展会限制贸易往来。这些趋势可能会暴露劳动
力和技能的短缺，由于成本竞争优势的转移，还可
能会缩短供应链，进而阻碍贸易规模扩张并限制中
国的贸易潜力。2021年，一些亚洲企业接受了亚洲
开发银行（亚行）的调查，其中三分之二的企业表
示计划在未来几年增加从本地采购的商品量，这可
能会导致中国无法扩大其与远端市场的贸易量5。

“亚12”地区物流基础设施的发展情况参差不齐，这
可能会使中国无法为那些来自快速发展经济体的需
求中心提供服务。由于过时的技术和低效的供应链
会限制物流能力，海外市场优质基础设施的不足可
能会导致中国企业无法抓住贸易机会。尽管竭尽全
力，但基础设施融资仍然不到位。到2030年，亚太
地区仅来自私人投资的缺口每年便高达1，380亿美
元，需填补的缺口主要来自于印尼、越南等市场；
如果考虑到公共投资，这一数字则可能增加至三
倍，更需要政府的协力投资6。此外，将交通网络纳
入区域倡议的计划也遇到了障碍。例如，中国计划
建设通往东南亚的铁路网络（越来越多地被称为“泛
亚铁路网”），但这一计划已遭到多次延期。最近一
次延期包括通往泰国的铁路建设；该延期受两国关
系恶化和对于优先事项意见分歧的影响7。

最后，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也是造成这些
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过往的经验证明，与其他经
济体在领土、经济和政治争端等方面导致的地缘政
治风险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特别是在高科技和
零售领域。

图 2
中国地区企业面临六大区域贸易壁垒 

该排名基于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受访企业的平均排名 
在中国进行贸易的六大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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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微企业对贸
易的参与度较低

资料来源：对在亚12经济体进行贸易的198家企业所做的行业调
查；AlphaBeta 分析

图 3
不利因素可能会限制中国与亚洲其他11个主
要市场的贸易增长

中国与亚12其他地区的贸易额 (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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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此类估算的方法见主报告的附录。
资料来源： ITC；AlphaBeta 分析



全面数字化，尤其是在先进技术方面。全渠道平台的使用率日益提高，消费者可
在各种平台和设备上订购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对大量订单和交付服务的有效管
理将成为成功的关键。投资数字化的端到端供应链对于满足这种对效率的需求至
关重要。例如，通过数据分析，企业可一次性处理进入其系统中的数百万份订
单;而借助仓储自动化，企业能够更好地管理和满足交付需求。可分析和识别关
税代码或可自动输入海关数据的人工智能 (AI) 工具，能够让企业的进出口监管流
程变得更顺畅，贸易也将更简单高效。数字化运营还将对企业适应无纸化贸易规

范大有裨益，这一规范将是未来十年贸易的主要特点。在中国，UPS推出了EasyClear，这是一种在线预申
报工具，旨在帮助企业加快清关流程。同时，通过使用个性化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企业可以预估关
税、税费和跨境寄件报关的相关费用，以防止在付款上、或运营流程中出现不可预见的延误或额外的业务
成本。

做好准备迎接挑战和机遇，将供应链分化为具有韧性的贸易路线，并着眼于高
增长、高价值的贸易路线。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供应链多样化成为建立贸易
往来韧性的重要策略。中国是RCEP的签署国，企业可利用不同的咨询工具，例
如 UPS 的 Trade Assist™了解如何调整供应链，享受此类自由贸易协定带来的
红利。在考虑到和中国进行贸易时，许多贸易路线都为具有韧性的增长提供了
机会，其中包括与韩国的全面贸易合作，中国正在深化与韩国的经济一体化；

