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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SARS in 2003 and the covid-19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ovid-19) in 2019 are
both public health events that seriously endanger public safety, both of which have affected the
social life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nd therefore the foreign trade industry is facing a huge
imp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ARS and COVID 19,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encountered in produc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scale,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changes in major trade markets and temporary changes in import and export structure, and finds out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on foreign trade. Based on local governments to ensure capital supply way, find the open green channel of foreign trade, improve the speed of enterprises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market, open
up new markets, at the same time increas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the media and so on in
China, the foreign trade industry is given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wo pressure, needs to seek
breakthrough from two aspects of long and short-term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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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3年爆发的SARS与2019年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都是严重危害公众安全
的公共卫生事件，二者都影响到中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社会生活，外贸行业也因此面临巨大冲击。本文
通过对SARS于新冠肺炎发展过程的论述，通过分析生产、运输、贸易规模所遇到的困难，主要贸易市场
变化和进出口结构暂时变化带来的挑战，找出疫情对外贸的影响。通过对地方政府保证资金供应方式的
探讨，找出开辟外贸绿色通道，提高企业加速转型升级的速度，以及维持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同
时增加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等建议，最后给出外贸行业在疫情面前两次承压，需要从长、短期两个方
面寻求突破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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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SARS 与新冠肺炎都是严重危害公众安全的公共卫生事件，SARS 始发于 2002 年 12 月，在广东省发
现了第一例病例，疫情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肆虐，2003 年 3 月份传入北京，随后传染到全世界，疫情在第
二季度爆发，在 6 月份逐步得到控制。SARS 传染性强，波及到全球 32 个国家和地区，致死率高，感染
共计 8422 例，其中死亡 774 人。在非典期间，对疫情的不重视，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不够，对病例的谎报
瞒报是非典在北京地区扩散的主要原因。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非典虽然没有改变 03 年国民经济增长的趋势，但是对其增长势头有所遏制，对
第二季度的社会消费、物价、外贸、农民收入以及就业、再就业工作产生了影响，但根据国家统计局修
订的数据来看，将非典期间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增长速度从 0.8%、−6.08%修改为 4.5%和 5.7%，可以得
知在非典期间获取的信息比较紧急，导致数据比较片面，由后续的普查数据显示，非典对第三产业和服
务业的影响远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同样作为呼吸道感染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始发于 2019 年 12 月，武汉是抗击肺炎的主要地
区，此次疫情传播速度极快，随着春运快速传播到全国，涉及到全球 34 个国家。截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
在 4 个月的时间里，新冠肺炎累计确诊人数为 81,054 人，死亡人数为 3261 人，相对于非典来说死亡率
较低，但波及范围及广，在 2 月份，30 个省区市就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对社会、经济、
国际形象等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第三产业的冲击大于第一第二产业，2003 年我国还是以第一第二产业为主，非典不
足以对国内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 2018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 52.2% [1]，其中对外贸易中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3.9%，服务业成
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对此大多数机构认为，疫情减缓了我国第一季度 GDP 的增长速度，其中 IMF
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计也下调了 0.4 个百分点，
由此可以看出新冠肺炎对中国的冲击是大于非典时期的。
新冠肺炎使全球需求下降，随着疫情的蔓延多国宣布封国封城，为外贸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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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将通过对 SARS 与新冠肺炎的发展过程进行论述，分析二者爆发期间的宏观环境和我国的经济发展状
况，研究疫情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2. SARS 与新冠肺炎的宏观环境
2.1. 国际背景
2.1.1. 非典时期
非典爆发在 2003 年，中国以及东南亚地区已经度过了亚洲经济危机，国际市场需求回升，中国依靠
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在经济危机中备受国际好评[2]。自 2001 年入世以来，中国逐渐开始了全面对外开放，
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国际跨国公司纷纷涌入中国，外国资本、新技术、管理模式的涌入给中国制造业带
来了机会，大量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飞速的增长。
2.1.2. 新冠肺炎时期
新冠肺炎爆发的 2020 年，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中美贸易战还未尘埃落定，外加近两年重新浮现的“中国威胁论”，使部分国家开始重新审视
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对外贸易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此外世界卫生组织(WHO)将这次疫情定义为国
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 2 月 28 日将疫情的全球风险级别上调为“非常高”，这是前所未有的国际卫生
事件，虽然 WHO 的目的在于全球提高防范意识，控制疫情扩散，没有明确的将中国列为疫情国，但还
是会影响到中国与国际间的贸易往来[3]，特别是还在洽谈中的交易。好在 2020 年一月中美签订了第一阶
段的贸易协定，缓和了双方的贸易冲突，并且随着肺炎在中国的控制，WHO 也不再将中国定位疫情的主
要输出国，这使中国虽然面临压力，但还是对疫情过后的消费反弹充满希望。

