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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流媒体报道一、主流媒体报道

（一）欧洲新闻电视台：欧洲议会表决同意冻结颇具（一）欧洲新闻电视台：欧洲议会表决同意冻结颇具

争议的中欧投资协定争议的中欧投资协定

由于中国对欧洲议会 5 名议员实施制裁，欧洲议会于周四下

午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冻结中欧投资协定的议案。

不到 5 个月前，欧洲领导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频会

晤中完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the EU-China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on Investment，以下简称《协定》）谈判。但此次事

件对《协定》而言造成打击。针对该表决，中国政府呼吁欧洲议会“立

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和对抗性举措。”

“中欧针锋相对”“中欧针锋相对”

最初被称为“里程碑”的《协定》很快便遭到指责。

该投资协定要想在欧盟地区实施，必须要经过欧洲议会批准。

然而就在该协定公开后不久，人们便质疑其能否得以批准。3月末，

欧盟决定对中国实施第一批制裁措施，这也是 30 多年来首次对华

制裁。随后，紧张局势迅速升级，中国立即反击。中国外交部几

乎是在同一时间采取反制措施，向 5 名欧洲议会议员和包括欧洲

议会人权分委会在内的 4 个实体实施制裁。此外，中国政府还将

英国、美国以及加拿大部分经过民主选举的官员列入黑名单。最终，

中国政府共制裁了 30 多位个人及实体。

“中国对欧盟的攻击”“中国对欧盟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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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反制裁惹怒了欧洲议会，这给《协定》的批准蒙上了

一层阴影。周四，欧洲议会以 599 票赞成和 30 票反对通过了一项

联合决议。在决议中，欧洲议会议员强烈谴责中国的反击，称此

举是“对欧盟及欧洲议会全体的攻击，对欧洲民主以及价值观的

攻击，对研究自由的攻击”。议员认为，任何围绕着该投资协定

的讨论均“因为中国实施的制裁而遭到合理冻结”，他表示，除

非制裁解除，否则欧洲议会绝不会举行公开辩论。此外，欧洲议

会认为“中国之所以实施制裁，是为了监视世界各国针对中国的

言论，从而决定哪些言论和讨论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并视“这

一意图是一种威胁”。

“协定被冻结”“协定被冻结”

欧洲议会无意在其要求上让步，至少目前没有。莱因哈德·比

蒂科夫（Reinhard Bütikofer）是遭到中国外交部制裁的欧洲议

会议员之一，他认为，欧洲议会除了动用外交手段外，还应该在

重新审视并修订《协定》全部内容后，再给予批准。比蒂科夫希望，

在欧洲议会与中国僵持之际，各成员国能发出“明显的团结信号”，

支持欧洲议会。随着波兰、意大利以及荷兰等国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而曾大力推动《协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即将卸任，议会议员

们相信，这些事件对《协定》而言并非是好兆头。欧洲政策中心

（European Policy Centre）首席经济学家费边·祖莱格（Fabian 

Zuleeg）赞同绿党议员比蒂科夫的观点。他警告称，新的对抗局

势表明，中欧关系将会充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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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佚名，2021 年 5 月 21 日

翻译：张昀

（https://www.euronews.com/2021/05/20/european-parliament-votes-to-freeze-

controversial-eu-china-investment-deal）

（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欧洲议会投票决定冻结中（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欧洲议会投票决定冻结中

欧投资协议欧投资协议

欧洲议会以压倒性的多数赞同票表决通过了一项决议，正式

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此前，欧盟指控中国官员，并对其

实施制裁。几小时后，中国也采取了反制措施。对此，欧洲议会

表示十分愤慨，并呼吁欧盟在跨大西洋对话中就中国问题加强与

美国合作，共同制定针对中国的回应措施。同时，欧洲强调，与

中国达成的协议“不应挟持”其与中国台湾之间的贸易协议。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达成经过了七年艰苦的谈判，

