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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摩擦指数项目发布月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报告

的内容包括指数计算和定性研究分析。（1）指数计算。全球

经贸摩擦指数是月度指数，以 2017 年的月平均情况为基期

（即 2017 年月平均=100），反映当月全球经贸摩擦相对于基

期的变化情况。一段时间内指数上升，表明全球经贸摩擦形

势趋于紧张；反之则表明全球经贸摩擦形势缓和。（2）定性

研究分析。对月度发布措施按照措施数量的国家（地区）分

布、措施覆盖的行业范围，以及当月措施的特点进行分析。

年度报告对全年措施数量的国家（地区）分布、措施覆盖的

行业范围，以及全年措施特点进行分析。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项目选取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

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墨西哥、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非、泰国、土耳

其、英国、美国和越南 20 个国家（地区）进行研究
1
。为便

于阅读，我们在报告分析中统一称为“20 个国家（地区）”。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覆盖的领域包括：（1）进出

口关税措施；（2）贸易救济措施；（3）技术性贸易措施；（4）

1 国家（地区）按照英文首字母顺序排列

数据和研究范围说明数据和研究范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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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限制措施；（5）其他限制性措施。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1）20

个国家（地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国家金融机构官网

发布的措施；（2）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海关组织等国际组织发布的相关措施；（3）Westlaw、

汤森路透、全球贸易预警网等权威第三方机构发布的相关措

施。受获取渠道和数据发布滞后性的影响，《全球经贸摩擦

指数报告》可能无法获取 20 个国家（地区）涉及上述 5 个

领域所有月份的全部数据，我们仅就所能获取的现有数据进

行分析研究。本报告的数据范围为 2020～2021 年。本报告

中 2020 年和 2021 年的数据均为调整过的数据，与月度报告

中的数据可能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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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报告的“措施”是指 20 个国家（地区）发布的进

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限

制措施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

2．本报告指数计算中使用的“基期”是以 2017 年 12

个月的平均发生情况作为“基期”，基期值=100。确定原则

是选择全球经贸摩擦相对平和的时期（WTO 贸易监测报告近

10 年的数据显示，2017 年经贸摩擦影响的金额最小）。本报

告中经贸摩擦指数所指的高位是指数值≥100；中高位是指

数值≥75 且＜100；中位是指数值≥50 且＜75；中低位是指

数值≥25 且＜50；低位是指数值＜25。

3．进出口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出口关税措施：（1）进

口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关税、进口产品的国内税等；（2）出

口关税措施包括：出口税、出口税收优惠等。

4．贸易救济措施包括贸易救济的 3 种主要措施，分别

是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本报告搜集的数据仅为贸易

救济新立案数据。

5．技术性贸易措施包括各成员向 WTO 提交的有关技术

法规、技术标准的 TBT 通报，以及有关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报告涉及术语说明报告涉及术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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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SPS 通报。

6．进出口限制措施包括进口、出口限制措施：（1）进

口限制措施包括：进口许可要求、进口配额、进口禁令及进

口监控措施等；（2）出口限制措施包括：出口管制措施、出

口禁令、出口配额及出口许可要求等。

7．其他限制性措施包括各国（地区）发布的补贴及其

他形式的支持措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限制措施、政府采购

措施、知识产权措施以及以国家安全为基础的贸易措施“扩

散”相关的其他限制性措施，如主要国家对特定机构和个人

的制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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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1 年）》共 400 余页，20 余万

字，用 350 张图表直观展示了 2021 年的经贸摩擦情况，对

进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

限制措施以及其他限制性措施领域的经贸摩擦情况进行了

多维度分析，并对 20 个国家（地区）2021 年的经贸摩擦现

状进行了较为具体和详实的分析。这些规律性的总结和趋势

研判对政府相关部门、产业和企业在风险预警和决策方面具

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2021 年）》共包括 5 章内容，以

及两个附表。

第一章 对全球经贸摩擦形势进行综述。第一节对近 5

年全球宏观经贸情况进行分析。2021 年，全球 GDP 达到 9.5

万亿美元，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并有所增长（同比增幅

5.9%）。2021 年，全球贸易额达到 28.5 万亿美元，比 2020

年增长 25%。2019～2020 年，外国直接投资总额增长 2.2 万

亿美元（增幅为 6%）。第二节对全球经贸摩擦形势进行综述。

疫情、供应链、经济韧性、国家安全、地缘政治、贸易措施、

人权、制裁、芯片短缺均是 2021 年的关键词。在经贸领域

内容概要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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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体现为大国博弈、贸易工具手段翻新、运用力度和频率

