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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外贸大省，最近几年来，其外经贸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发生

了较大变化，这是其外经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广东制定未来外经贸发展

战略和对策的基础。

● 本年度蓝皮书对2014~2015年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分三个专题重点研究了广东外经贸结构及竞争力问题，探讨了各个重点产业的贸

易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状况，具体涉及工业制成品贸易问题、初级产品贸易发展态

势、外经贸热点及理论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广

东出口结构有所改善；二是广东产品出口竞争力有所上升，但不稳定；三是广东

外经贸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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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中共广东省委高校工委、 广东省教育厅评为 “广东省 １９９８ 年南粤教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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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专著 ２ 部， 主编教材 １ 部。 ２００５ 年获得广东省首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奖 （政府奖） 二等奖。

刘　 胜　 男， 湖南人， 博士， 副教授， 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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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威尔士州分会等多个学术团体的会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发展经济学、 国际

贸易与投资、 应用计量经济学。 近年来独立出版学术专著 １ 部 （全英），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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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经验》 《对外贸易结构的动态演进———广东的经验分

析》 ３ 部学术专著， 在 《经济学家》 《法学家》 《宏观经济研究》 《国际经贸探

索》 等学术期刊上发表研究论文 ４０ 余篇， 主持完成教育部人文社会一般项目

研究课题 “贸易结构、 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关系： 理论与实证”， 另参与十

余项国家社科基金及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摘　要

摘　要

在全球性的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 各国颁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 在近

几年产生了一定成效， 各国的需求、 产业发展及外经贸形势都出现了新情况。

各国的国际需求及外经贸问题对中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为此， 中国各级政府也

颁行了关于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一系列政策。 ２０１０ 年， 中共广东省委和

省政府颁行了 《关于加快外经贸战略转型　 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决定》 （粤发

〔２０１０〕 ７ 号）；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 也提出 “加

快转型升级、 建设幸福广东” 的任务； 广东省外经贸发展 “十二五” 规划也

提出了新时期目标是进一步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 增强国际竞争力。 所以， 广

东外经贸结构和国际竞争力近几年的变化成为各界关注的问题， 是下一步外经

贸发展及其对策制定的基础， 也是外经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的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在 ２０１３ 年外经贸区域问题的基

础上， 重点研究广东外经贸结构及竞争力问题， 一是广东工业制成品贸易问

题， 探讨各个重点产业的贸易转型升级、 竞争力问题； 二是广东初级产品贸易

发展态势； 三是探讨外经贸热点问题。 所以， 本年度报告除了 “总报告” 的

形势分析外， 还安排了工业制成品贸易、 初级产品贸易、 热点问题及理论 ３ 个

专题。

“总报告” 基于国际经贸形势分析， 对广东外贸发展趋势进行了预判， 并

对广东出口结构和竞争力问题进行总体概括， 由两篇研究报告构成。 第一篇是

《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从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入手，

阐述了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 认为世界经济维持温和

复苏态势， 全球贸易呈现温和增长的趋势， 增幅波动不大， 跨国投资政策环境

总体更加宽松， 有利于国际投资增长。 基于此， 该报告首先对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

济趋势进行了预判： 世界经济增长率略有回升， 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各国增速

分化态势可能更加明显， 美国、 英国经济活力不断提升， 经济增长前景趋好；

１０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欧元区内需不足的矛盾突出， 财政整固任务依然艰巨； 日本结构性改革前景不

明朗， 对经济增长形成较大制约。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外部环境有所改

善， 经济增速小幅回升， 其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 但明显低于自身前几年的水

平。 其次， 对国内经济基本趋势进行了预判：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 “中

高速、 优结构、 新动力、 多挑战” 成为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适应新常态发

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已逐步成形。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会延续前期 “下

行” 的趋势。 货币政策逐渐放松， 跨国资本流动加快， 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剧，

成为影响我国进出口贸易和双向投资的重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 该报告较详细

地分析了 ２０１４ 年广东外经贸形势的特征， 表现为： 外贸总量在外贸大省中保

持领先， 但月度走势跌宕起伏；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势良好， 加工贸易进出口降

幅持续收窄； 外商投资企业、 私营企业进出口回升势头明显。 综合起来看，

２０１４ 年广东商品进出口贸易增长 － １ ４％ ， 其中出口增长 １ ５％ ， 进口增长 －

５ ５％ 。 最后， 对 ２０１５ 年的外贸走势进行了预测： 进出口贸易的增速由负转

正， 增幅为 ５％左右。 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 随着自由贸易园区建设、 海上

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 广东贸易结构继续优化， 多元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尤其

是对欧盟的贸易得到快速拓展； 广东继续利用外资进行调整， 服务业开放程度

加大， 服务贸易快速发展， 同时对外投资高速增长。

第二篇是 《广东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动态比较分析》， 采用海关

ＨＳ 数据进行结构分析， 并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方法， 解析广东外经贸产

品结构， 同时度量各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 在产品分类方面， 按照所含要素密

集程度把出口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４

类， 然后分别考察其结构和竞争力变化。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近 ２０

年， 广东外经贸经历了 ９０ 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冲击， 近几年出口贸易总体上看震动比较大， 并进入低速增长态势。 其中各类

产品出口增速差异较大。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波动比较大， 目前保持较高增

速；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保持低速增长， 已经呈现负增长；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

口不稳定， 呈现低速增长； 技术密集型产品增速下降， 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

长。 各类产品出口增速的不同引起出口结构的变化，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资源密

集型产品出口比例经过了逐步下降再上升的过程，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８ ０２％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８６％ ， 再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 ８ ６０％ 。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从 １９９７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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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４５ ３９％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１ ３１％ ， 下降了约 ２４ 个百分点。 资本密集型

产品出口比例在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缓慢上升， 从 ２１ ５８％上升到 ３５ ３９％ ， 然后又

缓慢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７ ４４％ 。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比较稳定地上升，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２４ ７３％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２ ６５％ ， 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都不大。

这说明广东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竞争力度量方面， 运用显示

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了各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结果表明，

广东整体出口竞争力有所提高， 首先，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比较强，

主要体现在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 如纺织服装、 陶瓷等方面， 但出口产

品仍处于价值链低端； 其次， 技术密集型产品具有的一定显示性竞争优势， 但

属于外资控制； 拥有自主高新技术的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强； 资本密集型产

品的竞争力比较弱，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弱。

工业制成品贸易专题部分重点探讨了广东几类产品及其产业的贸易问题，

由 ４ 篇研究报告构成。

第一篇是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与对策》， 首先从广东机电产

品外贸的现状出发， 梳理入世以来广东机电产品外贸发展特点。 机电产品在广

东外贸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其贸易规模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５８ ０９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２３２ ７０ 亿美元， 出口规模扩大了 ８ ８ 倍， 年均增长 １８ １３％ ； 其占

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０ ４４％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６ ２６％ 。 电器及

电子产品属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比重不断提高，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７ ０７％提高

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９ １６％ ， 反映广东机电产品贸易的产品结构不断优化。 其次， 运

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对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广东机

电产品 ＴＣ 指数从 ２００１ 年 ０ １８０ 上升至 ２０１３ 年 ０ ２１６， 表明广东机电产品在国

际市场上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其中金属制品的竞争优势较强， 其 ＴＣ 指数达到

０ ６８； 机械及设备的 ＴＣ 指数达到 ０ ４０。 但是近几年， 广东机电产品竞争力指

数有所下降， ２０１３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０ ２３６） 和江苏水平 （０ ２４９）。 且广