原本有望几个月内进入批准程序，然而此次欧洲议会的决议粉碎

了当初的预期。

本月早些时候，欧盟委员会贸易委员瓦尔迪斯·多姆布罗夫

斯基（Valdis Dombrovskis）表示，“随着欧盟对中国的制裁以

及中国进行的反制裁，现在的形势并不利于协议的批准。”欧盟

委员会也表示《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可能因此推迟。

欧盟的决议措辞强硬：“由于中国对欧实施制裁，欧盟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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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全部事项，暂停相关的讨论进程。”

并且表示只有中国解除制裁，议会才能继续推进《中欧全面投资

协定》。

与此同时，中国《环球时报》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欧盟前

三个月的GDP环比下降了 0.6%，而中国经济却以惊人的速度反弹，

上升了 18.3%，二者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

该报指出，“欧盟最近对其最大贸易伙伴中国表现出愈发对

抗的态度，试图干涉中国内政，毫无根据地指控中国人权问题。

那些在华开展业务的欧洲公司也被政治绑架。现在，它还准备阻

碍双边投资协议的批准。”

《环球时报》认为，欧盟的行为是一种“不明智的政策转变”，

因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着庞大的消费市场”，而“欧

洲鲁莽的政客正在削弱本国企业在华竞争的优势”。

作者：简·范德尔·梅徳，2021 年 5 月 20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rfi.fr/en/business/20210520-european-parliament-votes-to-freeze-eu-

china-investment-deal-cai-human-rights-sanctions-xinjiang-hong-kong）

（三）国际关系在线：属于欧盟印太战略的时代即将（三）国际关系在线：属于欧盟印太战略的时代即将

到来到来

随着军事冲突和民众动乱频发，印太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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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欧盟也发布了自己的应对策略。几十年来，该地区一直被

忽视，然而由于一些原因，欧盟如今选择与印度 - 太平洋地区建

立联系。虽然欧盟此举是迫于法国、德国和荷兰的压力，但主要

原因仍在于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崛起的必要。同时，为扩大全球

影响力，欧盟致力于成为相关地缘政治的行动者。

印度 - 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形势正处于历史上发展最快的

阶段，其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 60%。并且除欧盟以外，大型经

济体中的印度、中国、日本等均坐落于本区域。凭借地理优势，

印太地区不仅成为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和投资中心，也走在了

数字经济的最前端。2021年4月，欧盟的印太战略启动，目的是“以

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和国际法为基础，促进印太地区稳定、安全、

繁荣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履行上述承诺，欧盟意识到，由于各

国之间互不信任，彼此竞争激烈，欧盟必须加强与印度、日本和

韩国等多个地区参与者的伙伴关系。

中国南海位于印太地区，这有可能导致该地区紧张局势有所

加剧，出现地缘对抗和领土争端。欧盟的印太战略使欧盟得以富

有成效地处理这些边界问题，并加强与他国在海洋治理和多边合

作论坛等多个领域的合作。考虑到权力的规范性，欧盟期望在该

地区建立一种以规则为基础的开放性秩序。同时，为保护海上重

要航线，欧盟试图加强能力建设，提高各国对海洋领域的认识。

此外，人权问题也日益威胁着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并直接影响

到欧盟的利益，促使欧盟这一利益攸关方积极行动，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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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战略出台时正值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空前