加大。

第二章 对 2021 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和 19 个国家（地

区）对华经贸摩擦指数进行分析。从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来看，

2021 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半数月份处于高位，并且呈现上

半年偏高，下半年趋缓态势。与 2020 年相比，全球经贸摩

擦指数整体趋于缓和；分国别（地区）来看，印度、美国、

阿根廷、欧盟、巴西和英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较高，俄罗斯

和加拿大相对平缓，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中

国等 12 个国家相对较低。从国外对华经贸摩擦指数来看，

2021 年，19 个国家（地区）对华经贸摩擦指数 11 个月处于

高位。

第三章 对分项措施进行分析。从 20 个国家（地区）合

计发布措施类型来看,其他限制性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和

贸易救济措施分列 2021 年发布措施的前三位，占比分别为

49.5%、40.4%和 3.9%。从同比情况来看，有 3 类措施数量呈

现同比增长态势，分别是其他限制性措施、进出口关税措施

和技术性贸易措施；有 2 类措施数量呈现同比下滑，分别是

贸易救济措施和进出口限制措施。

第四章 对 20 个国家（地区）2021 年的经贸摩擦情况进

行分析。从 20 个国家（地区）发布措施的数量来看，美国

位列第一，同比增长 62.8%；其次是欧盟，同比增长 8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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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位居第三，同比下降 23.5%。总体上看，2021 年，发布

措施的国家（地区）更为集中。20 个国家（地区）发布其他

限制性措施数量最多；进出口限制措施中，涉国家安全、人

权等问题的措施在 2021 年继续凸显。

第五章 对重点领域分析的综述。本章对 WTO 争端、贸

易救济规则、301 调查和经济制裁、232 调查这些重点领域

进行综述分析。2021 年，诉诸 WTO 争端解决机制的案件略有

回升，主要涉及中国与美国盟友的博弈。2021 年，20 个国

家（地区）中共有美国、欧盟、英国、印度、巴西和阿根廷

6 个修订了国内反倾销和反补贴法规。此外，2021 年，中国

企业仍是美西方国家出口管制和经济制裁的执法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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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情况

2021 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半数月份处于高位。1～12 月，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均值处于高位，为 110。12 个月中，有 6 个

月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3 个月处于中高位；2 个月

处于中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中，3 月为年内最高点，7 月

为年内最低点。

2021 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总体呈上半年偏高，下半年趋

缓态势。上半年有 4 个月处于高位，其他 2 个月分别处于中高位

和中位；下半年仅 2 个月处于高位，2 个月处于中高位，1 个月

处于中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

与 2020 年相比，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整体趋于缓和。2021 年，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均值比上年低 4 个点。有 6 个月的全球经贸

摩擦指数处于高位，同比减少 3 个月；有 3 个月处于中高位，同

比增加 2 个月；有 2 个月处于中位，同比持平。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情况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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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经贸摩擦分项指数情况

2021 年，五类措施中，其他限制性措施指数月均值居首位。

该指数月均值为 222，远高于 100。12 个月中，有 8 个月居首位，

且其中 7 个月指数值高于 100，其他 4 个月虽位居第二，但指数

值均高于 100；进出口限制措施指数月均值位居第二。该指数月

均值为 135。12 个月中，有 3个月居首位，且指数值均高于 100。

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月均值位居第三。该指数月均值为 94。12

个月中，有 5个月指数值高于 100；贸易救济措施指数月均值位

居第四。该指数月均值为 64。12 个月中，有 2 个月指数值高于

100。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月均值位居第五。该指数月均值为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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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20 年相比，其他限制性措施和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月

