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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计价，8 月份中国出口增长 25.6%，不仅高于 7 月份
19.3%的增速，亦高于市场所预期的 17.3%的增速。8 月份出口
上升主要归因于全球主要经济体消费复苏，圣诞节提前备货以
及东南亚国家因疫情导致订单转移至中国
8 月份进口增速由 7 月份的 28.1%回升至 33.1%，亦高于市场
预期的 26.9%。8 月份进口的回升主要归因于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仍处高位，以及较低的基数效应
8 月份贸易顺差仍保持高位，由 7 月份的 566 亿美元略微回升
至 583 亿美元，亦较市场预期的 532 亿美元为高。7 月以及 8
月较高的货物贸易顺差，以及 7 月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
显示第 3 季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可为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支持
展望未来，海外疫苗接种加快和经济刺激政策将继续支撑外需，
但在高基数的作用下以及海外供应链逐步恢复下，出口增速将
呈现回落趋势。进口方面，预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高位
波动，进口增速在价格因素作用下或保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
或逐步收窄。我们维持 2021 年中国出口及进口分别增长 25.0%
及 30.0%的预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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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元计价，8 月份中国出口增长 25.6% ，不仅高于 7 月份 19.3%的
增速，亦高于市场所预期的 17.3%的增速（图 1）。8 月出口金额逼近
3000 亿美元大关，创历史高位。8 月份出口上升主要归因于全球主要
经济体消费复苏，圣诞节提前备货以及东南亚国家因疫情导致订单转
移至中国。值得指出的是，8 月中国多地爆发了新冠疫情，特别是宁波
港因疫情停运 2 周，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以及供应链中所具有的
韧性。
图 1: 中国进出口增长（%）
70.0
60.0
50.0
40.0
30.0
20.0
10.0
0.0
-10.0
-20.0

出口增速

-3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进口增速
20/12

21/02

21/04

21/06

21/08

来源: 中国海关, 农银国际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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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份中国出口至前 5 大出口地，东盟、欧盟、美国、香港以及日本分
别增长 16.6%、29.4%、15.5%、24.2%及 19.5%，而 7 月份则分别增
长 14.5%、17.2%、13.4%、17.7%及 12.6%。可看出中国对前 5 大出
口地的出口增速在 8 月份均加快，特别是对欧盟出口增速，这与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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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另有指明外，本报告列示的变动比率均为按年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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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8 月较高的综合 PMI 相符。值得指出的是，8 月份与防疫相关产品
的出口增速出现反弹，反映海外疫情反复增加了对中国防疫相关产品
的需求。8 月医疗仪器及器械出口增速为 17.9%，塑料制品出口增速为
6.7%，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增速为-14.9%。而 7 月上述商品的
出口增速分别为-17.1%、-1.4%以及-26.8%。此外，8 月集成电路的出
口增速由 7 月份的 25.5%回升至 38.9%。8 月服装、玩具等产品的出
口均较 7 月有所反弹。
以美元计价，8 月份进口增速由 7 月份的 28.1%回升至 33.1%，亦高
于市场预期的 26.9%。 8 月份进口的回升主要归因于国际大宗商品价
格仍处高位，以及较低的基数效应。排除价格因素影响，以进口数量
计，8 月主要商品进口增速较 7 月份均有回升。8 月份集成电路、粮食、
大豆、铁矿砂及其精矿以及原油的进口量分别增长 25.8%、18.9%、
-1.2%、-2.9%以及-6.2%，而 7 月份则分别增长 19.3%、8.9%、-14.0%、
-21.4%以及-19.6%。值得注意的是，8 月份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增速由 7
月份的 25.6%回升至 33.3%。
8 月份贸易顺差仍保持高位，由 7 月份的 566 亿美元略微回升至 583
亿美元，亦较市场预期的 532 亿美元为高。我们相信 8 月份较预期高
的贸易顺差将支持人民币短期走强。7 月以及 8 月较高的货物贸易顺差，
以及 7 月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收窄，显示第 3 季货物及服务净出口可
为经济增长带来正面支持。值得注意的是，8 月份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
差由 7 月份的 354 亿美元进一步扩大至 377 亿美元。
展望未来，海外疫苗接种加快和经济刺激政策将继续支撑外需，但在
高基数的作用下以及海外供应链逐步恢复下，出口增速将呈现回落趋
势。进口方面，预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将继续高位波动，进口增速在
价格因素作用下或保持较高增速，贸易顺差或逐步收窄。我们维持 2021
年中国出口及进口分别增长 25.0%及 30.0%的预测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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