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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贸易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中日双

边服务贸易得到了快速发展，服务

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商务部数据显

示，2020年中日双边服务贸易规模

达到了 427.8亿美元，与 2019年相

比增长了 4.6%。就服务贸易而言，

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在

货物贸易领域，日本是第四大贸易

伙伴。中日两国服务贸易相互依存

度较高，随着两国服务贸易合作力

度的扩大，双边服务贸易发展也进

入了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总体看，中

国对日金融服务、通信与信息技术

服务出口日渐增多；日本对中国出

口的旅游服务、康养服务等现代服

务规模不断扩大，互补效应日渐呈

现。在新冠疫情依然在全球蔓延的

背景下，全球经济面临较为严重的

衰退。中日两国同为世界经济大国，

借助于 RCEP的签署，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推进双边服务贸易的往来，促

进两国经贸合作的持续发展。

一、中日服务贸易的发展现

状

（一）双边服务贸易规模呈持续

增长态势

商务部数据显示，2016年中日

双边服务贸易额为 300.7亿美元，

到 2020年增长至 427.8亿美元，在

5年时间内增长了 42.2%，在日本服

务贸易总额中的比重从 8.1%上升

到 10.2%，在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中

的比重也从 10.9%上升到 13.1%。在

这 5年时间内，日本对华服务出口

额从 2016年的 188.2亿美元增长

至 2020年的 309.1亿美元，增幅达

到了 73.4%；中国对日服务出口额

由 2016年的 112.5亿美元增长至

2020 年的 118.7亿美元，增幅为

5.5%。虽然双边增幅不对等，但总体

规模的扩大，凸显了双边服务贸易

发展的潜力。其中，从 2018年以来，

中日双方政府陆续签署了《中日文

化产业合作声明》、《中日会展产业

合作规划》等多个政策文件。在政策

的激励之下，两国服务业合作领域

不断拓宽。特别是在双边货物贸易

增速逐年下降的情况下，服务贸易

规模的不断扩大已是推动双边贸易

增长的新动能。

（二）双边服务进出口结构日渐

优化

就双边服务结构而言，传统服

务贸易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

2016-2020年间，双边传统服务贸

易额占双边服务贸易总额的平均比

重稳居 50%以上，其中 2018年双边

传统服务贸易额高达 221.3 亿美

元，占当年双边服务贸易额比重达

70%，为历史最高点。就进出口结构

而言，日本对中国服务出口主要是

以传统服务为主，对华知识密集型

服务出口并不占优势。一方面是因

为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多是依

赖于欧美国家，另一方面也说明中

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具有一定的竞争

力。2016年，日本对中国传统服务

贸易出口额为 110.4 亿美元，到

2020年增长至 244.3亿美元，增幅

达到了 121.2%，在日本传统服务贸

易出口额中的比重也从 61.6%提升

到 69.9%。然而，随着中国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的加快及数字经济的快速

发展，中国对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

口规模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对日服

务贸易出口结构得以优化。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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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日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额达

到了 69.4亿美元，在中国对日服务

贸易出口额中的比重达 58.2%，与

2016年相比增长了 6.3%。

（三）日本对华服务业投资领域

不断拓宽

就日本对华投资规模而言，

2000年投资额为 29.2亿美元，到

2020年增长至 33.7亿美元，增长

率达 15.4%，但在中国实际利用外

资中的比重从 7.2%下降到 1.9%。客

观而言，日本对华投资规模在 20年

时间内增长幅度不大，而且呈“M”型

变动趋势。从 2014年开始，日本对

华投资领域开始从制造业向服务业

转型。就投资结构而言，日本对华服

务业投资方向开始转型，从传统服

务业开始向现代服务业转变，在技

术研发、在线教育、电子商务、娱乐

康养、休闲度假、会展旅游等领域的

投资不断扩大。比如，近年来日本养

老服务业相继在成都、昆明、青岛、

北京等地成立了康养医疗服务机

构，带动了中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在教育培训领域，日本企业与中国

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合作，在上海、

广州、武汉等地启动了多个“中日介

护人才培训项目”；在休闲度假方

面，大连、合肥等地多个文旅项目均

是日本企业独资；在研发设计领域，

日本在新材料、智能制造、绿色环保

等多个设计领域加大了对中国的投

资，并于 2019年 12月举办了首届

中日科技创新合作论坛。

二、中日服务贸易合作存在

的主要问题

（一）日本传统服务业极具优

势，双边服务贸易互补性不强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及对外开放力度的不断扩大，我国