均值同比增加，其他 3 类措施指数月均值同比减少。2021 年，

其他限制性措施指数月均值为 222，比上年高 112 个点。技术性

贸易措施指数月均值为 94，比上年高 27 个点；进出口限制措施

指数月均值为 135，比上年低 119 个点；贸易救济措施指数月均

值为 64，比上年低 45 个点；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月均值为 22，

比上年低 25 个点。

1. 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

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所有月份均处于中位以下。2021 年，该

指数有 1 个月处于中位；4 个月处于中低位；7 个月处于低位。

年内最高点为 2 月，最低点为 12 月。

与 2020 年相比，进出口关税措施指数整体走势放缓。2021

年，月均值为 22，比上年低 25 个点。其中，没有高位月份，同

比减少 1 个月；没有中高位月份，同比减少 1 个月；仅 1 个月处

于中位，同比减少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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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贸易救济措施指数

贸易救济措施指数多数月份处于中低位和低位。2021 年，该

指数有 5 个月处于中低位；3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8月，

最低点为 7 月。

与 2020 年相比，贸易救济措施指数走势整体趋缓，尤其是

下半年。2021 年，该指数月均值为 64，比上年同期低 45 个点。

其中，有 2 个月该指数处于高位，同比减少 5 个月；1 个月处于

中高位，同比减少 1 个月。下半年仅有 1 个月处于高位，同比减

少 3 个月；1 个月处于中位，同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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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

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多数月份处于中位以上。2021 年，该指

数有 5 个月处于高位；1 个月处于中高位；5 个月处于中位。年

内最高点为 11 月，最低点为 6月。

与 2020 年相比，技术性贸易措施指数走势整体趋高，尤其

是下半年。2021 年，该指数月均指数为 94，比上年高 27 个点。

其中，该指数有 5个月该指数处于高位，同比增加 4 个月；1 个

月处于中高位，同比减少 2 个月。下半年有 4 个月处于高位，同

比增加 3 个月；2 个月处于中位，同比持平。



13

4. 进出口限制措施指数

进出口限制措施指数多数月份处于高位以下。2021 年，该指

数有 2 个月处于中高位；有 1 个月处于中位；4 个月处于低位。

年内最高点为 3 月，最低点为 7 月。

与 2020 年相比，进出口限制措施指数走势大幅放缓，尤其

是下半年。2021 年，该指数月均值为 135，比上年低 119 个点。

其中，有 5 个月处于高位，同比减少 5 个月。下半年，有 1 个月

处于高位，同比减少 4个月；1 个月处于中高位，同比增加 1 个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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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其他限制性措施指数

其他限制性措施指数多数月份处于高位。2021 年，该指数

有 11 个月处于高位；仅 1 个月处于中高位。年内最高点为 6月，

最低点为 10 月。

与 2020 年相比，其他限制性措施指数大幅增加。2021 年，

该指数月均值为 222，比上年高 112 个点。其中，11 个月处于高

位，同比增加 3 个月；1 个月处于中高位，同比增加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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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 个国家（地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情况

2021 年，在 20 个国家（地区）中，印度的全球经贸摩擦指

数月均值最高，为 468；其次是美国，为 257；阿根廷排名第三，

为 187。此外，欧盟、巴西和英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均值处

于高位，分别为 129、127 和 117；俄罗斯处于中高位；加拿大

处于中位；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中国处于中低位；

其他 7 个国家的该指数月均值均处于低位。

相比 2020 年，20 个国家（地区）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均值

普遍下降。除印度、美国和韩国外，其他 17 个国家（地区）的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月均值普遍下降。其中，英国居首位，下降

136 个点；印度尼西亚排名第二，下降 87 个点；土耳其排名第

三，为 74 个点；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排名分列第四、第五，分

别下降 73 和 71 个点。其他国家（地区）下降均在 25 个点以下。

该指数月均值上升的 3 个国家中，印度上升最多，为 186 个点；

美国位居第二，上升 49 个点；韩国排名第三，上升 8个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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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多数月份均处于高位的国家（地区）

2021 年，美国、印度、欧盟和巴西 4 个国家（地区）一半

及以上的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

美国：12 个月中有 10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2

个月处于中高位；年内最高点为 3 月，最低点为 5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增加。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中

