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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与国际贸易专题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与 ＷＴＯ 的
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崇

泉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正肆虐全球， 目前虽然很难判断疫情对世界经济及其
全球化的具体影响， 但毫无疑问新冠疫情已经并将继续冲击经济全球化， 使得经济

全球化波折发展。 而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织之一的世界贸易组织 （ ＷＴＯ） ，
疫情爆发前就已经面临严峻挑战， 新冠疫情更是给 ＷＴＯ 带来存亡危机。 中国在艰
难地应对疫情挑战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后， 转而向全球疫情应对提供经验及援助
时， 竟然面临美国污名化病毒称谓、 要求中国因疫情进行赔款的荒谬情况， 美国诸
多破坏性举动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面对国际环境的 “ 至暗时刻” ， 本文分析了新
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及其经济全球化与 ＷＴＯ 的影响， 并提出了如何面对这一系列挑
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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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肆虐全球。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上午 １０

点 ①，

全球已经有 ２１０ 多个国家发现确诊病例， 全球超过 ４９９ ５ 万人感染， 已确认

因该病毒而死亡的人数超过 ３２ ８ 万。② 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时， 就有许多人开始关

注疫情对经济影响的研究， 但因疫情仍在继续， 很难判断疫情对世界经济及其全球
化的具体影响。 毫无疑问， 新冠疫情已经并将会继续冲击经济全球化， 使得经济
全球化波折发展。 而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组织之一的 ＷＴＯ， 疫情爆发前就
已经面临严峻挑战， 新冠疫情更是给 ＷＴＯ 带来生存危机。 中国在艰难地应对疫
情挑战并有序推进复工复产后， 转而向全球疫情应对提供经验及援助时， 竟然面
临美国污名化病毒称谓、 要求中国因疫情进行赔款的荒谬情况， 美国诸多破坏性
举动使中美关系急转直下。 面对国际环境的 “ 至暗时刻” ， 如何分析判断新冠疫
情后对世界经济及其经济全球化与 ＷＴＯ 的影响， 以及中国应如何应对这一系列
挑战， 已成为人们的关注点。
［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０－０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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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人类汲取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贸易战的教训， 致力于维护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国际经贸治理体制。 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 提升为领导人峰会机制。
Ｇ２０ 领导人峰会承诺加强合作， 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努力恢复和支持经济增长。 虽然
Ｇ２０ 领导人峰会的承诺并未完全兑现， 但至少各国开始有意识地避免重蹈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以邻为壑” 保护主义政策的覆辙， 主动利用国际合作来解决全球问题。

此次新冠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冲击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 （ ＩＭＦ） 在其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的 《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中指出， 世界经济增
长正在遭受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大萧条” 以来最严重的打击， 全球第一次出现发达
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同时进入衰退的情况。 ＩＭＦ 预测 ２０２０ 年全球经济将萎缩

３％， 鉴于新冠疫情仍在蔓延， 冲击还将继续。①

在新冠疫情全球多点爆发下，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Ｇ２０ 领导人召开特别峰会， 呼

吁 “ 抗击疫情爆发需要透明、 稳健、 协作、 大规模和以科学为基础、 带着团结精
神的全球应对措施” 。 但此次特别峰会网络视频会议的创新形式远大于会议的实质
内容。 正如 ＷＴＯ 秘书处在汇编 Ｇ２０ 主要经济体以及整个 ＷＴＯ 成员所采取的贸易
便利和限制措施的清单②时， 宣称绝不对其成员采取此类措施的权利作出判断。 这
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 ＷＴＯ 成员已经不同程度地实施了贸易限制措施。 显然， 当前
各国在应对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上已经采取了 “ 逆经济全球化” 的措施。 ＷＴＯ

秘书处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发布的新报告证明了这一点， 报告发现迄今已有 ８０ 个国
家和关税区因新冠疫情而实行出口禁令或限制。③

此次新冠疫情加剧了对 “ 逆全球化” “ 去全球化” “ 全球化已经终结” 等问题

的讨论。 因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成就最为显著的领域， 因此大多数讨论集中在经济
全球化。 笔者认为， 新冠疫情将重创经济全球化， 但不会逆转经济全球化。