已经形成了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结

构。在 200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

在 GDP中的比重为 39.8%，到 2020

年这一比重上升至 56.3%；同时，服

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也随着前

述比重在不断上升，从 2000年的

23.2%上升至 2020年的 59.9%。相

比之下，日本过去 20年内因经济发

展缓慢，产业结构并未发生多大变

化，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中的比重

及国民经济贡献率没有明显提高。

从 2000年到 2020年，日本 GDP年

均增幅只有 0.7%，服务业增加值在

GDP中所占的比重从 65.9%上升到

69.1%，增幅较小。虽然两国在服务

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日渐接近，

但日本传统服务业在日本国民经济

中的贡献率较高。当前，我国知识密

集型服务业发展势头较好，交通运

输、旅游等传统服务业对国民经济

贡献率在下降，而知识密集型服务

竞争力日渐加强。2016-2020年，我

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在服务贸易

出口额中的比重从从 21.7%上升到

52.1%。对于中日双边服务贸易而

言，一方面，日本传统服务业竞争力

较强，旅游、交通等传统服务贸易对

华出口量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虽然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国际竞争力有

所增强，但日本知识密集型服务竞

争力一直较为稳定，对我国的知识

密集型服务进口需求不如我国对日

传统服务贸易进口需求，使得双方

服务贸易互补性不高，也拉大了我

国对日服务贸易逆差。

（二）双边服务贸易结构不均

衡，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虽然我国产业结构与日本逐渐

接近，但两国之间的服务贸易往来

不平衡，日本对华出口远远大于自

华进口，导致我国对日服务贸易逆

差不断扩大。2016-2020年，日本对

中国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了

73.4%，年均增幅超过了 12%；中国

对日服务贸易出口规模仅增长

5.5%，年均增幅仅为 1.1%，由此使

得中国对日服务贸易逆差从 75.7

亿美元飙升到 190.4亿美元。5年

内贸易逆差接近增长 3倍，表明在

双边服务贸易合作中我国服务贸易

竞争力还存在一定问题，某些领域

对日服务进口还存在较大的依赖

性。总体看，对日服务贸易逆差的扩

大，使得与贸易逆差相关的服务业

部门会出现资金紧张、资本外流、失

业增加等问题。从长远看，这些问题

会影响我国相关服务业的技术创新

能力的提升，也可能会引发双边服

务贸易结构的进一步失衡。

（三）日本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双边服务贸易合作阻力大

日本依赖于贸易立国，近些年

来全球经济下行，国际市场需求疲

软，使得日本对外贸易增长缓慢，影

响了其经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日

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盛行，双

边贸易环境带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随着日本对外投资力度的不断扩大

及产业转移的加速，其国内产业空

心化现象一直比较突出，虽然近年

来，日本政府采取了各类优惠政策

吸引产业回流，但国内投资增速依

然缓慢。2018年至今，日本 GDP年

均增长率仅有 0.5%，同时期中国的

GDP增长率保持在 6%以上。2020年

因受到疫情的影响，GDP 还保持

2.3%的增长，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

唯一一个实现正增长的国家。随着

中国的崛起，两国在亚太地区之间

竞争加剧。日本政府在 2020年发布

的“战略白皮书”中就指出，中国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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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主导区域国际秩序的构建并持续