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2 个月。

印度：12 个月中有 9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1 个

月处于中低位，2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3 月，最低点为

10 月。与 2020 年相比，高位指数值偏高。虽然高位指数个数同

比持平，均为 9 个月，但有 1 个月高达 2405，3 个月指数超过

500。

欧盟：12 个月中有 8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2 个

月处于中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1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

为 11 月，最低点为 8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趋势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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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持平，均

为 2 个月。

巴西：12 个月中有 6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1 个

月处于中高位，2 个月处于中位，3 个月处于中低位；年内最高

点为 3 月，最低点为 1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趋

缓。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

月；中位指数同比持平，均为 2 个月。

2．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多数月份均处于中高位的国家（地区）

2021 年，阿根廷、加拿大、俄罗斯、土耳其和英国 5 个国

家多数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中高位。

阿根廷：12 个月中有 5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1

个月处于中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5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

点为 12 月，最低点为 10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

保持不变。其中，高、中、中低位指数同比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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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12 个月中有 4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2

个月处于中位，2 个月处于中低位，4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

点为 4 月，最低点为 9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保

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增加 2 个月。

俄罗斯：12 个月中有 3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1

个月处于中高位，3 个月处于中低位，5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

高点为 6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趋缓。其中，高

位指数同比持平，均为 3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

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月。

土耳其：12 个月中有 2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6

个月处于中低位，4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9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趋缓。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月；

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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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12 个月中有 2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2 个

月处于中位，2 个月处于中低位，6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

为 3 月，最低点为 4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大幅

趋缓。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6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增加 2 个

月。

3．全球经贸摩擦指数除个别月份处于高位外，多数月份处

于中、低位的国家（地区）

2021 年，日本、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 4 个国家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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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月份处于高位外，其他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以下。

日本：12 个月中有 1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2 个

月处于中位，4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5 个月均处于低位；年内

最高点为 12 月，最低点为 8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

势保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持平，均为 1 个月；中位指数

同比增加 1 个月。

越南：12 个月中有 1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1 个

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10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9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保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

持平，均为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

印度尼西亚：12 个月中有 1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

位，2 个月处于中位，其他 9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8 月。

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大幅放缓。其中，高位指数同

比减少 4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增加 2 个月。

马来西亚：12 个月中有 1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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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11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8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

指数整体走势保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中高

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

4．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所有月份均处于高位以下的国家（地

区）

2021 年，韩国、泰国、中国、澳大利亚、南非、沙特阿拉

伯和墨西哥 7 个国家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高位以下。

韩国：12 个月中有 1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高位，1

个月处于中位，5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5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

最高点为 12 月，最低点为 5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

势保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

持平，均为 1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持平，均为 1 个月。

泰国：12 个月中有 1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高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10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11 月。

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趋缓。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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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持平，均为 1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减

少 1 个月。

中国：12 个月中有 2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高位，1

个月处于中位，1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8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

最高点为 3 月，最低点为 1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

势趋缓。其中，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月。

墨西哥：12 个月中有 1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高位，

1 个月处于中位，其他 10 个月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2 月。

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保持不变。其中，高位指数同

比减少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增加 1个月；中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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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12 个月中有 1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位，

3 个月处于中低位，其他 8个月均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5月，

最低点为 8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趋缓。其中，

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2个月；中位指

数同比增加 1 个月。

沙特阿拉伯：12 个月中有 2 个月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处于中

位，其他 10 个月均处于低位；年内最高点为 6 月。与 2020 年相

比，该指数整体走势大幅放缓。其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2 个月；

中位指数同比增加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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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12 个月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均处于低位；年内最高

点为 5 月。与 2020 年相比，该指数整体走势大幅放缓。其中，

中高位指数同比减少 1 个月；中低位指数同比减少 4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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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的内容仅提供预警与风险提示，

供参考之用，不能将其视为作出决策的唯一依据。如有任何意见

与信息反馈，请与我们联系。

电子邮件：jiangyiwei@ccpit.org；jgqb@vip.163.com

电话：010-88075581；010-88379889

网 址：http://www.ccpit.org/；http://www.ctils.com/

http://www.risk-inf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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