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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加入 ＷＴＯ，对中新经贸关系的

发展是利大于弊。中国入世后，新加坡积极调整对华经贸战略，实施“中国策略”。可以预见，
中国入世后的中新经贸关系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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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 21 世纪，中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新加坡已成为中国重要的经贸合
作伙伴。中国入世后，它将对中新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与其他东盟国家
相比，中国入世对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利远大于弊，未来中新经贸关系将在广度和深度上
不断发展。

一、 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关系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由于中国与新加坡双边政治关系友好，经济互补性较强，使之双方在进出口贸易、相互投
资、承包劳务等领域合作成效显著。
自 1990 年中新建交以来，中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近 10 年两国贸易年平
均增长率达 12%。据中国海关统计，2000 年中新贸易首次突破百亿美元，达 108.2 亿美元。
2001 年双边贸易为 109.34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其中，中国对新加坡出口 57.92 亿美元，
进口 51.43 亿美元。而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的统计，该年中新两国的贸易为 224.45 亿新元（约
合 125 亿美元）。去年，在国际经济放缓，新加坡对外贸易整体下降 4%的情况下，中新贸
易仍取 0.7%（新方统计为 4.09%）的增长。目前，中国已是新加坡第五大贸易伙伴，新加
坡是中国第七大贸易伙伴。在东盟国家中，新加坡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同时，两国贸
易商品结构进一步优化，特别是机电产品的比重增加。去年，机电产品分别占中国从新加
坡进出口商品比重的 40.4%和 60.1%。从新加坡进口的商品中，金额达到 6 亿美元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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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和零部件、集成电路、成品油和初级塑料。在中国出口到新加坡的
商品中，最大宗的是电器和电子产品，达 18.98 亿美元。农副、水产、肉类和罐头等的出
口有较快增长，达到 1.11 亿美元。
１ ９ ６ ０ —２ ０ ０ １ 年中国与新加坡进出口贸易额
（万美元）
年份

进出口额

年份

进出口额

年份

进出口额

1960

5144

1990

232503

1996

734968

1665

6629

1991

307673

1997

878806

1970

14628

1992

326686

1998

817934

1975

27269

1993

489116

1999

856333

1980

61076

1994

504973

2000

1082097

1985

228036

1995

689847

2001

1093440

资料来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年鉴》（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有关年份，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2001 年进出口商品国家（亚洲）总值表》
[EB]http://www.moftec.gov.cn/moftec_cn/tjsj/jcktj/zygb2001-12a.html。

在新加坡政府提出“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政策鼓励下，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新加坡
对华投资，近来明显出现了转机和酝酿中的热潮。去年，新加坡对中国投资出现了止跌回
升的势头。１９９９—２０００ 年，新加坡对华投资连续两年下降，协议投资额分别下降 22.9%和
20.4%。去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项目达 671 项，增长 9.46%；协议投资额为 15.45 亿美
元，下降 12%；实际投入为 20.69 亿美元，仅下降 0.5%。目前，新加坡是中国仅次于香港、
台湾、美国和日本的第五大外资来源地。近期内，一些新加坡上市公司纷纷引入中资，淡
马锡控股、新科技集团等政府控股的政联企业（GLC）也尝试再度进入中国市场。同时，
新加坡在华投资已从传统的房地产、制造业转向资讯科技、银行金融服务等新领域。中新
苏州工业园的中新股权比率顺利转换，中方承担主要管理权，双方在工业园开发建设中的
合作更趋密切，使苏州工业园项目不再影响新加坡工商界对中国投资环境的看法。另一方
面，中国企业在新加坡的投资也与日俱增，现已有 85 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公司或办
事处。1 近年，在新加坡的中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资产重组与调整，如中国银行新加坡分
行与广东省银行新加坡分行于今年初完成合并、中国保险新加坡公司与太平保险新加坡分
公司也已合并，从而增强了中资企业的实力。
目前，新加坡是中国海外第一大劳务市场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截止 2000 年底，
中国公司在新加坡累计签订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额达 67 亿多美元，完成营业额 51 亿
多美元，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15.49 万人次。2 去年，上海隧道股份（新加坡）公司与
瑞典、新加坡公司联合承建了目前新加坡市场上最大的土建工程地铁滨海线 C825 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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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额 3.44 亿新元。