崛起。由于欧盟不能同意中国的某些主张，其必然不能与中国站

在同一边。从历史上看，欧盟也曾和中国多次发生严重分歧。

在《欧盟与中国：战略展望》报告中，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

是“推动替代性治理模式的系统性竞争对手”。印太战略让欧盟

得以在自由贸易协定和政策中采用高标准，充分发挥其在该地区

的经济影响力。因此，欧盟在全球对中国进行集体反击之际，有

机会介入到印太地区中来。

随着“四方安全对话”( 美、日、澳、印 ) 的不断加强和地

区国家的紧密接触，印太地区成为国际社会主要国家不可忽视的

地缘政治新格局。一个精心制定的战略只有与强有力的实施相结

合，才能成为行之有效的变革手段。尽管印太战略给予了欧盟一

张进入新领域的门票，助其进入到印太地区，参与到当前全球秩

序的定义中来，但它必须成为一只无牙的老虎，不被无关紧要的

细节所束缚。只有这样，欧盟最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战略意

义的全球地缘政治行动者。

作者：什里亚·辛哈，2021 年 5 月 19 日

翻译：董杭

（https://www.e-ir.info/2021/05/19/opinion-the-coming-of-age-of-the-european-

unions-indo-pacific-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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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国广播公司：拜登上台以来，中美贸易官员（四）英国广播公司：拜登上台以来，中美贸易官员

举行首次“坦诚”谈判举行首次“坦诚”谈判

近期，中美高级贸易代表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实现了首次会晤，

进行了“坦诚、务实”的谈判。美方贸易代表戴琦（Katherine 

Tai）以及中国副总理刘鹤举办视频会晤，共商议题。双方均表示

中美两国贸易关系非常重要。在此轮谈判之前，特朗普政府对中

国采取对抗性立场，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

戴琦代表向刘鹤副总理表明拜登 - 哈里斯政府始终视以工人为核

心的贸易政策为指导原则，以及她对中美贸易关系的持续评估，

同时提出了值得关注的问题。双方均同意继续进行谈判。

据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报道，中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

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

的交流”，并补充道，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

在会见中方代表前，戴琦对路透社表示，美国在处理中美贸

易关系时仍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在特朗普时期，中美贸易

战打得不可开交，两国互相对各类交易货物征收关税。

去年 1月份，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

其中，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及 2021 年额外进口至少价值 2000 亿美

元（约 1420 亿英镑）的商品与服务。部分专家认为，中国如今并

未购买足够的美国商品与服务，仍有 40% 的目标额度还未完成。

在特朗普对中国提出的强硬贸易要求上，拜登迄今为止并未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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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当下正努力提振美国经济，坚持要求继续保持现行关税。

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经济遭受重创，现在正处于复苏阶段。中

国同样也继续对部分美国出口产品施加关税。作为首个成功走出

疫情阴影的大国，中国是去年唯一实现国际贸易增长的大型经济

体。由于美国需求大增，且印度工厂在疫情期间大规模停工，中

国制造的产品在全球市场的销量飙升。

作者：佚名，2021 年 5 月 27 日

翻译：张昀

（https://www.bbc.com/news/business-57264346）

二、顶级组织与智库二、顶级组织与智库

（一）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一）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

政治经济意义政治经济意义

时隔 7 年，欧盟和中国终于在 2020 年 12 月底就《中欧全面

投资协定》完成原则性谈判。该协定旨在为两国市场投资者创造

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加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量。协定似乎为欧

洲公司在某些领域提供了新机遇。但这也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尽

管协定的经济意义值得怀疑，但其对中欧及欧美关系具有的政治

意义不容置疑。

从政治角度看，投资协定谈判的敲定似乎是欧盟的失误。这

同时表明，欧盟政策缺乏凝聚力；中欧关系在涉及潜在经济利益时，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9 期