东机电产品出口还存在出口结构不合理、 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自主品牌建设力

度不够等问题。 对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即通过广东企业自主创新和品牌发

展的环境建设， 推动企业加强科技创新， 深化 “品牌带动” 战略， 建立企业

境外营销网络， 综合提升机电产业竞争力。

第二篇是 《广东汽车产业贸易及其支持产业发展的研究》， 首先分析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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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现状。 汽车产业在广东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增加值为 １３７８ ８２ 亿元，

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２５６４７ ２４ 亿元） 中占 ５ ３８％ 。 最近 １０ 年， 广东汽车

呈现高速发展态势。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汽车产量从 ２７ ６６ 万辆增加到

２５４ ２９ 万辆， 年均增长 ２７ ９５％ 。 ２０１３ 年广东汽车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

１０ ６５％ ， 排在全国首位， 其中， 轿车 ２０６ １７ 万辆， 占汽车产量的 ８１ ０８％ 。

近几年， 广东汽车零部件产业规模约为汽车产值的 ４０ ０％左右。 相比于整车，

零部件产业发展存在明显滞后的情况。 从出口贸易看， ２００６ 年， 广东汽车整

车出口 ４１ ００ 亿美元， 进口 ２４ ６３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分别为 ７９ ９０ 亿美元和

３７ ３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分别为 １１ ７６％ 和 ７ １６％ 。 广东汽车零部件及配件

２０１２ 年出口额为 ４２ ８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２ ３％ 。 然后， 运用区位熵指数方法

分析广东汽车产业的集聚程度， 结果显示广东汽车产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产业

集聚水平。 广东培育了具有代表性的汽车品牌， 如广汽 “传祺”、 比亚迪等，

在国产中高端市场上持续保持领先地位。 基于此， 该报告总结了广东汽车贸易

的主要问题： 一是投资结构缺乏多样性， 贸易结构风险系数高； 二是自主品牌

汽车贸易竞争力不足； 三是汽车服务业及其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 四是零部件

产业贸易发展滞后于整车贸易发展。 最后， 该报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三篇是 《低碳与反倾销约束下广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动力机制》，

首先， 通过分析广东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现状， 发现广东是中国最大的陶瓷生产

基地。 广东陶瓷出口贸易保持稳定增长， 在广东总出口中的比重保持在 １％左

右。 贸易量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２ ３３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６ ２８ 亿美元， ２０ 年内

增长了 ２３ 倍左右， 年均增长 １７ ２６％ ； 在全国的占比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３２ ６１％ 提

升至 １９９９ 年的最高占比———５２ ４３％ ， 但近几年， 这一占比大幅度下降， ２０１２

年占比为 ３３ ６１％ 。 其次， 利用波特 “钻石” 理论模型， 探索广东陶瓷产业贸

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分析得出广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由技

术创新机制、 营销优化体系、 市场服务体系、 低碳经济体系、 政府支持体系构

成。 综合起来看， 陶瓷产业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也是典型的资源消耗

型产业， 面临着原材料和燃料价格上涨、 劳动力供给短缺等问题， 而且陶瓷产

业面临着国内低碳经济管制和国外反倾销壁垒的双重压力， 并存在生产价值链

低端困境、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品牌竞争力不强、 专业人才不足等问题， 导致

其发展后劲不足。 建议政府要充当服务型的支持者， 加强政策支持， 帮助拓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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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企业的融资渠道； 嘉奖自主创新、 清洁生产企业， 惩罚违反环境保护规定

的行为； 建立出口监控体系、 反倾销预警机制和陶瓷出口技术壁垒预警机制，

引导企业提高对反倾销的应对能力。

第四篇是 《广东出口行业的碳排放测算及低碳化选择》。 该报告运用投入

产出模型法对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广东各出口行业的直接碳排放量、 隐含碳排放量、

国内隐含碳排放量等进行了测算。 首先， 总体看， 出口贸易增长必然引起出口

行业碳排放量的增加。 出口碳排放总量在 ２００７ 年达到了一个峰值， 为

３８２０１ ２１ 万吨， 其后有所下降。 这与广东出口贸易态势一致， ２００７ 年前外部

需求上升， 广东出口超常规增长， ２００８ 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下降，

近几年出口增速持续放缓。 其次， 理清各行业的碳排放现状。 广东各行业出口

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存在着基本同步的发展趋势。 碳排放高、 出口收入低

的行业主要有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 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金属制品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等行业； 碳排放低、 附加值高的行业主要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仪

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 基于此， 该报告提出了未来广东应对低

碳壁垒， 发展低碳贸易的产业选择： 鼓励碳排放低、 附加值高的行业发展； 限

制碳排放高、 出口收入低的行业发展； 同时， 维持碳排放不高的行业的发展现

状， 这类行业主要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纺

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

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等行业。

通过上述研究初步说明广东外贸行业正在进行结构调整， 技术密集型产品

出口比例上升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下降， 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但是，

工业制成品贸易受到了资源环境的限制， 特别是环境保护和国际碳排放的限

制； 此外， 受到劳动力成本上升、 原材料和燃料价格上涨的制约； 同时， 还受

到国际反倾销等非关税壁垒以及未来碳关税等的限制。

初级产品贸易专题部分重点探讨了广东几种初级产品贸易及其对外投资的

情况， 由 ５ 篇研究报告构成。

第一篇是 《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

究》， 主要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 分析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对广东谷物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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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广东谷物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

态， 其逆差额从 ８５９４ 万美元扩大至 １０６５１４ 万美元， 年均增长 ２５ ０１％ ； 其贸

易竞争力指数在 ０ 以下并持续下降， 近几年越来越接近 － １， 这表明广东谷物

进出口贸易状况正进一步恶化， 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汇

率制度改革以来， 人民币整体上呈现升值的趋势，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

发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人民币在某些时期甚至出现微幅的贬值。 累计来

看，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的 ８ ２７６５ 元人民币 ／美元升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６ ０９６９ 元人民币 ／美元， 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达到 ２６ ３３％ 。

从劳动力成本看， １９９９ 年至今，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均处于高

速增长态势。 １９９９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８３１９ 元和

１１３０９ 元， ２０１２ 年分别为 ４６７６９ 元和 ５０５７７ 元， 分别比 １９９９ 年增长了约 ４ ６ 倍

和 ３ ５ 倍。 ２００１ 年 ～ ２０１４ 年年底， 广东实际与名义工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

１０％ ～１５％ 。 显然， 人民币汇率及劳动力成本影响到广东谷物的成本和国际竞

争力。 运用协整检验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结果显示人民币汇率、 广东劳动力成

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之间均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即人民币每升值

１％ ，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下降 ０ ８４％ ； 劳动力成本每上升 １％ ， 谷物国际竞

争力下降 ７ ３９％ 。 据此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 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

态势； 引导外贸企业对人民币升值合理预期； 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

训， 提高劳动力质量； 提高广东农业科技水平， 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 用资本

和技术替代劳动等。

第二篇是 《广东水产品生产和外贸发展态势研究》。 广东是中国水产品大

省， 水产品生产和外贸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广东渔业总产

值占全国的比重从最高的 １２ ６７％ 逐步下降到 １０ ９８％ ， 降低了 １ ６９ 个百分

点； 在全国水产品总产量中的比重下降， 从 １３ ９９％ 微降到 １３ ２２％ 。 这说明

广东水产经济在全国水产版图中的地位逐步下降。 从外贸情况来看， ２０１３ 年，

水产品进出口额为 ４５ ８５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３３ ３０ 亿美元， 进口 １２ ５５ 亿美