2.2.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
2.2.1. 非典时期
在 SARS 蔓延时期，1~3 月期间仅重视广东、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防控，随着病情的蔓延，为了保
障民生，4 月起，国家安排了专项资金用于全国的疾病预防控制网络上，对医疗医药资金需求予以支持，
对灾情严重的地区加大补助力度。5 月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如餐饮、客运、
商贸等行业，在政府性基金上予以减免，在税收上予以优惠[4]。为了保障非典期间合理的资金供应，实
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对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予以适当的信贷倾斜，在 8 月份，疫情早已结束，消
费反弹，经济快速回升，为了控制通胀，央行决定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上调了 1 个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2.2.2. 新冠肺炎时期
新冠肺炎期间，有了非典的前车之鉴，政府已经有了足够的应对经验，同样在 12 月出现的新冠肺炎，
紧急防控的同时，在 2 月初便出台了全方面的优惠政策，重点在于对确诊人员的医疗保障，保证民生，
对企业的减税降费与融资支持、对农产品运输、销售支持以及打击哄抬物价行为。出台了积极有为的财
政政策与灵活适度的货币政策[5]，在财政政策上，保障防疫补助资金充足充沛，将已经出台的贴息降税
政策落实在企业上，帮助各领域平稳的恢复生产，度过疫情难关。在货币政策上，加大了逆周期调节的
力度，为市场提供充足的流动性，提高再贷款再贴现额度等普惠政策的基础上，有目的，有方向的对企
业进行贷款降息延期等操作，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
与非典时期相比，新冠肺炎潜伏期更长，传播速度更快，很快便引起了重视，防控政策的出台也更
快速全面。此次疫情涉及行业广，影响程度深，中小企业面临的是一个难捱的冬季，延迟复工与偿还负
债的双重压力使一些企业面临倒闭危机，而我国如今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期，空窗期，中小企业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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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就业岗位，是转型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而中小企业体量小，面对风险时较为脆弱，所以与 2003
年相比，2020 年在政策上更注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保护。

3. SARS 与新冠肺炎分别对外贸的影响
3.1. SARS 对外贸的冲击较为短暂
3.1.1. 第二季度生产尚能保证，疫情使新订单数量骤减
2003 年非典时期，防控重点在北京、广州、珠三角地区，并没有达到全国人人隔离的程度，也未出
现全国封城封路的情况，4~5 月依旧可以进行国内运输，除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受到疫情影响较大，
对其他外贸企业来说，仍可以继续生产年初承接的订单。新订单数量锐减也在意料之中，疫情还未彻底
控制，国外进口商对商品是否能顺利生产运输尚存顾虑，作为中国外贸“晴雨表”的广交会虽然如期举
行，但国内外部分企业依旧对非典疫情心存忌惮，取消了展位和行程，导致第二季度外贸企业新接订单
下降，影响到第三季度的生产。
3.1.2. 入世福利助推外贸行业快速恢复活力
2003 年是我国加入 WTO 的第二年，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开始生产运作，外资企业是我国对外
贸易的主力军[2]，此时对外出口的市场主要是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需求旺盛，消费能力强，
加入 WTO 之后对我国外贸带来很多机会。我国此时贸易方式以加工贸易为主，具有较低的人力成本和
较高的生产效率，虽然第二季度受航班限制国内外许多企业无法洽谈交易，但是外商仍有较强的合作意
向，使第四季度的贸易进出口额快速回升，此时中国经济也正处于上升期，有了内外资的联合推动，03
年的进出口总额不降反升，与上年相比增长了 37.1%，疫情对中国总体经济的影响也是较为短暂的。