9

缺乏灵活性。此外，虽然拜登政府希望加强欧美联盟，但在拜登

上台之前，中欧就完成了协定谈判，表明协定达成的时机也不合适。

美国与欧盟在对华外交和经济政策上有很多相似性。在此情况下，

欧盟甚至不和美国就协定进行磋商，损害了跨大西洋关系和彼此

互信。协定谈判的完成，实际上是在表明中美竞争中欧盟支持中方。

（因此，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可以看作中国取得了外交胜利。）

但中欧投资协定对欧盟的潜在经济影响不大喜人。协定中包

含的许多市场准入承诺早已存在。例如，金融服务领域和电信等

其他若干行业依然有投资上限。媒体或农业等领域想进入中国市

场仍然受限。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国内的法规（如关于网络空间

等国内问题的法规）不受中欧投资协定的影响。

但是，如果可能执行某些条款，这对欧洲公司将会有益。这

些条款包括：禁止强制技术转让、提高补贴透明度（尽管对欧盟

而言，只在服务业而非制造业提高透明度才是最重要的）、把国

有企业的概念扩大到包括省级实体等。以及更多从事电动汽车（但

仅限于能够投资超过10亿欧元的最大实体）、数字咨询和云服务、

医疗卫生等行业的欧盟企业能够进入中国市场。医疗卫生方面，

中国海南省和其他八个城市都准备向外资诊所开放。另一方面，

虽然筛选机制依然存在，但中欧投资协定为中国企业争取了欧盟

市场的广泛准入。在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甚至得到了更大让步。

总的来说，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对中方来说是利好消息，但在

创造双方公平竞争的环境方面并没有太大意义。



10

全球观察 GLOBAL WATCH                                                                                                                      2021 年第 9 期

所以，现在的关键问题是中欧投资协定的有效性到底如何、

可行性到底多大。首先，中国缺乏投资保护条款。没有投资保护

条款，就只能依赖中国与特定欧盟成员国之间现有的双边投资条

约，这意味着保护水平不一致。中欧双方决定再继续谈判两年，

以最终确定投资保护的章节。但问题是，目前没有明显动力来完

成该章节。第二，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解决机制不连贯，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规定有单独的机制，只能形成建议。因此，投资协定的

全面落实无法得到保障。第三，只有中方有足够诚意，中欧投资

协定中的高级别磋商才能发挥作用。

中欧投资协定目前正在法律审查阶段，通过审查才能签署。

但是，未来的批准进程将在欧盟面临严重障碍，尤其会在欧洲议

会遇到阻力。中国为反制欧盟制裁，在 3 月份制裁了欧洲议会部

分议员。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瓦尔迪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5 月初指出，目前批准中欧投资协定的环境并不乐

观，因此有关工作已经搁置。总的来说，欧盟应该重新考虑是否

通过中欧投资协定。此外，欧盟可以和美国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

伙伴形成共同立场，更大程度上对中国施压。

作者：达米安·乌努科夫斯基，2021 年 5 月 18 日

翻译：严格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political-and-economic-mignity-of-the-eu-

china-complement-agreement on-investment-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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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二）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中美第一阶段经贸

协议》跟进：中国对美国产品进口情况协议》跟进：中国对美国产品进口情况

2020 年 2 月 1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

国政府（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Economic and Trad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hase One）开始生效。中国同

意在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间的两年内，在 2017

年基数之上，扩大对美国特定种类产品和服务的进口，进口额增

加不少于 2000 亿美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的图表

记录了协议生效后中国每月的美国商品和服务进口额，数据分别

来自中国海关公布的中国进口额和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公布的美国出口额。图表还对两国间的实际进（出）口

额与协议中所承诺的年度进（出）口额进行了对比。数据根据月

份按比例分配，并经过了季节性调整。此外，根据协议内容，图

表中两项 2017 年基准数据分别来自中美双方各自公布的进（出）

口额（具体计算方法详见下文）。

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底之前，在 2017 年的基数上，扩大对

美国特定种类产品的进口，进口额增加至少 639 亿美元。以中国

2017 年的美国商品进口额为基准，中国对美国特定商品进口额在

2020 年应达到 1731 亿美元，但实际仅为 999 亿美元，只兑现了

承诺的 58%。而以美国 2017 年的对华出口额为基准，中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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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进口额应达到 1590 亿美元，但实际仅为 940 亿美元，只完成

