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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或者投资建议： 

 12 月 21 日，特朗普宣布成立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目的是阻止工作岗位向中国、墨西哥

等国外流，并提名经济顾问彼得‧纳瓦罗领导新组建的全国贸易委员会，为美国的贸易和产

业政策提供决策意见。纳瓦罗最为人所知的观点是对中国的强硬鹰派态度，他支持特朗普

对来自中国的商品施加 45%的惩罚性关税，在多个场合和声明中表达对中国、对中美贸易

的不满，将诸多问题引向“中国威胁论”。 

 特朗普启用纳瓦罗的举动被认为是他立场强硬，打算重塑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两个经济体

关系的最新迹象。但事实上，尽管特朗普及其团队作风较为强硬，反华、反全球化的激进

趋势较为明显，很可能在之后采取强制性高关税、较高的移民限制等措施。 

 如果美国强行推行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一冲击不仅对中美两大经济体造成影响，也会影

响相关产业链上的多个经济体发生危机，而这些危机又会进一步影响美国公司和相关产业

的就业与发展。目前来看，中国出口优势产业集中在纺织服装、家用电器、消费电子、金

属制品、机械、塑料制品、玩具产业等，也是中美顺差的主要贡献来源。美国反华贸易政

策很可能从以上行业先下手。目前一些分析认为 2016年人民币经历的较大幅度的贬值有可

能提振以上行业在 2017 年的盈利空间，但仍需地方贸易战一旦落地对这些行业的潜在损

伤。 

 尽管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某些偏激的观点和

可能采取的强制性高关税、移民限制等举动。正如当年的里根总统一样，特朗普的经济顾

问团队主要由商人组成，缺乏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学者，依然有可能做出不符合美国长期

经济利益、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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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纳瓦罗对华鹰派政策梳理 

12 月 21 日，特朗普将正式提名“对华鹰派”彼得·纳瓦罗作为其国家贸易委员会

主席。现年 67 岁的纳瓦罗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经济学教授，

同时，也是著名的共和党右翼对华强硬派人士。国家贸易委员会是在白宫下设立新的贸

易机构，主要任务是就贸易谈判的创新战略向总统提供建议。特朗普提名纳瓦罗为国家

贸易委员会主席，是基于纳瓦罗的贸易保护倾向与特朗普团队的经济政策思路一致。作

为“中国威胁论者”，纳瓦罗长期以来关注中国与美国的贸易关系，并多次就中国的发

展问题发表文章，更在公共场合公开表明自己偏激的立场。表 1 总结了近十年来纳瓦罗

的主要作品及观点。 

表 1：纳瓦罗主要作品及观点 

时间 作品 观点 

2006 To be or Not to be in China 告诫美国企业界与中国经济往来的高度风险。 

2006 The Coming China Wars 
200鼓吹中美对抗，并扬言美国应该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甚至认为美国应该

通过军事行动来对中国进行边境控制。 

2007 Report of the China Price Project 中国产品价格是“补贴、低估汇率、假冒、盗版”形成的。 

2007 
Yahoo isn't the only U.S. company 

helping China's Internet cops 

公开指责美国 IT巨头雅虎、思科、谷歌等公司协助中国的“专制体制”，这

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中国“开后门”。 

2008 China's pollution Olympics 中国为了举办奥运会而大兴基建，严重污染了环境。 

2012 death by China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在迅速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手”。中国企

业不择手段，令世界市场充斥着致命产品。中国的非法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

在一步步扼杀美国工业。中国军队也不怕与美国正面对抗，美国的政治家和

学者却对逐步逼近的“中国威胁”保持沉默。 

2016 
卧虎：中国的军国主义对世界意味

着什么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越来越争强好胜的国家，并且正设法挑战美国的经

济霸权和军事霸权。他还表示，中国与美国不能够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而只

有以美军强大的实力才能保证和平。 

2016 特朗普回归里根时代 

强调当下特朗普与里根时代在外交政策理念上的一致性，即通过建立压倒性

军事力量的鹰派作风，实现“实力促进和平”。美国需要通过强硬的军事实

力遏制俄罗斯、中国的崛起，使后者无法挑战美国的全球领袖地位。 

2016 美国不能放弃台湾 台湾是民主灯塔，也对美国在亚洲的防御战略至关重要。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根据纳瓦罗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典型的鹰派“中国威胁论”观点持有者，

立场尤为强硬。他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中国通过压迫工人获取廉价的劳动力，以此夺走了美国高素质工人的工作； 

第二，中国正在将其污染向全世界扩展，并且最终将威胁到美国的环境问题； 

第三，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盗版国家，制作粗糙且劣质的中国制造产品正在残害美国

消费者的身心健康； 

第四，中国的专制体制正在挑战美国伟大而光明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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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中国对非洲和拉美地区的经济渗透"新殖民主义战争"，正在迫使非洲国家用

它们的自然资源来换取这些项目，让中国进入它们的市场，实际上使非洲人民更为贫困； 

第六，中国的军事发展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极大的挑战，并且正设法挑战美国的经

济霸权和军事霸权； 

第七，美国消费者应尽量避免购买中国产的产品；美国人民应当对政府官员施压，

让他们知道得“认真”同中国打交道；美国企业应把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出来，并且对中

国生产的产品加强质量管理。 

总之，作为特朗普 15 人经济顾问团队中唯一“经济学者”，纳瓦罗对中国观点较为

偏激，从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对中国措提出批评，认为中国的崛起不仅

威胁到了美国的大国地位，还降低了美国的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他提出，应该向中国

商品征收 43%的关税，特朗普在竞选演讲中直接上调到 45%。 

2.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  

特朗普在竞选中的主要观点是削减税收、大兴基建、增加就业、贸易保护等政策，

他提出的“把就业带回美国”口号获得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中下阶层人民的支持。中国加入