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年均增速为 １５ ３２％ ， 其

中出口增速为 １５ ２０％ ， 进口增速为 １５ ６４％ ， 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说明广

东水产品外贸在全国的地位不断上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贸易占农

产品贸易的比重为 １８％左右， 出口所占比重为 ３７％左右， 进口所占比重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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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 反映了广东水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远远超过农产品平均水平。 广东水产

品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 ０ ４５ 左右， 是广东加快农业 “走出去” 的重要基础。

但是， 广东水产品生产和外贸还存在安全质量问题突出、 组织化程度低、 出口

产品和市场结构单一等一系列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 该报告在最后提出了一系

列的措施。

第三篇是 《天然橡胶供需走势及广东农垦 “走出去” 战略分析》， 以广东

农垦为例， 探讨中国天然橡胶生产、 外贸和对外投资问题。 天然橡胶是一种重

要的战略性资源， 主要产于热带地区。 从国际市场上看， 天然橡胶供大于求，

胶价仍将在低位徘徊。 东南亚地区是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 前几年大面积种植

的橡胶， 近几年开始割胶， 导致供给迅猛增加。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橡胶产量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２５ ４０ 万吨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６６ ６２

万吨， 年均增长 ２ ８８％ ， ２０１３ 年橡胶产量为 １０３６ 万吨， 占全球总产量的

９３％ 。 中国是天然橡胶最大的消费国和进口国， 这主要是受到经济增长、 汽车

消费及其对轮胎需求的增长及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 由于经济呈下行态势， 中

国对橡胶的需求开始放缓。 ２０１１ 年起， 国内橡胶产量已经开始超过消费量，

库存持续增长。 因此， 天然橡胶业的出路在于 “走出去”。 以广东农垦为例，

对广东农垦种植橡胶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 广东是国内三大橡胶生产基地之一， 其

种植面积和产量仅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４％左右。 广东农垦种植橡胶受到资源因

素的制约， 其优势在于长期生产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 储备了大量的适用技术

和充足的人才。 而东南亚地区气候和土壤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广东可以与东

南亚地区联合， 实现优势互补。 因此， “走出去” 并向东南亚发展是广东农垦

橡胶产业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正值国家推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

之际， 广东可以借此机会大力推进农垦橡胶产业对外投资。

第四篇是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演变：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从中国角度

考察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研究发现： 较高的市场准入

大大提升了油籽的进口份额， 农产品加工贸易出口致使棉花等原料性农产品进

口份额攀升， 质量竞争力薄弱的国内畜产品正被进口品替代； 有比较优势的劳

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有扩大的趋势， 但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类产品

出口所占份额下降， 质量和信誉竞争力急剧下降的畜产品占农产品总出口的份

额呈现下降趋势。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 使得中国由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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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顺差国演变为全球第二大贸易逆差国。 该报告最后以广东为例探讨了农产

品贸易结构变化的推动因素， 认为其主要由经济快速发展、 参与农产品国际贸

易比较充分的沿海地区推动。 广东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贸易大省， 出口额从

２００５ 年的 ３５ ８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８７ 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１ ７４％ ， 接近

全国平均增速 （１１ ９０％ ）； 同期进口额从 ４５ ４ 亿美元上升到 ２０４ ２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２０ ６８％ ， 超过全国平均增速 １９ ４０％ 。 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发展，

广东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 农业比较优势总体下降， 对农业资源配置影响

较大， 导致了广东农产品外贸的高速增长， 推动广东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广东农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在 １１％到 １３％之间波动， 但进

口额的占比却在 １５％到 ２０％之间波动。 其逆差占比则在 ２２％ 到 ２００％ 之间波

动。 因此， 在全国农产品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变化中， 广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第五篇是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石油战略的启示》， 阐述

了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及其实施成效， 揭示了美国石油国际需求及其对外

依赖程度逐步下降的态势。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及

其增速大幅度下降， 石油产消率回升， 供求缺口逐渐缩小， 而且石油进口来源

地呈多元化格局。 美国是能源消费大国， 也是能源生产大国， 其国际需求下降

和供给增加导致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 推动国际石油市场上的原

油价格下行。 美国石油进口调整及其能源多元化战略值得中国借鉴。 该报告最

后提出了一系列对策： 加快中国石油战略的调整， 促进石油安全战略转型， 加

强中国石油进口战略和储备战略的调整， 推进能源构成和进口市场多元化。

热点问题及理论专题部分重点对贸易附加值、 商业模式创新等热点和贸易

条件变化理论进行探讨， 由 ３ 篇研究报告构成。

第一篇是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

示》， 对理论上争议颇多的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 问题进行探

讨。 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存在着恶化趋势的 “普雷维

什 －辛格假说” 长期占据着主流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可以观察到

一些初级产品的价格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在显著

下降。 该报告采用世界银行工业制成品单位价值指数， 从发达国家、 新型工业

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中选择了 １５ 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 对其初级产品与工业

８０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摘　要

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变动趋势进行了理论和实证考察， 探讨

了贸易条件变动的决定机制和影响因素， 直接和间接地证实了产品价值、 供需

条件对贸易条件的基础性影响。 基于研究结果， 该报告提出了中国必须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 由粗放型的加工生产转向低碳绿色的精细生产加集成服务， 对传

统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 以创新驱动的新优势引领

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

第二篇是 《飞机产业贸易： 一项外包失败的案例研究》， 以飞机产业贸易

为例， 探讨外包业态的适用性及其边界。 外包是企业边界的收缩和市场边界的

扩张， 是技术进步带来市场交易成本下降的结果， 它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

加竞争力。 美国波音公司的波音 ７８７ 飞机通过广泛的业务外包活动来安排生

产， 却导致了飞机部件无法组装成机和飞机交付后安全事故频发。 该报告通过

这个失败案例探讨企业边界， 主要运用现代企业理论， 把企业边界分为规模边

界、 能力边界、 成本边界 ３ 个维度。 研究结论是外包的安全边界位于企业的能

力边界处， 越过能力边界单纯追逐成本边界的外包行为存在风险。 若能以扩张

能力边界的方式来开展外包活动， 则外包无疑是企业节省成本、 提高竞争力的

有效手段。 但当企业外包活动扩张过度， 超过了企业能力边界扩张的速度时，

企业业务外包活动就突破了能力边界， 而向企业的成本边界逼近， 企业的外包

风险就渐次增加。 对于飞机产业来说， 它的模块标准化程度低、 网络型产业链

结构复杂、 产品局部瑕疵严重影响整体功能， 因而激进型的外包策略并不适

当。

第三篇是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态势及其监管探讨》， 首先探讨了目前

社会各界热议的商业模式———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外贸问题。 基于跨境电子商

务的外贸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新贸易模式。 该报告广泛收集各个机构统计的数

据， 从多个角度说明了跨境电子商务的规模和特点。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中

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６ 万亿元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１ 万亿元， 预

计到 ２０１６ 年将增至 ６ ５ 万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达 ３０％左右。 ｅＢａｙ 网站发布的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 广东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 ２ 万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同期

增长 ３３％ ， 规模占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 ６４ ５％ ， 名列全国首位。 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年的市场统计数据显示， 排在前十名的省份 （含直辖