二、中国入世加速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2001 年 12 月 11 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中国入世后，它将对中国
与新加坡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中国入世对双边经贸关
系的发展利远大于弊。
首先，中国入世所拉动的经济增长将加快中新经贸关系的发展。
中国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
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将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贸易合作。中国巨大市场的开
放，将为世界各国的商品进入提供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新加坡作为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
将最能享受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商机。据 WTO 秘书处估计，入世后中
国对外贸易每年将有 6—26%的增长速度，从而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2.9 个百分点。这种
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将带动中国与新加坡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新加坡著名的证劵公
司大华继显研究公司新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测算，中国的经济的蓬勃发展每年可为新加坡贡
献约 1.6%的国内生产总值。3 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平均每增长 1%，将带动新加坡对中
国的出口增长 0.5%。4
第二，入世后中国关税的降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将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发展。
加入 WTO 之后，中国将继续分步降低关税税率。到 2005 年，关税税率将会按照承
诺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工业品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将降至 10%左右，并全部
取消 400 种进口配额。到 2004 年，农产品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将降至 17%左右。中国关
税的降低和非关税措施的减少，将促进双边贸易关系的不断发展。与其他东盟国家相比，
中国降低关税税率，对于印尼对华出口影响不大，对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有利有弊，
新加坡则是最大的受益者。据新加坡学者研究显示，中国关税每下降一个百分点，新加坡
的机械与运输设备出口就增加 99.282 万美元，石油化工产品出口增加 26.982 万美元，初
级产品出口增加 41.662 万美元，其他工业品出口则增加 33.601 万美元。1
第三，中国入世所带来的市场开放将推动相互投资的扩大。
目前，新加坡对中国的投资大多集中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和市场
开放，尤其是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逐步实施和鼓励外商到西部投资一系列政策的落
实，新加坡对中国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投资将不断扩大。新加坡大华继显研究公司新近的研
究报告显示，
1994 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回报仅 4 亿美元，
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 0.4%；
1999 年这一投资回报已达 32 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2%。该报告预测，新加坡在中
国投资的回报将继续上升，它将吸引新加坡企业到中国投资。2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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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去”的战略，鼓励与支持有实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到境外投资设厂，并在信贷、保险
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新加坡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之一，因而中国在新加
坡的投资将迅速增加。目前，已有 85 家中国企业在新加坡设立公司或办事处，并以此作
为进入东盟市场的门户。同时，包括天津中新药业、中国光大、中远投资、亚洲创建、中
国航油、电子科技软件、鹰牌控股、大众食品和联合食品等中国公司已在新加坡上市。
第四，中国入世将推进双边其他领域的合作与发展。
随着中国入世的进程，国内产业结构加速调整，贸易投资障碍逐渐消除，政策透明度
日益增强，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服务业逐步开放，它将为中国与新加坡在承包工程、劳务
合作、金融、旅游、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与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在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方
面，作为中国最大的海外劳务市场和第二大工程承包市场，中国公司在新加坡承包工程和
劳务合作项目将不断扩大，中国外派海外劳务人员的数量也将日益增加。在金融业方面，
随着中国的银行、证券、保险业逐步开放，外国金融机构将踊跃进入中国境内设立分支机
构，这也为新加坡的银行金融机构提供了发展空间和市场。在港口方面，中国放宽了外资
对集装箱码头设施及营运公司的持股比率，允许外资拥有多数股权，它将吸引新加坡港务
集团加速进军中国集装箱码头业务，该港务集团已在大连、福州和广州合资经营码头。3 在
旅游业方面，中国承诺入世后三年内，逐步改变原有对外资进入国内旅游业有严格比例限
制的规定，允许外资占多数股权，外商进入中国旅游行业的限制将大幅放宽，这将进一步
推动双边旅游业的合作。据新加坡旅游局的统计，截至去年底新加坡在中国旅游业的累计
投资总额达 ６．１８ 亿美元，这些投资项目主要是景点开发、度假村、高尔夫球俱乐部、酒
店以及交通运输等相关配套服务。4 在教育方面，中国入世后，教育的国际化、产业化和
法制化的步伐加快，市场在教育资源中的配置作用将加大，这为双边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奠
定了基础。由于新加坡教育制度受西方国家影响较大，英文教育水平较高，已吸引越来越
多的中国学生到当地留学。目前，到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人数约在 １．３—１．５ 万人。5

