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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是中国入世 20周年,

确实值得纪念,2021 年也是国际

贸易学会成立 40周年, 也把这个

题目拿来作为一个主题, 是非常

值得的。我相信,随着 2021年 12

月 11日,中国正式“入世”20周年

这个日子的到来,有更多的研讨,

还有一些高端的论坛, 这个问题

会很热。所以,我想也借这个机会

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看法。

里程碑和新阶段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周年值

得纪念,有三句话,可能大家也都

听过, 但在这里确实值得再强调

一下。中国“入世”是中国改革开

放 40多年历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这个大事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中

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里程碑。

“入世”, 是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

的一个里程碑。

另一个方面就是中国改革开

放的新阶段。今天上午石广生部

长出席了大会,也作了发言,他肯

定回忆了在多哈,也就是 20年前。

我查了一下历史资料,2001 年 11

月 10日在卡塔尔的首都多哈,当

时我跟石部长也去了。在第四届

的 WTO部长会议上，石部长签署了

一尺多厚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议定书》以及《关税减让表》等所

有的附件。当天的《人民日报》是

11 月 11 日,有一个社论,我也查

了一下。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国对

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必将对新世纪我国经济发展和社

会进步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这是 2001年 11月 11日《人民日

报》的社论。那么 20年以后的今

天, 我来谈谈中国入世进入了一

个新阶段的理解。

第一,我认为中国在世贸组织

的框架下融入了世界经济,成为全

球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

有四任复关和入世的谈判代表,

其中有一位谈判代表说过, 我们

通过加入世贸组织,向全世界承诺

我们搞市场经济，这是改革开放当

中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大家知

道, 世贸组织的规则是以市场经

济为基础的,按照世贸规则办事,

实际上就是如何搞好市场经济,所

以这位谈判代表讲的是有道理的。

中国入世，实际上是更好地服务于

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新阶

段。

第二, 按世贸组织的承诺,我

们的外贸体制进入了一个以世贸

规则为基础的全面开放新阶段。

大家知道最多的实际上是大幅降

低关税、取消非关税壁垒,外资更

加开放、透明、文明,有几个词现

在大家耳熟能详了, 但是当时却

经历了入世以后很多的培训,全面

实施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实际

上这两个待遇的核心叫做“非歧视

原则”。入世 20年来,非歧视待遇

深入人心，不仅是中国企业和外

资企业非歧视, 更重要的是在中

国这个大市场上,各类经营主体给

外资都是一视同仁了, 对民企、私

企也是一视同仁的待遇。所以非

歧视待遇和透明度原则深入人

心，实际上对我们进入新阶段是非

常重要的。

刚刚姚景源总经济师提到了

国际大循环，实际上入世以后，中

国的企业从加入世贸组织当中获

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而中国的

消费者也通过扩大进口获得了更

多利益，所以中国入世实际上是

促进中国融入国际大循环。这是

对新阶段的第二个理解。

当然，还有两个新阶段的重要

标志，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不

久，陆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

第一出口大国，到今天货物加服

务，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一贸易大

国。而且，入世以后我们不仅进入

了新阶段，改革开放还没有停止，

有一些新的市场准入开放措施包

括全国版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负

面清单大幅消减，从第一版的 93

项缩减到 33项，全面实施负面清

单管理制度。实际上我们的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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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后，刚刚说的是新阶段，而