１９９７ 年 ＩＭＦ 把 “ 经济全球化” 定义为 “ 跨国商品与服务交易及国际资本流动

规模和形式的增加， 以及技术的广泛迅速传播使世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增
强” 。④ 因此， 经济全球化是随着科技和生产力的发展， 世界各国市场和经济相互
融合的过程。

新冠疫情致使经济要素的流动 （ 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 几乎中断， 不止是跨

国界流动， 在一国或一地区内因隔离措施也几乎停滞。 但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
和外在需求依然存在。
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的推动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驱动力之一。 资本的逐利性永
远是不会变的。 一个公司一旦完成了全球布局， 就已经成为跨国公司， 严格来说，
①ＩＭＦ： 全球经济前景仍在恶化， 英国 《 金融时报》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报道。

②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ｔｒａｔｏｐ＿ ｅ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 ／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ｅ ｈｔｍ＃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０，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③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ｔｏ ｏｒｇ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ｎｅｗｓ＿ ｅ ／ ｎｅｗｓ２０＿ ｅ ／ ｒｅｓｅ＿ ２３ａｐｒ２０＿ ｅ ｈｔｍ， 访问日期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世界经济展望》 ， 北京： 财经出版社， 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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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属于单一国家， 即便因一国政策而调整其全球布局， 也不会因为一国的政府
要求而回转为国内公司 （ 除非经营不利） 。

科技的发展是经济全球化另外一个内在驱动力， 尤其是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第

四次工业革命， 其特征为自动化、 数字化、 智能化。 信息、 数据在全球范围内流
动， 超越人为限制， 因此信息、 数据的全球流动推高了对全球治理的内在需求。

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外在需求， 我们以此前因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 “ 脱钩” 讨

论， 以及因新冠疫情应对 （ 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措施） 引发的供应链转移讨论为

例， 大家普遍担心美国、 日本等发达国家将全球价值链从中国转移出去， 带来经济
脱钩， 造成经济全球化逆转。 显然， 全球价值链一定会因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
而调整， 但并不会完全断裂。
首先， 当前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 只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被阻挡，
全球价值链就不会断裂。 其次， 全球价值链的高端部分大多在发达国家， 能够从中
国转移出去的只是中低端部分， 而在这部分中中国的优势很难被其他国家或地区所
取代。 最后， 从新冠疫情应对的角度看， 保持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转是非常必要
的。 新冠病毒仍在蔓延， 而疫情中心此前由亚洲已经转移到欧美， 有专家预测将可
能继续转移， 或者会轮转， 世界卫生组织首席科学家斯瓦米纳坦预测控制住新冠病
毒可能需要四到五年。① 因此， 国际社会很快就会意识到， 保持全球价值链的顺畅
运行， 将有利于缓解疫情， 尤其是与疫情相关的物资的供应。
新冠疫情对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已然存在， 经济全球化在疫情过后会呈现出新的
特点。 第一，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势头将受阻， 速度会放慢。 第二， 经济全球化
呈现更为均衡的发展， 将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大多数经济学家、 贸易专家都坚
信贸易自由化、 经济全球化将会促进经济增长、 改善人民福利。 但这一过程伴随着
收入和贫富差距拉大问题，② 移民带来的就业忧虑，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脱节与
失衡③等问题， 这些都成为人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 新冠疫情使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出现的这些问题更加突显。 未来， 国际社会必然要合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全球价值
链的调整也体现了这一点， 各国开始追求弹性、 更安全的全球价值链布局。 第三，
经济全球化治理机制将会更加完善。 近年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经济全球化

治理机制受到了极大挑战。 ＷＴＯ、 世界银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甚至联合国，
这些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和平、 繁荣发展的国际机构和机制近年来一直受到
质疑和挑战。 我们当前面临的是全球问题， 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必然需要全球合
作， 因此国际机制和公共机构是必不可少的。 但对这些机制进行改革和完善以应对
①ＷＨＯ： 控制住新冠疫情可能需要四到五年， 英国 《 金融时报》 ５ 月 １４ 日报道。

②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Ｌａｂ） 发布的 《 世界不平等报告》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 对世

界众多国家的收入与贫富差距进行了系统性测度。 过去的几十年间， 收入差距在世界各个地区几乎呈扩大趋
势， 但扩大幅度各不相同。 全球范围内国家的收入差距因为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降低了国家间平均收
入差距程度。 中国的经济迅猛增长及贫困人口锐减对收入差距扩大起到了适度对冲作用。