三、中国入世后新加坡对华经贸战略的调整
中国入世前后，为因应中国入世对新加坡经济的影响，新加坡政府积极调整了对中国
的经贸战略，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进一步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中国入世后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放所带来的巨大商机，提出了
“搭乘中国经济顺风车”的“中国战略”
。2001 年 8 月 9 日，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国庆群
众大会演讲时宣布了新加坡未来经济发展的五大方向，其中第一条就是“开展环球化经营，
将业务扩展到本区域或更远的新市场，包括中国和印度”
。同时，政府还将开拓中国市场
视为未来经济增长的第四引擎。为此，政府制定了多项政策措施，包括贸工部设立国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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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部门，来协调在华的发展计划；设立中国联络网提供在华经商的资讯，分享在中国经商
的资讯；在中国建立新加坡总商会，协助国人融入中国的商业环境；设立中国商业资讯中
心，提供一站式的咨询服务；派遣政府官员赴华进修，培养一批了解中国的官员，提供学
习华文的环境与设备，鼓励学生选修华文等。1 同年 11 月，在中新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磋
商第四次会议上，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经贸合作达成全面共识。此外，新加坡贸工部长
杨文荣还率领经贸代表团前往中国西部的省区考察。
新加坡是区域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转口贸易占新加坡贸易总额的 45%左右。目前，
中国出口到新加坡的商品共 24 种，其中钢材、家具、陶瓷及农副产品等多为转口贸易，
有的则全部转口。中国出口到印尼、泰国、斯里兰卡、澳洲甚至欧洲的商品，许多都经新
加坡转口。2 为此，新加坡政府提出要协助中资企业通过当地进军周边市场，使新加坡成
为中国大型企业在东南亚销售产品的桥头堡。政府将鼓励中国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分销中
心，协助其在短期内建立区域分销网。同时，鼓励中资企业与新加坡贸易商在国际行销和
创立品牌方面进行合作。迄今，已有春兰集团、南洋五矿、飞跃缝纫机集团等中资企业以
新加坡为基地，逐步进军周边国家市场。3
同时，新加坡政府已设立跨部门研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吸引和协助更多包括中国企业
在内的外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或设立公司。为了吸引中国企业到新加坡设立办事处、分公
司，以当地作为它们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门户，以及最终在新加坡上市，新加坡政府将为中
国企业提供“配套”援助计划，这包括协助它们与东南亚国家建立联系、提供较低的办公
室租金以及协助展销中国产品。4 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具有一些有利条件，由于新加坡
是国际金融中心，又是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当地既能较好地接纳中国概念又容易获得国际
资本的青睐。另外，新加坡的入市门槛较低更适于中国企业上市。目前，在新加坡上市的
中国企业除天津中新药业、中国航油外，以民营企业为主。中国企业在新加坡上市的途径
主要有直接上市和间接上市，前者是直接在当地发行股票并在其证劵交易所挂牌上市，如
天津中新药业、中国航油等；后者是买壳上市或造壳上市，如中国光大、中远投资等。