市） 分 别 是 广 东 （ １３ ２％ ）、 江 苏 （ １２ ８％ ）、 北 京 （ １１ ４％ ）、 上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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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０％ ）、 浙江 （９ ２％ ）、 山东 （６ ７％ ）、 湖北 （５ ４％ ）、 四川 （３ ６％ ）、

福建 （３ １％ ） 和湖南 （２ ５％ ）。 其次， 对跨境电子商务多种商业模式进行了

解析， 分析了 Ｂ２Ｂ、 Ｂ２Ｃ、 Ｂ２Ｂ２Ｃ、 Ｃ２Ｃ 以及 Ｍ２Ｃ 等模式的运行机制和特点，

探讨了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新模式及其制度建设的问题， 解读了中国政府

的相关政策和规定， 总结和归纳了广东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模式试点情况， 探

讨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小额贸易领域存在的问题。 最后， 借鉴英国、 美国、

欧盟等的经验， 提出了中国电子商务监管的政策建议： 及时建立跨境电子商

务监管体系， 制定跨境电子商务关税税收法规， 细化针对电子商务商品的贸

易监管制度， 建立电子商务企业备案体制。

全书归纳起来， 除了对广东外经贸形势、 热点问题和理论的分析外， 还对

广东出口产品及其产业贸易进行了分析， 主要有 ３ 个层次问题。

一是广东整体出口构成。 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 广东出口 ５７４０ ５９ 亿美元， 比

上年增长 ７ ９５％ ， 其中，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３７ ６８％ ， 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口增长 － ０ ５０％ ，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 ３ ４％ ，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增

长 １０ ９６％ 。 其构成大体上为：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为 ８ ６０％ ， 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占比为 ２１ ３１％ ，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为 ２７ ４４％ ， 技术密集

型产品出口占比 ４２ ６５％ 。 而 ２００７ 年上述相应结构分别为 ２ ８６％ 、 ２７ １５％ 、

３１ ０２％和 ３８ ９７％ 。 可见， 全球金融危机后， 广东出口结构有所改善。

重点研究了机电产品、 汽车、 陶瓷、 农产品 （谷物）、 水产品等产业， 不

同产业的外贸地位各有不同。 ２０１２ 年，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 ３８９４ ５４ 亿美元， 占

比为 ６７ ８４％ ； 汽车产业出口 １２２ ７０ 亿美元， 占比为 ２ １４％ ； 陶瓷出口 ５６ ２８

亿美元， 占比为 ０ ９８％ ； 农产品出口 ７５ ６０ 亿美元， 占比为 １ ３２％ ； 谷物出

口 ４６ １３ 亿美元， 占比为 ０ ８０％ ； 水产品出口 ２７ ３６ 亿美元， 占比为 ０ ４８％ 。

二是广东出口竞争力。 广东作为一个出口大省， 产品出口总体国际竞争力

并不高， ２０１２ 年 ＴＣ 指数为 ０ １７， 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动态地看， 广东

出口产业在２０ 世纪９０ 年代后期的竞争力比较高， ２１ 世纪初期， 竞争力大幅度降

低并在低位徘徊， ２００６ 年之后的几年， 竞争力有所上升并有一定幅度的波动。

从分类产业来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比较高， ２０１２ 年 ＴＣ 指数为 ０ ６８； 技

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比较低， ２０１２ 年 ＴＣ 指数分别为 ０ １２ 和

０ １５； 资源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处于低位， ２０１２ 年 ＴＣ 指数为 ０ ０４， 几乎没有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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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可言。 在具体研究的几种产品中， 从 ２０１２ 年 ＲＣＡ 指数看， 汽车及运输类为

０ ２８， 陶瓷类为 ０ ４７， 橡胶及塑料类为 ０ ６６， 谷物类及动物类产品为 ０ 甚至负

数； 从 ２０１３ 年的 ＴＣ 指数看， 机电产品为 ０ ２２， 谷物为 －１ ０， 水产品为 ０ ４５。

三是转型升级成效。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广东大多数行业能源强度有所下降，

总体上从 １７ ６３ 吨标准煤 ／万元下降到 ６ ８３ 吨标准煤 ／万元， 能源利用效率提

高， 说明广东转型升级取得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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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报　告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１
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

（2014 ~ 2015年）

　 肖鹞飞　 朱 滨

摘　要： 本报告从国内外经济形势分析入手， 阐述了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

济和国内宏观经济的基本走势， 对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和国内

宏观经济的基本趋势进行了预判。 在此基础上， 本报告较

详细地分析了 ２０１４ 年广东外经贸形势的特征， 对 ２０１５ 年

的外贸走势进行了预测。 ２０１４ 年广东商品进出口贸易增长

－ １ ４％ ， 其中出口增长 １ ５％ ， 进口增长 － ５ ５％ 。 我们预

测： ２０１５ 年广东出口贸易增幅为 ５％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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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4 ~2015年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全球经济维持温和复苏增长态势， 世界经济复苏基本得以巩固，

物价稳中有降， 劳动力市场持续改善， 公共债务水平总体保持稳定。 但是，

２０１４ 年全球经济仍然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低速增长时期， 经济活动的实际

运行情况低于社会预期。 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出现新的不平衡： 在发达经

济体中， 美国和英国经济的复苏比较稳健， 欧元区经济低迷且存在通缩的趋

势， 日本经济大幅波动且有重新进入衰退的趋势； 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后劲不

足， 各种风险不断积累， 中国和印度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巴西和俄罗斯经济

低迷。 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动影响增强， 一方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 贸易

和吸引外资低速增长； 另一方面中国的自主性经济结构调整影响全球众多大宗

商品价格的调整和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增长。

（一）2014年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1 世界经济总体形势

世界经济恢复缓慢， 经济增速分化加剧。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总体延续了

２０１３ 年的缓慢复苏态势， 经济增速普遍低于预期， 各经济体增速分化加剧。

ＩＭ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的预测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世界经济增

速为 ３ ３％ ， 与 ２０１３ 年持平。 据统计， ２０１４ 年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同比增长

１ ８％ ， 其中， 美国经济复苏态势良好， 经济增长 ２ ２％ ； 欧元区经济扭转了

２０１３ 年经济负增长的现象， 增长 ０ ８％ ； 日本经济增速出现下滑， 增幅收至

０ ９％ 。 主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延续上三年以来的下滑态势， 增速仅为 ４ ４％ ，

预计俄罗斯增长 ０ ２％ ， 印度增长 ５ ６％ ， 巴西增长 ０ ３％ ， 中国增长 ７ ４％ ，

南非增长 １ ４％ 。

全球物价稳中有降， 通缩风险上升。 ２０１４ 年全球通货膨胀水平与 ２０１３ 年

相比有所下降。 据 ＯＥＣＤ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统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美国的

ＣＰＩ （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 １ ７％ ， 比上一年度提高了 ０ ２ 个百分点；

英国的 ＣＰＩ 增长 １ ２％ ， 德国的 ＣＰＩ 增长 ０ ８％ ， 法国的 ＣＰＩ 增长 ０ ３％ ， 意大

利的 ＣＰＩ 同比下降 ０ ２％ ， 增速较 ２０１３ 年分别下降 ０ ８ 个、 ０ ６ 个、 ０ ４ 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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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９ 个百分点。 日本扭转了长期物价低迷的现象，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同比增长 ３ ２％ ， 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１ ６ 个百分点， 但如果扣除消费税增加的影

响， 物价指数仅上涨了 １％ 。 根据 ＩＭＦ 的预测数据， ２０１４ 年新兴市场经济体通

胀率为 ５ ５％ ， 比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就业形势总体得到改善， 但表现各异。 ２０１４ 年美国劳动力市场明显得到