扩大自身影响，可能会引发亚太地

区的无序竞争。在日本政府持续宣

传下，日本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针对中国服务进口的隐形壁垒不断

增多，为双边服务贸易合作蒙上了

阴影。

三、中日服务贸易合作的主

要机遇

（一）新冠疫情的蔓延为双边服

务贸易结构优化创造了外部条件

2020年因疫情的蔓延，对中日

服务贸易及服务业的合作造成了较

大的影响，但在应对疫情中的数字

化快速发展趋势，为双边服务贸易

结构优化创造了条件。疫情的蔓延

重创了全球的经济和贸易，各国纷

纷采取贸易限制措施，特别是对人

员往来限制较多，使得服务贸易成

为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领域。日本

经济产业省的数据显示，2020年日

本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 4668.4亿

美元，与 2019 年相比下降了

16.6%；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为

7021.9亿美元，与 2019年相比下

降了 15.7%。特别是在旅游服务领

域，因疫情采取的出行限制，赴日旅

游人数锐减。2020年，中国赴日游

客人数为 142.9万人次，与 2019年

相比下降 84.3%。在日本旅游服务

贸易中，中国游客是主要的消费群

体，中国游客赴日旅游人次减少，导

致了 2020年日本游客入境总人次

下降了 83.1%。然而，新冠疫情推动

了“在线”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不断

出现。中日两国同为数字经济大国，

应该抓住这一机遇，加速推进双边

服务贸易特别是传统服务贸易向网

络化、线上化转型，带动双边数字服

务贸易的深度合作，以此来推动双

边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

（二）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夯实

了双边服务贸易合作的基础

数字技术推动了数字经济的发

展，对服务贸易带来了深远影响，不

仅改变了服务贸易的供给方式，也

推动了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对双

边服务贸易合作质与量的提升均有

较大的促进作用。中日两国同为数

字技术大国，在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特

别是电子商务合作的快速发展，使

得两国之间从传统的服务贸易开始

向数字贸易方向扩展。在双边服务

贸易合作中，各自的数字经济优势

比较明显，能够形成较好的互补态

势。日本拥有先进的技术研发及技

术再开发能力，信息化建设成效显

著；中国拥有较为先进和灵活的数

字经济商业应用模式。因此，在数字

技术的推动下，中日两国应以数字

产业合作为核心，强化日本技术创

新优势与中国开发应用优势的结

合，实现数字经济要素向两国高端

服务业领域聚集，从而提升双边服

务贸易合作的质量。

（三）RCEP的签署为双边服务

贸易合作搭建了平台

中日两国同为 RCEP重要成员

方，协定的签署将为两国深化服务

贸易合作搭建了平台。RCEP作为中

日共同参与的大型区域贸易协定，

对于服务业开放采取了差异化开放

模式，日本采用负面清单的形式开

放，中国采用正面清单形式开放。对

于中国优势服务业部门而言，在负

面清单管理体制下是进入日本市场

的绝好机遇，同时我国通过正面清

单的形式还可以保护我国竞争力相

对不足的服务业部门。在具体领域

方面，中国放宽了金融、法律、海运

等 37部门的市场准入，日本则在医

疗、房地产、专业服务等多个领域进

行高水平开放。协定生效后，中日两

国服务业生产要素就可以实现跨境

流动，双边服务业合作环境得到持

续改善，合作的预期性得到大大的

增强，同时也推动了服务贸易制度

成本的下降，必定能够为中日双边

服务业的优势互补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

四、深化双边服务贸易合作

的对策建议

（一）进一步放宽面向日资的服

务业市场准入

当前，为了推进中日双边服务

贸易合作，我国应当进一步扩大对

外开放水平，放宽日资的康养医疗、

文化娱乐、金融等现代服务业领域

的市场准入，进而带动高端服务对

日出口，减少我国服务贸易对日逆

差。具体而言：第一，在养老服务领

域，在现有合作的基础上，我国可以

分阶段取消养老机构设立的许可

制，按照备案制方式鼓励日资养老、

介护等企业加大对华投资，设立更

多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第二，在文

化娱乐领域，应当进一步放宽日本

视听产品市场准入限制，允许符合

条件的日本企业在我国投资演出服

务、文化品拍卖、演艺经纪机构。第

三，在金融领域，特别是在自贸试验

区和自贸港要取消证券、基金、期

货、人寿保险等行业的外资持股比

例限制，进一步降低日资企业进入

的门槛，扩大双边金融服务合作范

围。第四，在环保节能领域，日本相

关企业有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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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在现有合作基础上要进一步引

