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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两岸的经贸交流始于 1987 年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之时，30 多年的经贸交流不仅促进了两岸在经济方面的合

作深入，也产生了一系列溢出效应。本文在回顾两岸经贸交流历程的基础上，从政治、社会和文化三个方面探讨这种经
贸交流的溢出效应，并从创新两岸经济合作新模式、深化政治互信、提高两岸的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水平,加快建
立共同管理机制三个方面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经贸交流对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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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7 日，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

（一）两岸关系接触期（1987~1995）

九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会面，习近平在致辞中说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之间随即展开

到：
“曾几何时，台海阴云密布，两岸军事对峙，同胞

了激烈的内战，在这场战争中，国民政府最终落败，

隔海相望，亲人音讯断绝，给无数家庭留下了刻苦

并于 1949 年迁移至台湾，开启了海峡两岸对峙的

铭心的伤痛，
甚至是无法弥补的遗憾。2008 年以来，

时期。

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过去七年，台海

1987 年以前，两岸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台湾尚

局势安定祥和，两岸关系成果丰硕，两岸双方和广

属于戒严时期，对中国大陆采取“不接触、不谈判、

大同胞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
1987 年两岸同胞打

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两岸的经贸交流因政治的对

破隔绝状态，开始历史性的交流，1993 年，海协会长

峙几乎全遭禁止。1987 年 11 月 2 日，台湾
“行政院”

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会谈，

通过“复兴基地居民赴大陆沦陷区探亲办法”
，这项

实现了两岸高层人士四十多年来的首次会晤，迈出

政策为两岸关系开启了新页，使得海峡两岸在隔绝

了两岸关系发展中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在两岸政治

近 40 年后，出现了良性互动的契机，步入了民间交

对立的大背景下，经济交流这一手段被首先采用，

流时期。

[1]

经过 30 多年的交往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不管是台

由于 1987 年台湾方面开放对大陆探亲，再加

湾经济之于大陆，还是大陆经济之于台湾，都产生

上 1986 年新台币开始对美元大幅升值，使原已面

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是在经济交流的促进下，两

临台湾生产成本上升的传统产业遭逢竞争的压力，

岸的政治、文化和社会交流才得到蓬勃发展，可以

选择以产业升级，或借由政府的解严措施与开放探

说，经济交流既是先导，也是基础。如今，两岸关系

亲政策，将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国大陆，台商大举到

和平发展进入新阶段，经济交流也面临着一些新形

大陆投资，推动了两岸经贸关系发展。不过，此阶段

势和新问题，怎样在新阶段继续发挥经济交流的作

由于台湾当局开放厂商以间接方式经由第三地对

用，既是我们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也是夯实两岸

大陆地区进行投资，因此，此一阶段属于间接经贸

交流基础所需。

交流的时期[2]。

一、两岸经济交流历程简介
收稿日期：2016-02-01
作者简介：赵凯，男，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二）两岸关系停顿期（1995~2000）
1995 年，由于李登辉访美所造成的“台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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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两岸经贸交流陷于停滞，1996 年 8 月，李登辉

台湾中下阶层对两岸经贸交流无感和台湾青年一

更是提出必须检讨以大陆为腹地来建设亚太营运

代对大陆“以经促统”的担心，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中心的论点，同年 10 月 21 日在“国统会”会议上提

是两岸双方今后应为之努力的方向。

出针对大陆的“戒急用忍，行稳致远”的政策，并要
求两岸的经贸往来要考虑政治风险，要求台商赴大
陆的投资要在合理规范的框架下进行，并提出“西

二、两岸经济合作的外溢效应
两岸的经贸往来对两岸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等

进暂缓，推动南向，台湾优先”的经济政策，这标示

方面都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

台湾方面对大陆经贸政策的大调整。在
“戒急用忍”