改善， 失业率持续下降， １０ 月降至 ５ ８％ ， 创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欧元区就业形势略有改善， 前三季度经季节调整后的失业率为 １１ ６％。 日本就

业形势持续向好， 前三季度失业率下降至 ３ ７％。 新兴市场经济体就业形势总体

有所改善， 但表现不尽相同。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巴西失业率降至 ４ ７％， 创 ２００２ 年

以来月度最低水平。 南非和俄罗斯前三季度失业率分别为 ２５ ４％和 ５ １％。

公共债务保持稳定， 总体可控。 据 ＩＭＦ 预测， ２０１４ 年发达经济体财政赤

字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将降至 ３ ９％ ， 整体来看， 发达经济体已经遏制了政

府债务快速攀升的势头。 ２０１４ 年， 美国政府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５ ６％ ， 较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１ ４ 个百分点； 欧元区的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９６ ４％ ， 同比增长 １ ２％ ； 日本政府总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２４５ １％ ， 同比

增长 １ ９％ 。 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均略有上升， 财政赤字占

比为 ２ １％ ， 同比增长 ０ ４％ ； 政府总债务占比为 ４０ １％ ， 同比增长 ０ ８％ 。

2 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特点

第一， 美国经济复苏形势稳固。 尽管受到刺激性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

效应减弱以及 ２０１４ 年以来大雪等极端恶劣天气的影响， 美国一季度国内生产

总值 （ＧＤＰ） 按年率计算仅增长 ０ １％ ， 增幅远低于预期的 １ ２％ 。 进入 ４ 月

之后， 美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的反弹， 消费者信心改善， 零售消费加速回暖， 终

端需求回暖也带动了就业市场的加速改善，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４ ６％。 创两年来最快增速。 进入下半年， 美国经济延续复苏态势， 失业率下降

至 ５ ９％， 为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美元持续升值的情况下， 出口表现

强劲， 通胀率保持在较低水平， 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３ ９％。

第二， 欧元区经济持续低迷， 复苏呈现不均衡状态。 随着经济货币联盟制

度性改革举措逐步实施， 欧元区已渡过债务危机的最危险阶段， 但仍深陷经济

低增长的泥潭。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 欧元区 ＧＤＰ 环比仅增长 ０ ２％ ， 同比增长

０ ９％ ； 二季度环比零增长， 同比增速回落至 ０ ７％ ； 三季度环比增长 ０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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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 ０ ８％ 。 其主要原因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和库存下滑。 企业减少

投资支出， 一方面是受到宏观经济环境不佳的影响， 另一方面也与乌克兰危机

增加了东欧经济不确定性有关。 爱尔兰、 葡萄牙、 西班牙等债务危机国家逐步

开始退出国际救助计划， 并且伴随着国债融资成本的持续回落， 欧债危机呈现

企稳迹象， 夯实了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基础， 出口增长、 投资改善以及德法两大经

济体稳步增长增强了欧洲经济复苏的动力。 虽然经济形势有所好转， 但欧洲经济

发展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通胀率低于目标水平预示着通缩风险上升的压力较

大； 欧债危机国家财政债务负担未见显著下降制约了财政政策空间； 部分国家失

业率高位运行的状况未见改善， 预示着宏观经济结构性问题依然突出； 欧元区

失业率继续保持两位数。

第三， 日本经济大幅波动。 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强力作用下， “安倍

经济学” 短期内发挥出激励作用， 日本经济保持复苏性增长。 但在实施一年

后， 刺激效应逐渐减弱， 经济增速递减趋势明显。 一季度， 消费者抢在消费税

率上调前消费， 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环比增长 １ ６％ ， 折年率达

６ ７％ ， 创 ２０１１ 年三季度以来的新高。 消费税的实施对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造成

了下降的压力， 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 １ ８％ ， 折年率下降 ７ １％ ， 超

过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东日本大地震时期 ６ ９％ 的降幅。 进入下半年， 消费税上调

的影响趋于减弱， 企业投资状况有所好转， 但日本经济仍呈疲态。 日本曾长期

遭受通货紧缩的困扰， 近期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上调消费税率的共同作用

下， 物价涨幅有所提高， 但通货紧缩的根源未除， 随着上调消费税率的影响消

逝， 物价有可能再度陷入低迷之中。

3 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运行特点

新兴经济体集体进入调整期。 ２０１４ 年， 金砖国家的经济增长预计为

４ ９％ ， 比上年的 ４ ７％增加 ０ ２ 个百分点。 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

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２ ／ ３， 但增长势头弱于发达经济体。 ２０１４ 年以来新兴

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普遍放慢， 不仅低于危机前繁荣期的水平， 也低于

危机后复苏初期的水平。 其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外部环境不如从前， 原有的经

济动力有所减弱， 美联储缩减 ＱＥ 的行动和预期推升了美元资产价格和新兴市

场的套利成本、 风险， 引发资本外流。 二是发达经济体积极推进 “再工业

化”， 在保持高端制造业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传统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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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竞争力， 其经济复苏与进口需求增长明显不同步， 新兴经济体出口环境恶

化。 三是新兴市场经济体从出口依赖转向信贷依赖， 通过提高政府和私人部门

杠杆水平来增加内需， 短期大量吸引国际资本流入来平衡贸易逆差， 并支持国

内信贷， 经常账户赤字和政府债务增加， 债务风险上升。 四是内需增长动力不

足， 经济运行风险增加， 吸引外资的能力大大下降。 五是频频出现的政治危机

使得某些新兴经济体面临特殊困难， 例如， 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经济形成了减

速压力。

（二）2014全球贸易分析

２０１４ 年全球贸易增长呈现温和增长态势， 增幅波动不大。 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 ６ 年后， 国际贸易仍未见起色。 商品贸易的增长速度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前几个月都维持在 ２％ 左右， 低于全球产出的增长速度。 ２０１３ 年服

务贸易增长速度有所增加， 达到了 ５％左右， 这并没有显著改变全球贸易的整

体局面。 ２０１４ 年全球贸易增长格局发生了一些变化， 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经

济复苏较为强劲， 而发展中经济体由于各种原因引领全球贸易增长的势头有所

改变。 ＩＭＦ 将 ２０１４ 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从 ３ ７％下调至 ３ ３％ ， 说明经济下行

风险仍不可小觑。 总体而言， 发达经济体仍处在不断复苏之中， 而新兴经济体

的增长预期再度下调， 这也意味着全球贸易增长结构会随之有所改观。 荷兰经

济政策研究局根据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６ 月的数据统计得出， 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增长

２ ９％， 比 ２０１３ 年同期增速有所提高。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进出口量基本

相当。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称， 由于 ２０１４ 年初经济的 “黯淡”

开局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 全球几乎所有大型经济体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经济前

景都有所恶化。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全球进口总值达 ４２５０５ ６ 亿美元， 其中， 美国为

１１０１４ ４ 亿美元， 欧盟为 １９３３８ ４ 亿美元， 日本为 ３４７９ ０ 亿美元， 新兴经济体为

４２６４９ ０ 亿美元； 全球出口总值达 ８３４７０ １ 亿美元， 其中， 美国为 ７６９６ ７ 亿美

元， 欧盟为 ２１６４７ ５ 亿美元， 日本为 ４０２２ ７ 亿美元， 新兴经济体为 ４１９８８ ２ 亿美

元。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 全球贸易量有一个较大的回升， 同比增长近 ６ ４％。