进日本节能环保技术，鼓励相关企

业对华投资。第五，在医疗领域，要

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的试点地区范

围，逐步取消外资持股的比重限制，

大力引进日本医疗企业的先进管理

模式及经验，提升我国医疗服务的

国际竞争力。第六，在交通运输领

域，要进一步放宽外资承揽业务的

限制，允许日本独资企业能够承担

市政交通项目建设，降低交通项目

外方投资的比例限制。

（二）扩大服务业生产要素双向

开放合作力度

中日两国同为数字经济大国，

在深化双边服务贸易合作过程中，

需要创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来推动

资金、数据、人员能够实现跨境双向

流动。具体而言：第一，在跨境资金

流动方面，要按照当前人民币国际

化进程，鼓励日本金融机构加入人

民币跨境结算支付系统，在自贸试

验区、自贸港试点人民币与日元一

体化的自由贸易账户，鼓励与日本

服务贸易关系密切的企业开设此类

账户。同时，大力引进日本金融机

构，鼓励其在我国设立亚太区域总

部或资金管理中心，为其开展跨境

证券投资、资产管理等业务提供支

持。第二，在人员流动方面，双方要

进一步强化政策对接，简化双边出

入境管理程序，为高端服务人才的

双向流动提供便利，加强双方服务

行业人员资质认证对接，放宽高端

人才流动及跨境从业限制，允许经

过中日两国共同资质认证的高端服

务业人才能够实现跨国自由执业。

第三，在数据流动方面，在 RCEP框

架下，在保障信息安全的情况下适

当放宽数据跨境流动，并加强两国

的数据价值创造及应用开发合作；

建立数据安全共享机制，建立一体

化的数据安全预警、检测体系，提升

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度，为双边数

字贸易发展提供支撑。

（三）完善促进双边服务贸易发

展的平台体系

中日两国要进一步完善服务贸

易及服务业合作的便利化平台机

制，以降低服务贸易合作成本，提升

合作的规模效益。具体而言：第一，

完善中日服务业合作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在推进双边服务业合作及服

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可以探索建立

联合民商事纠纷解决机制，对双边

服务业投资、贸易纠纷进行仲裁，提

升合作及贸易效率，在两国现有司

法合作框架下，完善仲裁前后财产、

证据保全等规则及措施，进一步提

升纠纷解决机制的效率。第二，构建

服务贸易投资的公共服务体系。一

方面，我国应全面落实外商准入及

负面管理清单等制度的各项措施和

要求，为日资服务业企业进入我国

提供便利；另一方面，鼓励我国服务

业企业加大对日投资力度，为其提

供信息、咨询等支持，如通过举办洽

谈会、展会、行业交流会等方式推进

双边服务业投资合作。第三，构筑中

日服务贸易发展聚集区。按照当前

中日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以及 2019

年两国领导人确立的中日服务贸易

试点方式，加强双边服务贸易政策

对接，构筑集合贸易模式创新、成果

要素转化的服务贸易发展聚集区

域，进而推进要素、产业、企业的集

中和聚集，强化双边服务业市场主

体价值链和产业链的融合，以提升

双边服务贸易合作效能。

（四）推动中日现代服务业开放

合作示范区建设

通过深化中日现代服务业开放

合作示范区建设，及时总结示范区

建设中的经验，是深化双边服务贸

易合作以及推进双边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的基本路径。2019年 12月的

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上，三方

一致同意加大服务贸易合作来推进

东亚区域一体化进程，且将成都市

作为中日现代服务业合作试点的示

范区域。为此，第一，要积极落实中

日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试点的相关

政策，细化政策执行机制，充分利用

日本、成都两地的服务业资源，创新

中日现代服务业开发合作模式，在

试点中不断提升我国服务业的竞争

力。第二，将中日现代服务业合作试

点纳入到我国服务贸易全面深化创

新试点范畴，充分利用我国服务贸

易全面深化创新的政策红利，不断

探索和拓宽中日两国服务业深度合

作的模式，以高水平服务业开放及

服务贸易自由化来为双方合作提供

压力测试，并及时总结相关的经验

教训，为未来双边现代服务业深入

合作及服务贸易模式创新提供经验

及样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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