台商带给大陆的资本、制造业技术及管理经验对大

政策的指挥下，台湾方面放缓了两岸经贸交流的步

陆的改革开放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

伐，并且对赴陆投资建厂的台商进行严格审查，两

台商在大陆的投资也促进了台湾经济产业的转型

岸经贸交流几乎陷入停顿。

升级。台湾与大陆的经济合作都是基于各自的比较
优势，因此，两岸的经济合作模式多是台湾的公司

（三）两岸关系政冷经热期（2000~2008）
民进党“执政”的八年期间，两岸政治关系止步

提供资金、技术以及销售渠道，大陆的分公司则依

不前，甚至几度出现僵持和紧张的局面。与此形成

靠自身的廉价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生产物美价廉的

鲜明对比的是，同一时期的两岸经贸往来则持续扩

产品。 台 湾 对 外 经 贸 循 环 从 过 去 “ 日 本 提 供 技

大。2000 年陈水扁刚上任时，主张“积极开放、有效

—台湾加工生产——
—外销美欧市场”的“传统
术——

管理”，为了配合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持

三角模式”转变为“日本进口——
—台湾设计——
—大

续扩大开放两岸的经贸往来。

[6]
陆加工——
—美欧销售”
的
“四角模式”
。

从 2000 年至 2008 年，两岸经贸交流的进展相

与此同时，两岸大量的经贸往来在取得巨大经

当迅速，以台湾对外贸易而言，中国大陆在 2002 年

济成就的同时也外溢出政治、文化和社会效应，成

以后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2003 年以后成为台

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实基础。

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两岸经贸往来能够突破政治

（一）两岸经贸交流的政治效应

[3]

因素限制日益扩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大陆对台政策

政治议题一直是两岸关系中的敏感领域，同时

所产生的“磁吸效应”
，另一方面，民进党“上台”后，

也是最复杂的领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沿

政局的混乱和两岸关系的紧张导致台湾的投资环

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路径，通过和平发展为

境和整体的竞争力受到严重的损伤，在此种情况

两岸和平统一创造条件。

下，外资及岛内工商界的投资信心和投资意愿持续

回顾两岸 30 多年的交往史，不难发现，经济交

低落，内部消费急剧萎缩，企业纷纷外移海外寻找

流与合作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主要体现在政治互信

出路，加速了台商投资大陆的热潮 ，从而形成了

增强、两岸政治层面交流制度化等方面，比如在

[4]

1987 年两岸开放交流初期，由于两岸的交流缺乏专

“政冷经热”的现象。

责机构和制度化的协商，但同时又面临着经贸交流

（四）两岸关系迅速交流期（2008 迄今）
2008 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关系在“九二

和文教交流所产生的纷繁事务性问题，因此，代表

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实现和平发

官方的民间机构——
—海基会和海协会就应运而生，

展新局面，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实现一系列重大历

两会的交流不仅奠定了两岸的共同政治基础，还为

史性突破，初步实现了正常化、
机制化和制度化。

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在两岸和平发展新格局下，台湾当局也更积极

陈水扁上台后所推行的“台独”分裂路线，严重

地与大陆签署各项经贸协议，推动海、空运直航，开

干扰了两岸的经贸交流，在此背景下，2005 年 4 月

放陆客、陆资和陆生来台，开展两岸金融合作，为台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国

湾经济带来可观的和平红利，在视大陆市场为台湾

民党主席连战，实现 60 年来国共两党领导人的首

经济出路的政策思维下，2014 年两岸贸易额达到

次正式会谈，会谈后共同发表了“两岸和平发展共

1983.1 亿美元，台湾对大陆顺差达 1039.5 亿美元 。

同愿景”
，提出“建立两党定期沟通平台”
的主张。此

但同时，两岸的经贸交流也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

后，国共两党高层领导人每年会晤成为“惯例”
，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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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党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也成为常态[7]。此后，

生就有 6775 人，而 2011 年台湾首次招收大陆学

岸事物主管部门（国台办和陆委会）也于 2014 年实

生，就有 134 所院校招收 2141 名陆生 [11]；在文化产

现会面，2015 年 11 月 7 日，习近平和马英九更是实

业方面，2008 年马英九执政不久，即于 11 月 27 日

现了两岸分治 60 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面。

上午召开的第五届台湾文化总会上提出将深耕本

这种由民间到官方、由低级到高级的政治交流

土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放弃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