3.2. 新冠肺炎对外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新冠肺炎的快速传播使全国人民人心惶惶，并且爆发期发正好处在春节前后，直接冲击到了娱乐、
消费等服务产业，对于外贸行业而言是中美贸易战后的又一打击，而新冠对外贸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3.2.1. 生产难以继续
国内疫情爆发在春节前后，员工多在家中过节，受防控限制，节后无法到岗，多地停工停产，企业
无法生产，年前接受的订单无法完成，出口商面临着违约风险，使我国出口量总体下降了 15.9%。多国
商家不能按时收货，供应链出现断链，部分商家开始考虑生产不能及时恢复的情况下，将生产重心从中
国向东南亚等地转移。到了 3 月中旬，虽然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但是全球陷入疫情危机，来自国外的
需求减少，为了阻挡疫情输入国内，广交会宣布展会将延后举行，这是历史上仅有的事件，使众多外贸
企业猝不及防，少了广交会的帮助，4 月份的订单数量不会如期增长，企业生产也将受到影响。
3.2.2. 运输遭遇重重阻碍
国内多地封城封路，各地复工复产的时间不一致，部分原材料无法运达工厂，外加春节期间运力紧张
价格高昂，极大提高了运输成本[6]，在收入减少的情况下，企业现金流紧张，陷入破产危机。国际运输
上，多国表示暂停 2~3 月经过中国的航班，接连发布限制中国商品入境的政策，特别强调严禁动物源类商
品的入境，商品在海关滞留数日后才能放行。这些措施无疑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难度，对于高附加值商
品来说，航空管制为出口制造了阻碍，对于农产品而言，过长的滞留时间会使商品腐烂变坏，降低产品质
量，而各国诸多政策中针对动物源产品进口限制措施，也使我国动物源类商品的出口进入寒冬[7]。
3.2.3. 贸易规模下降
2019 年外贸规模在困难中依旧增长了 3.4%，其中出口增长 5%，进口增长 1.6%，民营企业成为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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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主力军，主要出口商品为机电产品与 7 大类劳动密集型产品，而 2020 年 1~2 月受疫情影响未能延
续 19 年的增长态势，中国对全球的贸易额下降了 9.6%，贸易逆差 426 亿元人民币，1~2 月份的海关数据
显示，这些主要出口商品出口规模大幅下降，总出口额下降了 15.9%，其中机电产品出口金额与上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 14.9%，受影响程度相对较小，而劳动密集型产品与上年同期相比，出口金额平均下降了
19.39%，受此次疫情影响较大，其中玩具行业受疫情影响程度最深，由于各国交通管制和加大检疫力度
等措施，1~2 月玩具出口下降了 25.7%。
3.2.4. 主要贸易市场出现变化
在疫情期间总体贸易额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对东盟与俄罗斯的贸易表现亮眼，与上年同期相比，进
出口总额分别上涨了 2%与 7.3%，减少了对欧美国家的依赖。在东盟国家中对越南上涨了 10.7%，对马
来西亚上涨了 6.4%，东盟也取代美国一跃成为我国对外第一大贸易伙伴，与此同时受益于我国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经贸领域的深化合作，我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增长 1.8%，高出我国外贸增速 11.4 个百分
点，是稳定我国外贸基本盘的重要力量。在 20 年 1~2 月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 171 亿美元，俄罗斯也上升
为我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国。欧美国家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使俄罗斯将市场逐渐从欧洲向亚洲国家转移，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进口市场与俄罗斯增加了很多合作机会，自俄国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中俄关
系持续向好，并在 19 年两国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双方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俄方疫情初期
承诺两国经贸目标不会因疫情而改变，为我国外贸企业送上一颗定心丸。与之相对的是中加贸易额的下
降，根据海关统计数据表明，疫情期间中国对加拿大贸易额下降幅度最大，达到了 34.9%，受 18 年“孟
晚舟事件”影响，中加关系趋于紧张，19 年美澳媒体舆论使中加关系更加恶化，此次疫情加速了双方贸
易量的下降。
3.2.5. 进出口结构暂时变化
受各地停工停产影响，居民大量囤积生活用品，为了保证了春节前后的市场需求，20 年 1~2 月加大
了大宗商品和民生重点消费品的进口，其中肉制品进口比上年同期增长了 125.8%，糖类进口增长 63.6%。
1~2 月商品出口量整体下降，高附加值产品逆势上升，到了 3 月份国内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外确诊人数
大幅增加，新冠肺炎疫情由输出型转为输入型，中国俨然成为全球治疗新冠肺炎最有经验的国家。随着
运输行业的恢复，3 月后对外的医疗器械、粮食、肉蛋奶、生活用品的出口将会大幅增加，但运输问题
依旧存在，海外严重的疫情使多国实施港口封禁政策，此时再选择海运来运输货物是不明智的，一些重
量大价值低的商品恢复贸易的时间也会顺延。
从疫情的发展情况来看，贸易出口额先下降再上升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8]，但与 03 年不同的是，2020
年需要加大对外贸企业的扶持力度，这是因为外贸的竞争已经从成本、价格的竞争转换为科技、创新的
竞争。在 20 年我国对外贸易的主体已经由外资企业转为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中大部分为中小企业，科研
投入不足，管理模式单一，难以保持和客户的关系，导致抵御风险能力较差，在疫情肆虐期间极易引发
违约风险。在特殊时期，民营企业面临的压力主要表现在各部门没有恢复营业时导致的融资困难、生产
成本上升，索赔业务办理时间过长上，又因为民营企业间存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导致单一的降税政策
并不能对所有企业都产生很好的扶持效果[9]，所以更需要多方面政策的协助。