且这个新阶段依然没有停止，反

而在不断地实现更大、更宽、更深

的高水平开放。

另一方面我想讲的是中国的

外贸制度，实际上是从法规上与

WTO接轨。在这里简单点一下，加

入以后不久，我们基本上就完成

了全国法律法规的清理。大数是

国务院30个部门，总共清理了各

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 2300 多

件，量是非常大的。其中最有代表

性的就是《外贸法》和“外资三

法”。

第三个，入世以后新阶段实

际上还有一个制度性开放，在这

里想举一个大家切身体会的例

子，就是取消外贸经营权的审批。

2004年 7月 1号，根据 WTO承诺，

外贸经营审批制废止,《新外贸

法》开始实施，取消对所有经营主

体外贸经营权的审批，改为备案

登记制，个人也可以从事外贸。没

有了门槛, 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

限制，长期被束缚的外贸经营权

被松绑了，众多的企业和个人开

始直接外贸经营的热情被迅速点

燃。我想在这里有经贸大毕业的

学生，我是上海外贸学院毕业的，

现在叫上海经贸大学，我们有很

多的同学去了外贸公司，在外贸

改制的过程当中，很多个人开始

做外贸。所以，这种热情的点燃实

际上是一种制度性的开放，释放

了更大的生产力。我的体会，不知

道在座的同意不同意，外贸经营

权审批的废止或者叫放开外贸经

营权，可以说为中国成为第一出

口大国助了一臂之力。同样，刚刚

提到的我们又开始实施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实际上

这也是制度性开放，政府非禁止

的都可以进入，这种制度性开放

可以激发企业的热情和活力，也

会带来制度上的红利。这是我想

讲的第一个，就是说入世以后我

的体会一个就是里程碑，一个就

是新阶段。

巨大成绩

第二，我想讲的确确实实中

国入世以后取得了巨大成绩，既

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这是

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且，这是

全面看待中国入世。也就是说中

国入世 20 年，我们是从 WTO当中

受益的。但同时整个贸易体制包

括 WTO 成员也是受益于中国的贡

献。2021年上半年，易大使参加

CCG研讨会的时候也说了,我们是

多边贸易体制最大的贡献者，这

一点我为什么要强调呢？实际上

在座的各位领导和专家，我们这

个会是以 WTO 20 周年作为一个

议题，实际上下半年包括接近年

底的时候会有更多的会议，有更

多的发声，但是在发声的时候，很

多人都只看到一面，就是中国成

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贸易

大国，但是却忘掉了，在我们发展

的同时也造福所有的成员，所以

这一点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

刚刚说到降关税，我们从 90

年代的 43%降到 9.7%,目前我们是

3.4%的低水平，降关税的直接成

果就是带来了很大的进口。我在

这里有一个数字，根据 WTO的统

计，过去 20年，世界货物贸易总额

翻了一番。中国的货物出口增长

了 7倍多，但与此同时，进口增长

了 6倍。也就是说，全球贸易额翻

一番，我们的出口增长了 7倍，进

口增长了 6倍。这么大幅的进口，

显然出口创造就业机会，创造

GDP，但我们的进口也是为全球创

造就业机会。现在 2020年的数据，

我们已经占到了世界货物进口总

额的 12%,这是货物。

从服务来讲，我们从 2005年

到 2020年，15年期间我们服务贸

易的增长比货物还要快，占全球的

比重从 2005 年的 3.3%增长到

2020年的 8%。2020年，我们的外

贸规模达到了 4.6万亿美元，而且

占国际市场的份额是 4.7%，这是

外贸的份额。同时我们的 GDP占世

界的比重基本上也是很类似，GDP

占到全球的比重是 14.8%，实际上

这两个数字都说明了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平均算下来是

30%，是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的重要引擎。我想，不光是对全球

的贡献，实际上看国别来讲，在这

里就点三个，一个是美国，美国经

常抱怨，但实际上 2001年的时候，

我们只是美国的第十一大出口目

的地，从美国进口占美国出口总

额的不足 2%，到 2020 年，美国对

华的出口总额占美国整个出口总

额，已经从 2%增长到 9%，中国成

为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而从其

他的发展中国家来看，也是同样的

增长迅速。还有最不发达国家，我

们是给予最不发达国家 97%的关

税免税待遇，2008年以来，我们一

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的主要出口

地，吸收了最不发达国家 25%的出

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

互利共赢，以前强调的是中国从

WTO受益，今天我想更多用数字证

明，中国也是惠及全球的。这是贡

献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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