据 ＷＴＯ （世界贸易组织） 统计，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世界货物贸易量同比增

长 １ ８％ ， 低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１％的增速。 其中， 发达国家出口增长 １ ６％ ， 发展

中国家出口增长 ２ １％ 。 ＷＴＯ 在 ９ 月份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球贸易量增长 ３ １％ ，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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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月份做出的预测大幅下调 １ ６ 个百分点。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

以下简称联合国贸发会议） 发布 《２０１４ 年贸易与发展报告》， 强调由于国际金

融架构一直存在不稳定性， 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脆弱性被放大。 部分

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主要依赖少数初级商品出口或劳动密集型低技能制造业的

国家仍然易受国际贸易负面冲击的影响。

（三）2014年国际直接投资分析

在全球经济低速增长的环境下， 各国为维持自身发展， 纷纷出台投资促进

措施， 跨国投资政策环境总体更加宽松， 促进了国际投资增长。 联合国贸发会

议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资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３ 年全球跨国投资增长 ９ ２％ ，

规模达到 １ ４５ 万亿美元。 其中， 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投资再创新高， 达

到 ７７８０ 亿美元， 增长 ６ ７％ ， 占全球流入量的 ５４ ０％ ， 较上年提高 ２ 个百分

点。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国际投资为 ５６６０ 亿美元， 增长 ９ ５％ 。 流入转型经济体

的国际投资为 １０８０ 亿美元， 增长 ２８ ６％ 。

随着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势头渐趋平稳， 跨国公司对发达国家业务和资产

进行新一轮调整和重组， 流入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将成为今后全球跨国投资流量

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新兴市场经济下滑、 政策不确定性较大， 对国际资本的吸

引力总体有所减弱。 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 ２０１４ 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有望增至

１ ６ 万亿美元， ２０１５ 年达到 １ ７５ 万亿美元， ２０１６ 年进一步升至 １ ８５ 万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资报告》 的主题是投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旨在推动全球

从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３０ 年， 采取措施实现减贫、 粮食安全、 人类健康和教育、 缓解

气候变化， 以及经济、 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具体目标， 使之实现可持续发展。

过去 １０ 多年来， ＦＤＩ （对外直接投资） 总是流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这种情

况现在发生了变化。 ２０００ 年， 流入发展中国家的 ＦＤＩ 仅占全球 ＦＤＩ 总量的

１９％ ， ２０１３ 年提高到 ６０％左右。 预计 ２０１４ 年流入发达国家或地区的 ＦＤＩ 将增

加 ３５％ ， 流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ＦＤＩ 可能会下降 ０ ２％ 。 到 ２０１６ 年， 流入

发达国家的 ＦＤＩ 流量将超过发展中国家， 占全球 ＦＤＩ 总量的 ５２％ ①。

６００

①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２０１４ 年世界投资报告》， ｈｔｔｐ： ／ ／ ｉｎｔｌ ｃｅ ｃｎ ／ ｓｐｅｃｉａｌｓ ／ ｚｘｘｘ ／ ２０１４０６ ／
２６ ／ ｔ２０１４０６２６＿ ３０４８１６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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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5年国际经济形势预判

展望 ２０１５ 年， 全球经济增速略有回升， 但仍处于历史较低水平， 增速分

化态势可能更加明显。 美国、 英国经济活力不断提升， 增长前景看好， 宏观经

济政策开始向危机前的常态回归。 随着就业岗位增加， 消费者信心增强、 房

地产市场向好等产生了财富效应， 美国居民消费有望进一步改善。 加上市场

利率低位运行， 企业扩大投资的动力逐渐增加， “再工业化” 和 “页岩气革

命” 使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出口将继续对经济

增长起到支撑作用。 但美联储加息可能导致美元持续走强， 抑制外需增长，

引发国际资本异动。 ２０１５ 年欧元区消费价格指数平均上涨 ０ ５％ ， 通货紧缩

往往会导致厂商压缩生产、 减少雇员， 加剧经济下滑， 还会加剧重债国实际

利息上升， 使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欧元区内需不足的矛盾突出， 财政整固

任务依然艰巨。 日本人口老龄化、 制造业空心化、 国债高企等问题对经济增

长形成较大制约， 结构性改革前景不明朗。 ＩＭＦ 预计，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将增

长 ３ ８％ 。 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势头加快， 预计增长 ２ ３％ ， 增速比 ２０１４ 年

提高 ０ ５ 个百分点。 其中， 美国经济增长 ３ １％ ， 提高 ０ ９ 个百分点； 英国

增长 ２ ７％ ， 比 ２０１４ 年略有回调； 欧元区经济增速从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８％提高至

１ ３％ ， 仍处于较低水平； 日本经济增长 ０ ８％ ， 相比 ２０１４ 年的 ０ ９％ 进一步

下滑①。

从 ２０１５ 年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看， 其外部环境有望改善， 一些国

家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挖掘经济新增长点有望取得初步成效， 促进经济增长

小幅回升。 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仍快于发达经济体， 但明显低于自身前几

年水平， 撒哈拉以南非洲在内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前景有所改善， 预计

经济增速将普遍超过 ２０１４ 年， 一些新兴大国经济转型压力增大、 金融风险上

升， 难以回到前几年的高速增长轨道。 从全球范围来看， 世界经济缺乏强有力

的新增长点， 复苏势头总体依然疲弱。 美国即将启动加息进程， 全球热点地区

地缘政治局势不确定性较大， 可能引发大宗产品市场和金融市场新的动荡。 国

７００

① 商务部综合司： 《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 ｈｔｔｐ： ／ ／ ｚｈ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１４１１ ／ 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７８７７３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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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 ２０１５ 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 ５％ ， 增速高

于 ２０１４ 年的 ４ ４％ ， 其中印度增长 ６ ４％ ， 但俄罗斯、 巴西、 南非分别仅增长

０ ５％ 、 １ ４％和 ２ ３％ ①。

二　2014 ~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总体上仍处于合理区间。 国内生产总值为

６３６４６３ ０ 亿元， 折合 １０１７７０ ３ 亿美元， ＧＤＰ 规模首次超过 １０ 万亿美元。 主

要经济指标基本合理， 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增长 ７ ４％ ，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 １３００ 万

人， 失业率保持在 ５％左右，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 ２ １％ ， 基本实现了年初

预期的目标。 中国经济正在全面转向新常态， 使得房地产结束了长达 １５ 年

的超级繁荣期， 进入调整期， 由房地产带动的投资增长明显下滑， 这也是

２０１４ 年经济下行压力明显增大的主要因素。 新常态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转向

中高速， 而且还伴随着深刻的结构变化、 发展方式变化和体制变化。 反过

来， 结构、 方式和体制的变化不断推进和显现， 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新

动力和新机遇。 此外， 适应新常态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也已逐步成形， 成为

保持经济平稳快速增长， 促进经济活力不断增强、 结构继续优化升级的有力

支撑②。

（一）2014年中国基本经济形势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 ２０１４ 年 ＧＤＰ 为 ６３６４６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７ ４％ 。

分季度来看， ４ 个季度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４％ 、 ７ ５％ 、 ７ ３％ 、 ７ ３％ ， 相比

２０１３ 年均有所下降 （见图 １）。 分产业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５８３３２ 亿元， 同

比增长 ４ １％ ， 总值占 ＧＤＰ 的比重为 ９ ２％ ；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２７１３９２ 亿元，