都是在两岸有一定的经济交流基础上产生的，大量

期的“文化台独”政策，加强与大陆文化交流，尤其

的经济往来使得两岸双方对彼此都产生较强的依

是两岸文化产业合作拉动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在

赖性，同时两岸经济的一体化在政治上最直接的影

2009 年 7 月举行的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

响就是使得两岸政府在面临两岸问题时都能够更

出了深化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增强两岸文化产业国

加务实、更加谨慎的处理，也使得两岸的领导人采

际竞争力的七点建议[12]。两岸的文化产业合作不是

取较为温和、稳定的政策[8]。推进两岸经济合作与一

一般意义上的交流，而是在诸如民族共同语言、文

体化发展，使两岸成为日益紧密的经济共同体，这

学、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层面上广泛辐射两岸民众

种利益共同体不仅可以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

的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对于凝聚两岸民族共识、

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有助于推进两岸和平统一发

文化共识、
政治共识都有潜在的重要意义。

展，但经济一体化并非两岸和平统一的充分条件，
还需要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意愿与积极行动

（三）两岸经济合作的社会效应

，正

两岸经贸交流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

是这种客观需求推动了两岸交流往政治议题的发

社会团体和民众两个层面，形成了两岸全方位、宽

展。

领域、多层次的社会交往格局和形式多样、内容丰

[9]

（二）两岸经济合作的文化效应

富、
参与广泛的社会交往态势。

长期以来，两岸经济合作能够在政治阻隔下迅

两岸打破隔阂尤其是 2008 年以来，两岸之间

速扩展，主要是得益于两岸同胞同文同种、基本价

的社会交流明显加速，一方面体现在各种类型、各

值观相通。两岸经济合作，无论是共识凝聚，
还是立

种主题的论坛的召开，比如于 2013 年 6 月在厦门、

场协调与沟通磨合，往往是通过两岸同胞在亲情、

漳州、福州、泉州、南平和平潭等地举行的第五届海

友情和乡情的基础上，在一种近乎“一切都在不言

峡论坛，共有台湾 22 个县市、37 家主办单位、30 多

中”的方式中进行的，反映了两岸同胞共享文化价

个界别代表和基层民众近万人出席；于 2013 年 10

值观念对两岸经济合作机制化所产生的巨大心理

月在南宁市举行的第九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提出

动力效应 。

推进 ECFA 后续协议商谈和落实、加速两岸服务贸

[10]

相对于在经济方面的差距和政治方面的差异

易协议生效实施、深化两岸金融合作、农业合作与

而言，两岸在文化之间的共同语言相对较多，同属

科技合作等 19 项共同建议；于 2013 年 10 月在上

于中华儒家文化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交流显然更

海举行的首届两岸民间和平论坛，论坛就两岸政治

具有弹性，
同时其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

关系、两岸涉外事务、两岸安全互信、两岸和平架构

两岸经济合作的文化效应主要体现在文化教

等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和研讨，这些论坛的举行不

育交流不断增加和文化产业合作的不断发展，在文

仅标志着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得到了两岸主流民意

化方面，两岸文化交流模式呈现多元发展，既涉及

认同，而且彰显了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在两岸关系

政府各文化单位，也涉及民间团体的文化艺术交流

发展中的特殊作用。

活动。比如在两岸分别举行的书画名家精品展、文

另一方面在两岸民间人员往来上，自 2008 年 7

博会、艺术论坛、文物交流展、图书交易会、两岸非

月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来，两岸旅游交流

物质文化遗产月等都属于这一类；而在教育方面则

合作不断深化，经济社会效益显著，两岸双向旅游

主要体现为两岸教育交流、陆生赴台和台生赴陆不

交流人数从 2008 年的 470 万人次，增至 2012 年的

断发展，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1985 年至 2007 年，

792 万人次，年均增幅 14%。在赴大陆旅游的台湾游

前往大陆就读本科以上的台生总数为 14907 人，近

客人数增幅缓慢并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大陆居民赴

两年人数大幅攀升，仅 2009 年到大陆读本科的台

台湾旅游人数却从 2008 年的 5.5 万人次，快速增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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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的 197 万人次，年均增长 105%[13]，旅游业日

上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当前，这种分歧对两岸进

益成为两岸人员往来的主渠道。

一步的经贸交流产生了制约作用，一方面两岸政治

三、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的外溢效应的路径思考
（一）适应两岸经济发展新常态，创新两岸经济
合作新模式
自 1980 年代中期后，台湾由工业化社会向服
务业社会转型，大陆则步入工业化加速时期，两岸