与日本在医疗保健领域的贸易合作；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在汽车与工业制造领域的贸易合作；以及与东盟
市场在零售和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图4）。此外，医疗保健领域的贸易路线可能具有极强的韧性，即使在如
今“去全球化”的背景下，贸易额仍可能增长89%。另一方面，在贸易额翻倍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可选择一
系列高价值、高增长的贸易路线（图5）。与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的贸易路线将
可能持续排名前五位之列；而由于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市场持续扩大对电子商务平台和物流
建设的投资以促进贸易发展，中国与这些经济体的贸易路线将可能迎来飞速增长。通过开发能够吸引大量
消费者的针对性产品（如价格较为低廉的中端智能手机），Oppo和华为等中国手机公司已在此类市场的出
口贸易方面取得成功8。 

01
全面数字化

02
供应链多样化

政府和企业必须积极降低这些风险，以抓住亚洲区域内的贸易机遇

各个利益相关方需采取行动以减少区域贸易的障
碍，抓住机遇，助力亚洲区域内贸易起飞。仅靠企
业或政府单方面的行动不足以消除主要的贸易壁
垒，亚洲地区和整个供应链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应
积极参与。在中国，相关各方可采取以下三方面的
行动：(1) 商定全面的区域贸易协定、取消现存的关
税限制、统一标准、简化海关流程、提高中小微企
业竞争力，并在发生地缘政治争端时维持合作和外
交关系；(2)在商界领袖、贸易机构、认证机构和监
管单位之间建立有意义的伙伴关系，相互合作以建

立统一的产品标准；(3)促进技能发展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经济需求，进而提升亚洲区域内贸易的物流
服务。 

在中国，有贸易利益的企业和身处物流行业的企业
还必须积极考虑未来十年亚洲区域内贸易带来的机
遇，同时也要强化抵御潜在不利因素的韧性。企
业可采取的三项关键行动,包括: 全面数字化、供应
链多样化，以及促进中小微企业融入区域供应链体
系。 



03
与中小微企业合作

并整合 

与中小微企业合作并促进其与区域供应链的深度整合。中小微企业通常在克
服贸易壁垒方面面临更高成本，而且往往缺乏贸易盈利所需的运营规模9。因
此，对其提供财务支持至关重要，这可以推动其贸易参与度。相关例子有国
有金融机构（如中国信保）提供的资源，它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保险产品，为
出口收入的现金流波动风险投保10。大型企业也可以贡献自己的力量，帮助中
小微企业与投资者建立良好关系, 或提供资金支持以提高中小微企业在全球出

口产品的能力11。中小微企业还可以采取积极主动的途径，创建可与大型企业生态系统交互操作的运营
模式12。采用与国际物流网络兼容的数字化工具可有效追踪货件并提高货件的可视化。例如，通过UPS 
的 My Choice®企业版，中小微企业能集中货件数据并简化物流管理流程13。 

图 4
企业可投资每个领域内具有韧性的贸易路线，以应对供应链冲击

2020 年各重点领域贸易额的份额 (%)
中国与亚12其他地区的贸易份额（对地缘政治冲击保持敏感并按细分行业领域分类1）

前五大具有韧性的贸易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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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每项数字代表2020年贸易额中预计将在2030年划分至以下三个类别的贸易份额：具有韧性、敏感和衰退。“具有韧性“指在积
极或乐观的前景下预期将正增长的贸易路线，而“敏感”代表只有在乐观的前景下才可能出现正增长的贸易路线。 “衰退”指无论
如何此贸易路线都可能出现略微下降。
资料来源： ITC；AlphaBeta 分析

（根据现有贸易额排名）



图 5
其他东亚经济体仍将是中国在所有领域的主要贸易伙伴，而东盟市场则提供了增长机会

（根据2030年贸易额排名，单位为10亿美元1）

预计排名前五的贸易路线合作伙伴

1. 预测基于亚洲贸易环境的乐观前景，如第一章所述，亚洲内部贸易将起飞，并受区域贸易协定、供应链创新和数字化兴起等趋
势的推动。 这些预测应被视为理想的结果，而非现实的指导。
资料来源： ITC；AlphaBeta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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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到2030年的增长率排名，单位为百分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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