同比增长 ７ ３％ ， 占比为 ４２ ６％ ； 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３０６７３９ 亿元， 增长

８００

①

②

商务部综合司： 《 世界经济贸易形势》， ｈｔｔｐ： ／ ／ ｚｈｓ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Ｎｏ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２０１４１１ ／ 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７８７７３４ 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６ 日。
慕海平、 王小广： 《２０１４ 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 ２０１５ 年展望》， 人民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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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１％ ， 占比为 ４８ ２％ 。 显然， 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增长快于第二产业和第一产

业。 国民经济总体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图 １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 ＧＤＰ 季度同比增长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４ 年中国工业增加值为 ２２７９９１ 亿元， 比上年增长 ７ ０％，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长 ８ ３％。 分季度看， ４ 个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 ７ １％、 ７ ２％、 ７ １％

和 ７ ０％。 分经济类型看， 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 ４ ９％， 股份制企业增长

９ ７％， 集体企业增长 １ ７％， 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增长 ６ ３％。 分地区看， 东

部地区增加值同比增长 ７ ６％， 中部地区增长 ８ ４％， 西部地区增长 １０ ６％。 分三

大门类看， 采矿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４ ５％， 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增长 ３ ２％， 制造业增长 ９ ４％。 分变化趋势看， 与 ２０１３ 年相比， 除了 ６ 月， ２０１４

年工业增加值的月度增速均低于 ２０１３ 年， 工业增加值增速明显回落 （见图 ２）。

２０１４ 年全国财政收入 １３９５３０ 亿元， 增长 ８ ０％ ， 创 ２３ 年来的新低， 全国

财政支出 １５３０３７ 亿元， 同比增长 ９ ５％ ， 收支差额达到 １３５００ 亿元， 比 ２０１３

年增加 １５００ 亿元， 赤字率为 ２ １％ ， 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大。 ２０１４ 年全国

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上涨 ２ ０％ ， 居民消费价格增速较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０ ６ 个百

分点； 城镇新增就业 １３２２ 万人， 失业率稳定在 ５ １％左右。 总的来说， 中国经

济继续在合理区间运行。

９０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３ 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月度同比增速比较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二）2014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分析

据中国海关统计，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 ４３０３０ ３８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 ４％ ， 比 ２０１３ 年降低了 ４ ２ 个百分点。 其中， 出口为 ２３４２７ ４８ 亿美元， 增

长 ６ １％ ， 进口为 １９６０２ ９０ 亿美元， 增长 ０ ４％ 。 进出口相抵， 顺差 ３８２４ ５８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 ４ 个季度， 中国进出口额分别为 ９４６８ ０６ 亿美元， １０７３０ ３ 亿

美元， １１４１３ ８８ 亿美元和 １１４１８ １４ 亿美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 － １ １％ 、 ４ ９％ 、

７ ５％和 ３ ６％ 。

在 ２０１４ 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中， 一般贸易额为 ２３１３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５ ３％ ， 占 ５３ ８％ ； 加工贸易额为 １４１０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 ８％ ， 占 ３２ ８％ 。

在出口额中， 一般贸易出口 １２０３６ ８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０ ７％ ， 加工贸易出

口 ８８４５ ９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 ８％ 。 在进口额中， 一般贸易进口 １１０９５ 亿美

元， 与上年基本持平， 加工贸易进口 ５２５３ ７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５ ７％ 。

２０１４ 年中国的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为： 欧盟、 美国、 东盟、 中国香港和

日本。 其中， 中国对欧盟、 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５９５１ ４ 亿美元、 ５５５１ ２

亿美元， 分别增长 ９ ９％ 、 ６ ６％ ； 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额为 ３１２４ ４ 亿美元， 与

上年基本持平； 欧美日占中国外贸的 ３４ ５％ ， 同比增长 ６ ４ 个百分点。 同期，

中国对东盟、 南非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 ４８０３ ９ 亿美元、 ６０２ ９ 亿美元， 分别增

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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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８ ３％ 、 － ７ ６％ 。 此外， 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双边贸易额为 ３７６０ ９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６ ２％ （见表 １）。

表 １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主要国家和地区货物贸易及其增长情况

单位： 亿美元， ％

国家和地区 出口额 比上年增长 进口额 比上年增长

欧 盟 ３７０８ ８ ９ ４ ２２４２ ６ １０ ７
美 国 ３９６０ ８ ７ ５ １５９０ ４ ４ ２
东 盟 ２７２０ ７ １１ ５ ２０８３ ２ ４ ４
中国香港 ３６３１ ９ － ５ ５ １２９ － ２０ ７
日 本 １４９４ ４ － ０ ５ １６３０ ０ ４
韩 国 １００３ ４ １０ １ １９０１ ５ ３ ９
中国台湾 ４６２ ８ １３ ９ １５２０ ３ － ２ ８
俄 罗 斯 ５３６ ８ ８ ２ ４１６ １ ４ ９
印 度 ５４２ ２ １２ ０ １６３ ７ － ３ ５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网站。

（三）2014年中国利用外资和投资合作分析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４ 年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２３７７８ 家， 同比增

长 ４ ４％ ， 比 ２０１３ 年上升了 １３ 个百分点；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１１９５ ６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 ７％ ， 高于美国、 欧盟、 俄罗斯、 巴西等主要经济体， 连续 ２３ 年

保持在发展中国家首位。 其中， 主要国家 ／地区对华投资总体保持稳定。 ２０１４

年实际投入外资金额排名前十位的国家 ／地区 （中国香港、 新加坡、 中国台

湾、 日本、 韩国、 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荷兰） 总计投入 １１２５ ９ 亿美元，

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 ９４ ２％ ， 同比增长 ２ ７％ 。 其中， 韩国和英国对华

投资增长较快， 实际投入金额分别为 ３９ ７ 亿美元和 １３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９ ８％和 ２８％ 。 中国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更加紧密。 ２０１４ 年香港对内地投资

额占内地吸收外资总额的 ６８％ ， 高出历年累计比重 １８ ７ 个百分点。

据中国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４ 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约为 １４００ 亿美元， 高于利

用外资 ２００ 亿美元， 首次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１１６０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１５ ５％ 。 其中金融类 １３１ 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７ ５％ ； 非金融

类 １０２８ 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４ １％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派出各类劳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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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人员 ５６ ２ 万人，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 ５ 万人， 同比增长 ６ ６％ 。 其中， 承包工

程项下派出 ２６ ９ 万人， 劳务合作项下派出 ２９ ３ 万人。 ２０１４ 年末在外各类劳务

人员达 １００ ６ 万人， 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５ ３ 万人。 截至 ２０１４ 年底， 对外劳务合

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 ７４８ 万人。

中国利用外资的质量将进一步提高， 高端制造业和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利用

外资的比重将持续上升， 中国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地之一。 如今， 中国

对外投资已经进入了高速增长阶段， 成为一个对外投资大国。 改革开放 ３０ 多

年以来， 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推动和吸引外资的局面将发生重大转变， 对外

投资将成为加快产业升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四）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判

面对国际、 国内经济环境的变化， ２０１５ 年中国经济运行会继续沿着 ２０１４

年的趋势发展， 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继续存在， 甚至可能增大。 其原因一是中