了 59%（2020 年具体数据详见下文）。

2021 年，中国承诺以 2017 年数据为基准，扩大美国特定种

类产品进口，进口额至少达到 982 亿美元。以美方出口数据为基

准，中国进口额增长应达到 1933 亿美元（如 2021 年图表 a 中蓝

线所示）；而以中方进口数据为基准，增长应达到2074亿美元（如

2021 年图表 a中红线所示）。

1、2021 年最新数据1、2021 年最新数据

2021 年前 4 个月，中国对美国特定种类商品总进口额达到

471 亿美元，而根据协议折算出的目标为 645 亿美元。同时期，

美国对华特定种类商品的出口额达到 345 亿美元，折算目标为

574 亿美元。截至 4 月底，以中国进口额为基准计算，中国兑现

了承诺的 73%，而以美国出口为基准计算，承诺仅兑现了 60%。

在特定种类的农业产品方面，中国承诺在 2021 年将进口额

较 2017 年提升 195 亿美元，即全年进口额达到 436 亿美元（以中

国进口数据为准，如 2021 年图表 b 所示）或 404 亿美元（以美国

出口数据为基准，如 2021 年图表 c 所示）。2021 年前 4 个月，

中国对特定种类农产品的进口额为168亿美元，目标为194亿美元。

而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为 101 亿美元，目标为 128 亿美元。以中

国进口为准，承诺兑现了 87%，而以美国出口为准仅 79%。

在特定种类的制成品方面，中国承诺以 2017 年为基准，在

2021 年将进口额提升 448 亿美元，即全年总进口额达到 123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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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以中国进口数据为准）或 1131 亿美元（以美国出口数据为

准）。截至 4 月底，中国特定种类制成品进口额为 246 亿美元，

目标为 348 亿美元。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为 205 亿美元，目标为

320 亿美元。以中国进口为准，承诺兑现了 71%，以美国出口为准

为 64%。

在特定种类的能源产品方面，中国承诺将 2021 年的进口额与

2017 年相比提升 339 亿美元，即全年总额达到 407 亿美元（以中

国进口数据为准）或 415 亿美元（以美国出口数据为准）。2021

年前 4 个月，中国特定种类能源产品进口额为 57 亿美元，目标为

102亿美元。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为40亿美元，目标为126亿美元。

以中国进口数据为准，中国兑现了承诺的 56%，但以美国出口为

准仅 32%。

2017 年，其他商品进口额占到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的

29%，以美国出口额计算，占到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 27%。此次

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该种商品未做出法律规定。

2021 年前 4 个月，中国该类产品进口额为 134 亿美元，较 2017

年降低 13.6%。以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计算，2021 年前 3 个月，

美国此类商品对华出口额达到82亿美元，比2017年同期减少1.6%

（4 月对华出口数据会在 2021 年 6 月 8 日公布）。

尽管协议同样涉及中国对美国服务的进口额，但此类数据并

未按月公布，因此本文不做分析。

注：2021 年 4 月的相关更新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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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月 25 日发布）和中国海关（2021 年 5 月 20 日发布）。

尽管协议同样涉及中国对美国服务的进口额，但此类数据并

未按月公布，因此本文不做分析。

注：2021 年 4 月的相关更新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2021

年 5 月 25 日发布）和中国海关（2021 年 5 月 20 日发布）。

2、2020 年数据2、2020 年数据

2020 年，中国对美国特定种类商品总进口额达到 999 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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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而折算出的目标为 1731 亿美元（如 2020 年图表 a 中红线所