互信不足制约两岸经济深度合作，如两岸产业合作
的合理分工布局难以全面展开，大陆的资金、商品
入岛还有诸多限制；二是受政治团体及媒体鼓动，
岛内部分工商团体担心两岸经贸交流会冲击岛内
相关产业与就业，形成
“恐中”
心态。
而提高两岸双方的政治互信，最重要的就是坚

不仅在经济发展阶段上高度互补，而且土地、劳力、

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任何

资金等生产要素禀赋也高度互补，互补优势是推动

党派、任何政治人物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交

过去两岸经济交流和合作的主要动力[14]。但如今，这

流，此外，还需要两岸事务主管部门之间甚至两岸

种经济互补传统优势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大陆经济

领导人之间建立起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以及时处理

的快速发展与生产要素价格的升高，两岸传统要素

两岸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避免因沟通不当而造成

价格互补优势减弱，尤其大陆制造业快速发展、产

不良后果。两岸的和平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两岸

业体系日趋完整态势下，两岸在制造业领域由过去

民众的共同心愿，个别政治人物和党派如果妄图破

高度互补转向局部竞争性发展。目前从两岸经济发

坏两岸之间已经形成的和平发展机制，不仅会使台

展阶段上看，台湾已步入服务业社会，大陆正处于

湾走向错误道路，也是中华民族的罪人。

由工业化向服务业社会转型的启动阶段，两岸经济
阶段步入新的互补时期。

（三）提高两岸的经济合作制度化、机制化水平,
加快建立共同管理机制

面对这种新情况，两岸原有的合作模式已不能

从 2008 年以来，两岸经济关系发展方式的转

满足共同发展的需要，两岸经济合作也必然进入新

型与两岸经济合作的制度化密切相关，经济合作的

常态。因此两岸应进一步在广度、深度和高度上多

制度面与市场面已浑然一体。2008 年以前，两岸经

维度探索经济合作的新模式，如面对两岸产业的局

济关系在市场动力推动下，缺乏合作机制仍然持续

部竞争性问题，就需要双方进一步开放市场和推动

快速发展，但这种经验难以应用到今天的两岸经济

自由化，降低两岸货贸关税，扩大双方市场准入，深

关系。在当前全球及两岸经济变局使两岸经济关系

化两岸服务业合作，建立更高水平的政策互动平台

传统市场动力减弱情况下，恰恰需要两岸通过制度

和机制，加强双方宏观政策、产业政策的沟通与协

安排提高自由化水平，来创造新的需求和市场诱

调，
减少和避免重复建设和恶性竞争。

因，注入新的动力。2008 年以来，没有制度化安排，

此外，还可以探索上海、福建、广东、天津自由
贸易区与台湾自由经济示范区等的对接模式；探索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下，两岸经济共同合作发展与
区域经济合作进程相衔接的适当方式、模式和可行

就没有今天两岸经济合作的成果，而两岸经济合作
成果的延续和扩大，更需要制度化的保障和促进。
四、结语

途径。加快两岸新兴产业、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等方

两岸的经贸往来已 30 多年，民进党大选的胜

面的合作，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涵，创新

利也使诸多人怀疑对台经贸上的让利是否正确，笔

合作模式，使两岸间形成更紧密的命运共同体，合

者认为交流总会让对方看到自身的利与弊，如何在

作发展、共同繁荣，使两岸经济合作在新的历史条

发挥经贸交流正面效应的同时尽量平抑负面效应，

件下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坚实的物质

是当今两岸往来需面临的主要问题。

基础 。
[15]

深化两岸政治互信
（二）坚持共同政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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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由徐冰同志主持，参加
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统战正副部长和中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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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部门的同志共一百二十六人。其中华北组二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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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东北组十六人，华东组二十五人，中南组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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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次统战工作会议（１９６２ 年）
1962 年 4 月 23 日至 5 月 21 日，在北京召开了
第十二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1962 年，是我国人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克服了三年暂时困难

人，西北组十八人，西南组十六人。
中央统战部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有四件文稿：
（1）关于 1962 年工作安排的意见；
（2）关于民族问
题的讲话 （李维汉同志 1961 年 9 月在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3）关于进一步加
强统一战线工作，改善党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关系
的意见；
（4） 关于民族工作会议的报告以及民族工
作会议提出的重要问题和处理意见。
（来源：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网站 张玮摘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