四、中新经贸关系发展的前景
近年中国与新加坡的经贸关系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两国经贸合作成效显著。中
国入世之后，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实施，中国
与东盟经贸关系将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双边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目前，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已就进一步加强双边经贸合作和提高经贸合作广度与深
度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首先，两国经贸合作与投资应该从过去着重于中国的东部地区扩
大到西部地区。新加坡总理吴作栋、贸工部长杨文荣和总统纳丹顺序访问了中国西部地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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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 年 9 月 26 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3 月 20 日。
新加坡《联合早报》2002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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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肯定了西部发展的前景；其次，中新经贸合作应当从传统的经济部门提高到新经济领域，
特别是重视高科技合作与人才交流；第三，新加坡有充足的资金，有成熟的企业，有高级
的管理人才，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与西方跨国公司有密切的关系，能够发挥中西方桥
梁的作用。1
中国入世后，中新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于两国具有较大的经济互补性
和双方政府对此所作出的努力。中新两国地理位置接近，经济结构均有各自的优势，产品
和资源互补性强。同时，官方已签署的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为其提供了法律框架。亚洲金
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新加坡经济也摆脱危机而迅速复苏，由此两
国互为市场的潜力将大大拓展，为双边经贸合作创造广阔的空间。中国将继续是新加坡自
动化数据处理设备和零部件、集成电路、成品油等出口的重要市场，我国的电器和电子产
品、农副、水产、肉类和罐头等的等产品具有增加对新加坡出口的潜力。在巩固和扩大传
统商品交换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贸易商品结构，开展灵活多样的贸易形式。中国正不断
调整吸引外资政策，扩大吸引外资的领域和地区，这将吸引更多的新加坡工商企业来华投
资。同时，中国也将积极推动在新加坡的投资。
同时，在第五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双方决定在 10 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
由贸易区”
，它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最大的自由贸
易区。新加坡政府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将有利于增加区内
贸易与投资，加速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力推动中
国与新加坡的双边贸易、相互投资和其他经济技术领域的合作。
［责任编辑：吴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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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quiry Into the Impacts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ino-Philippin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Philippine Economy
Shen Hongfang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competi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Sino-Philippine bilateral economic relations as well as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of both sides, the author probes into the impacts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ino-Philippine bilateral trade,
investment and service, the competi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ic activities of both sides as well as the Philippine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ina’s WTO entry; Sino-Philippine economic & trade relations; competition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Sino-Singaporean Economic & Trade Relations
After China’s WTO Accession
Wang Q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ino-Singapore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will do more good than harm to the development of Sino-Singapore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After China’s WTO entry,
Singapore has taken the initiative to adjust its economic and trade strategy towards China and implemented the “China Strategy”. It can
be predicted that after China’s WTO entry, Sino-Singaporean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will continuously develop in a greater
breadth and depth.
Key words; China’s accession to the WTO; Singapore;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mpacts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ino-Thai Trade
Xu Ke
Abstract: Following a survey of current Sino-Thai trade,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s of China’s WTO entry on Sino-Thai
trade and the trades between China/Thailand on one side and a third country on the other. It argues that after China’s WTO entry, Thai
exports to China will increase significantly and Sino-Thai trade deficit is likely to further enlarge, enabling Thailand to benefit a great
deal in the short run. But in the lo ng term, it will benefit both China and Thailand, and th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ll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Key words: China; entry to WTO; Thailand; trade

Chinese investment in Vietnam:
Present Situation and Opportunity
Dai Kelai You Mingqian
Abstract: China’s investments in Vietnam have continuously progressed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m,
though the scale and size has still been relatively small, the investment pattern less rational, the investment structure remains to be
improved, and tremendous potentialities to be tapped. Nevertheless, with the sound foundation and favorable conditions in friendly
poli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increas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forms and economic/trade relations in both
countries,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in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 investment, as well as the needs in
Chinese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Vietnamese initiatives for WTO entry and its new goa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investments in Vietnam are bound to meet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and prospects.
Key words: China; Vietnam; economic cooperation; investment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Som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Zhao Heman
Abstract: After the advent of Asian financial crises, there had been different degrees of turbulence in some of th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that had caused the common people to be concerned about and reflect o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Indonesia,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al chang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in some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Key words: Southeast Asia; political situatio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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