示）。同时期，美国对华特定种类商品的出口总额为940亿美元，

目标为 1590 亿美元（如 2020 年图表 a 中蓝线所示）。协议生效

后的第一年里，以中国进口额为基准计算，中国仅兑现了承诺的

59%，而以美国出口额为基准计算，仅兑现了 58%。

在特定种类的农业产品方面，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将进口额较

2017 年提升 125 亿美元，即全年进口额达到 366 亿美元（以中国

进口数据为准，如 2020 年图表 b 所示）或 334 亿美元（以美国出

口数据为准，如 2020 年图表 c 所示）。2020 年全年，中国特定

种类农产品进口额为 236 亿美元，而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为 273

亿美元。在协议生效的第一年，以美国出口为准，中国仅兑现了

承诺的 82%，而以中国进口为准，兑现率仅 64%。

在特定种类的制成品方面，中国承诺以 2017 年为基准，在

2020 年将进口额提升 329 亿美元，即全年进口总额达到 1112 亿

美元（以中国进口数据为准）或994亿美元（以美国出口数据为准）。

2020 年，中国特定种类制成品进口额为 665 亿美元，而美国所统

计的出口额为 570 亿美元。2020 年全年，以美国出口额为基准，

中国兑现了承诺的 57%，而以中国进口数据为基准，兑现了 60%。

在特定种类的能源产品方面，中国承诺在 2020 年将进口额

较 2017 年提升 185 亿美元，即全年进口额达到 253 亿美元（以中

国进口数据为准）或261亿美元（以美国出口数据为准）。2020年，

中国特定种类能源产品进口额达到 98 亿美元，而美国所统计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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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仅为 97 亿美元。在履行协议的第一年，以美国出口为准，中

国兑现了承诺的 37%，而以中国进口为准为 39%。

2017 年，其他商品进口额占到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的

29%，以美国出口额计算，占到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 27%。此次

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对该种商品未做出法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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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中国该类产品进口额为 350 亿美元，与 2017 年相比降

低 23.3%。以美国所统计的出口额计算，美国此类商品对华出口

额在 2020 年达到 307 亿美元，较 2017 年同期减少 11.7%。

3、计算方法3、计算方法

根据协议第六章第 6.2 条第六款规定：“中美两国的官方贸

易数据应用于判定本章节是否得到落实。”因此，对协议中货物

贸易承诺的落实情况的评估应同时以美国出口数据和中国进口数

据为基准。首先，月度数据要同时参考美国出口和中国进口两组值。

第二，由于中美双方给出的 2017 年基准数值不同，根据不同基准

值估算出的年度和月度目标也有所差异。第三，协议《附录 6.1》

用 2、4、6、8 或 10 位的 HS 编码列出了进口承诺中涉及的具体商

品种类，将其与中美双方给出的 2017、2020 和 2021 年贸易数据

进行对应。2020 年 10 月 26 日后的更新版本中，美国出口数据中

编码 8800（和 8802：飞机）的产品数据被移出“其他商品”，加

入到“指定种类制成品”和进（出）口总额中。

每月的采购和进（出）口目标数额经过季节性调整，以反映

当月数据与 2017 年数据的相对比重。请注意，将年度目标折换成

月度目标只是为了清晰直观地反应数据。协议文件中仅规定了中

国的年度目标，并不涉及任何月度目标。

以美国出口额为基准进行估算，该协议涉及的产品总额达

到 951 亿美元，占 2017 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1298 亿美元）的

73%。在指定种类产品总出口额中，农产品总额为 209 亿美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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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 665 亿美元，能源产品 76 亿美元。其他协议未涉及的产品

没有年度出口额目标。2017 年，此类产品占美国对华出口总额的

27%，价值达到 347 亿美元。

以中国进口额为基准进行估算，该协议涉及的产品总额达到

1092 亿美元，占 2017 年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1549 亿美元）

的 71%。在指定种类产品总进口额中，农产品总额为 241亿美元，

制成品 783 亿美元，能源产品 68 亿美元。其他协议未涉及的产品

占 2017 年中国进口美国产品总额的 29%，价值达到 456 亿美元。

无论以中美哪个国家的数据为基准，根据第一阶段协议内容，

相较于 2017 年，两国在 2020 年的贸易额都有所增加：农产品

125 亿美元，制成品 329 亿美元，能源产品 185 亿美元；2021 年

增加农产品195亿美元，制成品448亿美元，能源产品339亿美元。

数据出自协议《附录 6.1》。

作者：查德·鲍恩，2021 年 5 月 25 日

翻译：张冕筠

（https://www.piie.com/research/piie-charts/us-china-phase-one-tracker-chinas-

purchases-us-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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