③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英国经济学家阿莱的研究认为， 在世界市场总的价值构成中， 虚拟经济占了大多数，

实体经济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 ２％。 但从目前情况看， 实体经济的规模不到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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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形势， 也是大势所趋。 历史是不会终结的， 那些 “ 去全球化” “ 去中国化” 的
言论必将失败！

二、 新冠疫情对 ＷＴＯ 的影响

新冠疫情爆发前， ＷＴＯ 改革已经是全球热议的话题。 尤其是因美国阻扰上诉
机构成员遴选而造成上诉机构停摆后， 更是出现了 “ ＷＴＯ 已经死亡， 或濒临死
亡” 的观点。 受益于 ＷＴＯ 所管辖的协定 （ 协议） 的履行、 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的运
转， 以及其仍在推动的渔业补贴、 投资便利化、 电子商务等议题的谈判， 加之欧
盟、 中国等①共 １９ 个成员达成的上诉仲裁安排， ＷＴＯ 尚未到生死存亡之际。
新冠疫情的出现对于人类来说是始料未及的重大事件， 对于 ＷＴＯ 来说更是始
料未及的致命打击。 可以说， 面对新冠病毒的蔓延， ＷＴＯ 面临着存亡危机， ＷＴＯ
的局限性因疫情而进一步突显。
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 因为各成员为应对疫情而采取隔离政策的贸易将会
是重灾区。 ＷＴＯ 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发布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 年贸易增长预测》 和 《２０１９
年贸易统计数据》， 乐观预测， ２０２０ 年全球货物贸易将下降 １３％； 而悲观预测， 全球
货物贸易降幅可能高达 ３２％。 其实即使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因全球贸易受中美贸易紧
张局势和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２０１９ 年货物贸易增长为 ２ ８％， 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
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全球唯一的多边贸易组织， 自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经过漫长谈判的多哈发展回合
多边谈判失败后， ＷＴＯ 权威性、 可信度受损， 受到的质疑日渐增多。 尤其是美国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 美国从支持经济全球化、 贸易自由化、 以规则为主的多边贸易
体制的传统主导力量， 转向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特朗普政府公然违反 ＷＴＯ
规则， 利用 “２３２” “３０１” 等国内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单方面加征关
税。 特朗普还多次抱怨 ＷＴＯ 对美国不公， 威胁如 ＷＴＯ 不改变对待美国的方式，
美国将退出 ＷＴＯ。 美国质疑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有效性以及对美国存在的不公平裁
决， 持续地阻扰上诉机构成员的遴选问题， 最终使上诉机构停 摆。 美 国 还 指 责
ＷＴＯ 无法解决中国等成员采用 “ 不公平” 方式所产生的问题， 致使美国处于极为
不利的地位。 与此同时， 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上动作频频②，

①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澳大利亚、 巴西、 加拿大、 中国、 智利、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欧盟、 危地马

拉、 中国香港、 冰岛、 墨西哥、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新加坡、 瑞士、 乌克兰和乌拉圭等 １９ 个 ＷＴＯ 成
员正式向 ＷＴＯ 提交通知， 共同建立 《 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 （ ＭＰＩＡ） 。

②美国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中旬向 ＷＴＯ 提交有关发展成员地位以及特殊与区别待遇的改革提案， ２ 月 １５ 日提交题为

《总理事会决议草案： 加强 ＷＴＯ 协商功能的程序》 的提案， ３ 月美国年度贸易政策议程报告从四个方面系统提出美
国有关 ＷＴＯ 改革主张中提到 “ＷＴＯ 对发展处理方式必须调整以反映当前全球贸易现实”， ７ 月 ２６ 日， 特朗普发表
《改革 ＷＴＯ 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 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用 “一切可能手段”， 防止自我声明但没
有适当经济或其他指标佐证的发展中国家利用 ＷＴＯ 规则和谈判中灵活性谋取利益。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０ 日， 根据美国反
补贴法， ＵＳＴＲ 在 《联邦公报》 中发布了发展中和最不发达国家／ 地区清单， 认定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也更为严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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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联合欧盟和日本①促使 ＷＴＯ 推动产业补贴规则、 国有企业等议题的讨论， 意图
为中国 “ 量身定制” 一套规则。 ＷＴＯ 成员最初在推进 ＷＴＯ 改革时无所适从， 后
来受美国这一系列举动的影响， 或主动或被动地形成了共识。