WTO 后的十年内，随着中美货物贸易赤字不断扩大，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

不少学者认为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下滑是中美贸易发展的结果，因此新一届特朗普政

府倾向于对中采取强硬的贸易政策。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中美贸易关系稳定化与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下

降在同期发生，数据显示中美贸易总额与制造业就业呈反向增长，相关系数为-13.15%。

因此，正如特朗普在竞选宣言中所说，他提供美国再就业机会的主要举措之一是对中国

采取强硬的贸易制裁，减少对中国的进出口，把更多的就业机会提供给美国人，一切“以

美国为中心”。 

图 1：中美贸易余额  图 2：中美贸易与制造业就业 

 

 

 
资料来源：Bloomberg，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特朗普启用纳瓦罗的举动正是他立场强硬，打算重塑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两个经济

体关系的最新迹象。根据特朗普上台前后的强硬态度以及启用纳瓦罗、迪米科（美国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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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代表职位的主要候选人，对中国态度非常强硬）、赖思哲(曾帮助里根政府向日本施压，

迫使日本限制对美国出口)等一系列对外态度较为偏激、强硬的人选作为贸易相关人员的

举措来看，美国政府未来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结这着一系列行为，

特朗普对中国实行较高的惩罚性关税、加强移民政策的审核等一系列反全球化、反国际

贸易的举措也并非不可能。 

众所周知，国际贸易的扩大可以使得不同的经济体更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在更为专场的领域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根据 IMF 的观点，贸易与发展以及经济增长与

减贫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移民、贸易自由化、补贴改革等强有力的政策工具能够在支

持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极大的作用，在提高贫困线以下人群收入的同时，也为有助于穷人

的医疗和教育等社会性开支带来了收益。对中国等贸易大国施加贸易制裁、贸易指控等，

反而会导致失业率上升。 

虽然贸易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与受影响进口品直接竞争的行业和工人的压力，

但施加关税一般会带来紧缩性影响，减少整个经济的产出、投资和就业。同时，它还可

能导致贸易伙伴征收报复性关税，从而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大战。关税会造成外汇

市场上本币升值，从而可能减少 GDP 和就业，最终会使贸易逆差恶化。IMF 使用全球

综合货币与财政模型展示了两种情景，一是东亚新兴国家不对美国进口商品征收报复性

关税，另一情景反之。两种情景中，实际 GDP 均有所下降，美元出现升值。 

图 3：先进经济体失业率与贸易指控  图 4：全球综合货币与财政模型：美国 

 

 

 

资料来源：IMF，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申万宏源研究 

同时，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中美贸易降低了美国制造业就业，但是近年来的数据显示，

中美贸易总额与非农就业呈正比，相关系数为 21.54%；中美贸易的促进不仅增加了美国

的非农就业，还促进了美国实际 GDP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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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中美贸易与 GDP 增长  图 6：中美贸易与非农就业 

 

 

 
资料来源：Bloomberg，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Bloomberg，申万宏源研究 

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止到 2016 年 10 月为止，一年以来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

出口额为 4728.41 亿美元，与上一年相比减少了 5.18%。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 920.3 亿

美元，下降 3.5%，占美国出口总额的 7.64%，下降了 0.06 个百分点；自中国进口 3808.11

亿美元，下降了 3.8%，占美国进口总额的 21.00%，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

2887.81 亿美元，下降了 6.2%。尽管如此，在全球贸易缩水的大背景下，作为美国第三

大贸易国，中美之间贸易总额仍然占到了美国与全世界贸易总额的 15.8%，占美国前 30

贸易国交易总额的将近 19%，在美国贸易往来市场上仍然占据着重要地位。通过近十年

来的数据测算中美贸易互补度可以发现，两国之间的互补度均大于 1，中美两国直接的

贸易互补度较高，贸易依赖性较强。 

图 7：美国与主要国家地区进口总额：2016.10  图 8：中美贸易互补度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Bloomberg，申万宏源研究 

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到了中国对世界出口的约 20%，是中国最主要的国际贸

易国家和地区之一。尽管近一年来中国对外贸易整体萎缩，进出口累计同比降为负值，

但与美国的贸易仍旧变现卓著。可以说，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重要，已经成为了两

国居民投资和生活不可用缺少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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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国对美国出口及占比  图 10：2015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比重分布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图 11：中国与主要国家地区进出口总额：2016.10  图 12：中国与主要国家地区进出口总额累计同比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资料来源：WIND，申万宏源研究 

总之，尽管特朗普及其团队作风较为强硬，反华、反全球化的激进趋势较为明显，

很可能在之后采取强制性高关税、较高的移民限制等措施，但是考虑到中美之间稳固、

长久的贸易往来行为和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这些强硬的举措很难对中美贸

易产生尤为强劲的影响。同时，由于竞选政治周期的存在，我们也预期可能并非特朗普

当初声明的所有事项都会得到施行。由历史的趋势可以看出，来自共和党的美国总统提

出的对中政策更为务实，这为中美合作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 

通过惩罚性关税对贸易伙伴“采取强硬措施”的这一举措很可能导致经济下行、经济

增长降低、就业进一步恶化，与特朗普实施这一政策的初衷不相符。如果美国强行推行

对中国的贸易制裁，这一冲击不仅对中美两大经济体造成影响，也会影响相关产业链上

的多个经济体发生危机，而这些危机又会进一步对美国公司和相关产业的就业与发展造

成并不正面的影响。 

总之，尽管全面贸易战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依然要警惕即将上任的新总统某些

偏激的观点和可能采取的强制性高关税、移民限制等举动。正如当年的里根总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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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团队主要由商人组成，缺乏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学者，依然有可能做

出不符合美国长期经济利益、不符合经济学规律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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