4. 措施建议
4.1. 防止企业生产链中断，地方政府应保证资金供应充足
地方政府应精准实施已出台的优惠政策，根据各地方的实际情况调整地方基金的征收，不应强制各
企业在入不敷出的情况下发放工资。对承担大量就业岗位的大型企业主要予以税收补助，真金白银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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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资金周转困难的中小企业，刺激当地居民线上消费为企业带来持续稳定的现金流。另外还应普及在线
法律平台和各地正规法律机构，避免中小企业在此次疫情中因资金问题，法律问题而破产倒闭。

4.2. 为解决运输问题带来的国际纠纷，多方都应开辟外贸绿色通道
运输问题为企业带来了不少合同纠纷，国际贸易关系开始紧张，地方政府、银行和贸促会需要积极
落实扶助政策，帮助外贸企业走出难关[10]。首先，国内运输不畅使各工厂原材料面临材料短缺和涨价问
题，各地政府应普及已经出台的补贴政策，同时建立信息交流平台，为企业开辟信息源。其次，各国封
禁政策使各类商品无法到达目的地，资金无法回流，银行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企业贷款期限，延后
偿还贷款的时间，提供专项信贷，加快贷款业务速度，多元化支持外贸企业的融资需求，解决企业暂时
的融资难问题。最后，外贸商品因为运输受阻而引发合同纠纷，需要贸促会出具不可抗力证明，贸促会
可以通过线上办公，线下邮寄的方式开具各类证明，制作疫情期间解决相关问题的贸易仲裁视频，普及
在特殊时期，国际交易间应该注意避免的事项。

4.3. 高附加值产品显现贸易韧性，企业应加速自身转型升级
经过此次疫情，受生产运输影响，贸易额大幅下降，其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受挫最大，而高附加
值产品展现了它较强的贸易韧性，企业应当加快自身产品技术的研发升级，考虑将重点从传统行业转移
到线上订购，跨境电商，无人配送，智能工厂等新兴产业上来，抓住政策机遇，提高自身实力，增强对
外贸易的竞争力。与此同时，企业也应该在地方政府官方网站上了解本地补助信息，减轻自己的经营压
力，合理运用已经出台的出口退税、出口信用保险等合规外贸政策工具，寻找相关机构开具不可抗力证
明，寻求线上法律帮助，维护和客户的友好关系，减少国际纠纷与争端。

4.4. 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欧美日等传统市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稳定疫情期间的我国外贸做出突出贡献，这仰仗于近几年双方互利共赢的
合作，继续深化这种贸易友好的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无害，向南对东盟市场的开发，也可以帮助劳动密集
型行业走出困境。与此同时，欧美日等传统市场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庞大的资本，这些市场的消费能
力也不能轻易忽略，对于之前与一些国家产生的隔阂，此次疫情中适当的政府援助也是双方关系破冰转
暖的机会。

4.5. 增加我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特殊时期时避免国内外谣言
在肺炎爆发以来，我国一般商品贸易出口受挫，大幅进口生活物资，除了生产运输受到阻碍这一原
因之外，还受媒体舆论的影响。一方面，部分外国网友通过国际媒体的负面报道对这次疫情有了很激进
的认识，并逐渐将偏见延伸到中国人与中国制造上，在谴责外媒不实报道之余，也应该加大我国媒体的
国际影响力，使外国网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与出口受挫相对的是
粮食、日用品进口的大幅增加，谣言也为此贡献了一份力量，生活物资无法供应的谣言引起居民恐慌，
各家各户开始大量屯粮囤物，超市为保证供应大幅度进货，最终双方都造成了大量浪费，对此，在疫情
过后应该严惩国内无良媒体，支持良心媒体做大做强。

5. 结语
新冠肺炎与 SARS 在发病过程、传播速度、影响范围、防控政策和对外贸的影响程度方面不尽相同，
使中国即使有对抗 SARS 病情的经验，但抗击新冠肺炎时也遇到了新困难。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使老牌发达国家虎视眈眈，新兴市场不足以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支柱，中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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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协定签订后，为中国外贸进口额增添了压力。2020 年第一季度国内疫情蔓延，外贸行业深受打击，与
抗击 SARS 时不同的是，经历了一个季度，新冠肺炎在国内仍未被完全控制，更严重的是疫情开始在全
球扩散，国际展会纷纷延期举行，国外港口逐渐封禁，国际市场需求下降，中国外贸企业获得的订单数
量没有如期反弹，外加运输的重重困难，大量企业承受不住二次压力而破产倒闭。外贸是推动我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力量，提供大量就业岗位，企业倒闭后不仅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也会对社会安全造成威胁。
新冠肺炎威胁全球，我国对外贸易仍未看到转机，但也不能任由其恶化。因此，为解决燃眉之急，
对外贸企业的补助应该快速准确，鼓励企业暂时将产品出口转向内销，从长远来看，需要优化国内营商
环境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深入开发新兴市场为外贸开源，与此同时企业也要考虑转变发展战略
应对新时期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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