新冠疫情后， 已经进行的 ＷＴＯ 改革相关议题或许还会继续， 但因应对新冠疫情

各国注意力已经转向国内， 因此推动谈判的政治意愿降低， 外交资源减弱， ＷＴＯ 改
革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将会大幅度降低。 尤其随着疫情的发展， ＷＴＯ 所监测的成员出
台的贸易、 投资限制措施已经且还将继续增多。 更让人担心的是， 大量这些贸易、 投
资限制措施可能会与 ＷＴＯ 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则相违背。 如此一来， 不仅 ＷＴＯ 的权
威性、 有效性受到挑战， 而且 ＷＴＯ 所追求的贸易自由化的根基将会被动摇。

ＷＴＯ 成员原本对 ２０２０ 年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寄予很高希望， 希望在此次会议

上对 ＷＴＯ 改革进行正式授权， 正式开启改革程序。 然而， 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召开
的会议因为疫情而延后②。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ＷＴＯ 总干事突然宣布将提前一年结
束其任期③， 无论其初衷如何， 这也预示着 ＷＴＯ 未来发展的变数增大。

ＷＴＯ 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 其一直追求市场开放和贸易自

由化。 疫情爆发前的 ＷＴＯ 改革虽然面临其体制设计中的内在局限性 （ 如协商一致
的决策机制） 和多边谈判功能停滞带来的内在压力， 但美国的单边主义、 贸易保
护主义、 对 ＷＴＯ 上诉机构的杯葛是 ＷＴＯ 面临的显著外部压力。

此次新冠疫情突显了 ＷＴＯ 的局限性。 ＷＴＯ 是成员驱动的组织， 当前 １６４ 个成员

依据谈判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行事。 ＷＴＯ 虽然有具有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 但面
对疫情无法很好地应对贸易限制措施日益增多的状况， 更何况目前上诉机构已经
停摆。

但 ＷＴＯ 也并非无所作为。 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ＷＴＯ 就发布了两个与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医疗产品相关的报告④， 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海关组织分别
发布联合声明， 加强新冠疫情应对的国际合作。

此次疫情使 ＷＴＯ 及其成员将更深入思考 ＷＴＯ 改革和未来发展。 ＷＴＯ 改革的

动力也会更多地转向内部动力， 而非以美国施压为代表的外部压力。 ＷＴＯ 应该考

虑推动更平衡的贸易议程， 考虑如何制定适合当前贸易新态势的规则， 考虑如何使
其治理机制更加有效， 考虑如何加强与其他国家组织的合作以共同应对超越贸易议
①美国、 欧盟、 日本自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起已经发布了七次联合声明， 其目的称三方要合作消除第三方

国家 （ 基本是指中国） 在产业补贴、 国有企业、 强制技术转让、 本地化要求和偏好等不公平扭曲市场和贸易
保护主义行为。

②ＷＴＯ 原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 这比通常的时间晚了半年。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哈萨克斯坦致函 ＷＴＯ， 提议将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延后一年或更长时间。 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会
议安排。

③日内瓦时间 ５ 月 １４ 日下午四点， ＷＴＯ 总干事阿泽维多突然宣布， 他将提前一年在今年 ８ 月 ３１ 日卸任。
④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ＷＴＯ 秘书处发布了一份应对 ＣＯＶＩＤ－１９ 病毒大流行的医疗产品贸易报告。 该报告跟

踪了个人防护产品、 医院和实验室用品、 药品和医疗技术等产品的贸易流， 并提供了这些产品各自的关税信
息。 ４ 月 ２７ 日， ＷＴＯ 秘书处发布了一份有关区域贸易协议 （ ＲＴＡ） 中医疗产品处理的新报告。 该报告检查
了优惠伙伴之间医疗产品的贸易程度以及这些贸易协定内外的自由化率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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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议题 （ 如环境、 劳工等与贸易挂钩的议题） 。

最终疫情的成功应对会证明， 贸易是促进经济复苏和发展的最有利工具， 多边

合作是正确选项；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也将会更加完善。

三、 中国的应对建议
新冠疫情最先对中国造成冲击， 但最终得到有效防控。 中国对疫情的有效防
控， 既将疫情对中国的打击降到最低， 也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然而在新冠疫情全球爆发之时， 美国等国家不仅不致力于本国的疫情防控， 反而甩
锅抹黑污名化中国， 甚至出现了诬赖中国导致疫情爆发， 进而要求索赔的荒谬事
件。 另外， 因疫情防控， 各国日渐转向保护主义， 美国、 日本①均有要在华企业将
价值链转回国内或其他地区的言论或政策。 新冠疫情激发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单边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经济全球化受阻， ＷＴＯ 等国际经济治理机制待完
善。 中国所处的全球环境已然恶化。 以下是本文给出的对策建议。

第一， 继续延续老祖宗的智慧， “ 广积粮、 筑高墙、 不当头” 。

汉高祖刘邦立国初提出 “ 深挖洞、 广积粮、 筑高墙、 缓称王” 。 明太祖朱元璋

打败陈友谅后， 接受了他的谋士朱升建言 “ 广积粮、 筑高墙、 缓称王” 。 毛主席在

２０ 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时提出 “ 深挖洞、 广积粮、 不称霸” 。 笔者认为以上
政治智慧和政治遗产仍可运用当下。

我们仍可用 “ 广积粮、 筑高墙、 不当头” 来应对当前局势。 “ 广积粮” ， 就是

广义上办好自己的事， 狭义上做好民生， 保证粮食食品供应； “ 筑高墙” 就是坚持

开放改革的同时努力加强国防建设， 让敌对势力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加强政治经济
网络安全等； “ 不当头” 即在外交上量力而行， 实事求是， 做力所能及的事， 以
“ 不变应万变” 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二， 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 也是推动我国发展的根本动力。 我国四十多年改
革开放经验告诉我们： 改革不停顿， 开放不止步， 越是形势复杂， 越要以更坚定的
信心、 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深入。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明确指出要
不失时机推动改革， 善于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
制机制， 坚定扩大对外开放， 推动共建 “ 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第三， 坚定支持通过国际合作来应对疫情。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习近平主席在第 ７３ 届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发表
①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 日本政府在其临时内阁会议上， 确定了应对新冠疫情的刺激计划 １０８ ２ 万亿日元。 ４

月 ２０ 日的内阁会议上， 该刺激计划的规模扩大至 １１７ 万亿日元。 这项刺激方案中约 ２３ 亿美元用于 “ 改革供
应链” ， 其中约 ２０ 亿美元用于帮助公司将生产转回日本， 约 ２ １５ 亿美元用于帮助企业 “ 寻求实现生产基地
多元化” ， “ 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 或者是向东盟国家分散” 。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ｙａｈｏｏ ｃｏｍ ／ ｊａｐａｎ －ｆｕｎｄ －
ｆｉｒｍｓ－ｓｈｉｆｔ－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０９０１５２１７５ ｈｔｍ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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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 《 团结合作战胜疫情 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的致辞。 这是中国的信
念， 我们举全国之力有效应对国内疫情， 我们也坚定地相信国际社会需要团结起
来， 凝聚抗击新冠疫情的合力。

同时， 中国也将身体力行， 体现大国担当。 中国承诺将在两年内提供 ２０ 亿美

元国际援助， 同联合国合作， 在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 建立 ３０ 个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 加快建设非洲疾控中心总部； 中国疫苗研发完成并投入使
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将与 Ｇ２０ 成员共同落实 《 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
付倡议》 ， 并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加大对疫情特别重、 压力特别大的国家的支持力
度， 帮助其克服当前困难。

第四， 坚定支持 ＷＴＯ 等多边治理机构。

中国是世界上第一贸易大国， 中国是 ＷＴＯ 的重要和核心成员， 中国将始终坚

定地支持 ＷＴＯ 多边贸易体制。 尤其是新冠疫情肆虐的当下， 中国相信 ＷＴＯ 在抵

制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拆解全球供应链的非理性反智行为上， 将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 中国也认识到不能再笼统地支持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 它们带来经
济增长、 福利增加的同时也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失衡等问
题。 因此， 中国支持 ＷＴＯ 进行改革， 以推动更加平衡的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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