国经济运行受 “三期叠加” 的影响， 经济增速下滑的调整还未到位， 其趋势

还会继续； 二是房地产投资、 基础设施投资和制造业投资短期内难以得到调

整， ２０１５ 年可能停止下滑， 但仍会处在低速增长状态； 三是消费增长虽然相

对稳定， 可以对经济增长形成一定的支撑， 但作用有限； 四是进出口贸易受到

全球需求增长缓慢的影响， 贸易增速可能会处在较低水平。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

进入了新常态， 其主要特征为 “中高速、 优结构、 新动力、 多挑战”。 预计

２０１５ 年中国 ＧＤＰ 的增长速度约为 ７％ ； 货币政策会趋于放松， 名义利率和法

定存款准备率有逐渐下调的趋势； 资本的跨境流动会加快， 人民币名义汇率的

上下波动是主要趋势。 ２０１５ 年， 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趋势是影响中国进出

口贸易、 跨境资本流动和国内货币供应量的重要因素。

同样， 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进入了一种新常态， 传统的国际比较优势在逐渐

减弱， 新的比较优势尚未形成， 出口增长速度呈现低速和不稳定的趋势； 由于

国内产能过剩的现象会继续存在， 内需很难大幅提升， 进口增长的速度也会受

到很大的限制。 但我们认为， ２０１５ 年中国的贸易增速会好于 ２０１４ 年， 预计进

出口增速约为 ７％ ； 实际利用外资仍然在低位徘徊， 不会再出现高速增长， 服

务业利用外资的增速会高于制造业； 中国的境外投资会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

增速仍然会超过两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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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14年广东经济贸易形势分析

（一）2014年广东经济形势分析

　 　 ２０１４ 年， 广东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和措施， 按照省委、 省政

府的决策部署， 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着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

生， 全省经济延续平稳增长态势。 广东经济全年保持平稳增长， 增速较 ２０１３

年有所回落， 稳增长的各项政策措施收到成效， 经济运行基本面保持良好， 结

构继续优化调整， 经济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升。 据广东省统计局统计， ２０１４

年全省生产总值达 ６７７９２ ２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７ ８％ ， 高出全国 ０ ４ 个百分点；

人均 ＧＤＰ 达到 ６３４５２ 元， 折合 １０３３０ 美元， 首次超过 １ 万美元。 从各大产业

看， 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３１８６ ２４ 亿元， 同比增长 ３ ３％ ， 占全省生产总值的

４ ７％ ； 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３１３２０ 亿元， 同比增长 ７ ７％ ， 占比为 ４６ ２％ ； 第

三产业增加值为 ３３２８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８ ２％ ， 占比为 ４９ １％ 。 第三产业占比

继续超过第二产业， 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分季度看， 一季度同比

增长 ７ ２％ ， 二季度增长 ７ ８％ ， 三季度增长 ７ ７％ ， 四季度增长 ８ ２％ 。

图 ３　 ２０１４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速度

资料来源： 广东省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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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广东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２９３２７ ６１ 亿元， 同比增长 ８ ４％ ，

比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０ ３ 个百分点。 从全年趋势看， 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一

至四季度累计增速分别为 ８ １％ 、 ８ ２％ 、 ８ ４％ 和 ８ ４％ ， 呈稳中略升态势。

２０１４ 年广东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见图 ３。 广东的财政总收入为

１９０８０ １３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２ ５％ 。 地方公共财政预算收入为 ８０６０ ０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１３ ９％ ， 相比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 ６％略有回升。

（二）2014年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

1 进出口贸易情况

据广东海关统计， ２０１４ 年广东外贸进出口总值为 １０７６７ ３ 亿美元， 占同

期全国外贸总值的 ２５％ ， 同比下降 １ ４％ 。 其中， 出口 ６４６２ ２ 亿美元， 占全

国出口总值的 ２７ ６％ ， 同比增长 １ ５％ ， 低于全国出口增速 ４ ５ 个百分点； 进

口 ４３０５ １ 亿美元， 占全国进口总值的 ２２ ０％ ， 同比下降 ５ ５％ ； 顺差 ２１５７ １

亿美元。 ２０１４ 年广东月度进出口总额及同比增长率见图 ４。

图 ４　 ２０１４ 年广东月度进出口总额及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广东省海关。

2 利用外资情况

２０１４ 年， 广东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２６８ ７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７ ７％ ； 利

用合同外资 ４３０ ５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８ ６％ ； 新批设立外商投资项目 ６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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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同比增长 ９ ０％ 。 第三产业吸收外资保持增长态势， 所占比重逐步增大。

第三产业吸收外资项目共 ４５７７ 个， 同比增长 ２０ ７％ ， 占全省的 ７６ １％ ； 利用

合同外资 ２３５ ５４ 亿美元， 增长 ５１ ０％ ， 占比为 ５４ ７％ ； 实际使用外资 １２８ ０２

亿美元， 增长 １３ ７％ ， 占比为 ４７ ６％ ； 吸收外资项目、 利用合同外资和实际

使用外资同比增长率较 ２０１３ 年分别提高了 ７ ４ 个、 １１ ８ 个和 ２ ５ 个百分点。

广东吸收外资数量稳步增长。 ２０１４ 年广东月度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及同比增长

率见图 ５。

吸引的外资项目以来自中国香港的为主， 其中， 投资项目共 ４４１４ 个， 占全

省的 ７３ ４％； 利用合同外资 ３２１ ７５ 亿美元， 占全省的 ７４ ７％； 实际使用外资

１７１ ４ 亿美元， 占比为 ６３ ８％。 珠三角吸收外资项目共 ５３８８ 个， 占全省的

８９ ６％， 同比增长 １ ２％； 利用合同外资 ３８５ ５０ 亿美元， 占比为 ８９ ５％， 同比增

长 ０ ６％； 实际使用外资 ２４８ ６１ 亿美元， 占比为 ９２ ５％， 同比增长 ０ １％。

图 ５　 ２０１４ 年广东省月度累计实际使用外资及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广东省统计局。

3 对外经济合作情况

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 ２０１４ 年， 广东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为 ９６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８３％ ； 对外承包工程新签营业额为 １５２ ４９ 亿美元， 完成营业额

１２４ １１ 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 ３６ ０％和 ４６ ０％ ； 劳务项下和工程项下

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 ４４０６０ 人， 期末在外各类劳务人员 ７６１６３ 人， 比上年同

期分别增长了 ２６ ０％和 ３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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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年广东外经贸走势的基本特征

1 外贸总量在外贸大省中保持领先地位，但月度走势跌宕起伏

２０１４ 年广东全年进出口规模延续上年态势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 进出口

总值为 １０７６７ ３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 ４％ ， 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２５％ 。 但月度

增长幅度严重不均衡， ３ 月一度创下 ３８ ７％ 的深度跌幅， 最高增速出现在 ９

月， 高至 ３０ １％ 。 如果剔除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虚增贸易额的因素， ２０１４ 年的进出

口贸易增速应该是 ６ ４％ 。

由于受外需复苏缓慢、 内需增长放缓、 进出口产业内迁， 以及上年特殊监

管区基数等因素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增速下滑， 呈现负增

长。 随着特殊监管区基数影响消除， 及外需有所增长， 五六月份降幅大幅收

窄， 进出口增速企稳向好， ５ 月出口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６ 月进出口及进口

年内首次实现正增长。 下半年， 进出口逐月向好， 增速逐渐回升。 ９ 月、 １０ 月

进出口增速强劲增至 ３０ １％ 和 １９ ９％ ， １２ 月以 １５ ５％ 的增速收官。 据统计，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 广东进出口总值为 １ ４ 万亿元， 同比下降 ２５ ３％ ； 二季度，

进出口总值为 １ ５ 万亿元， 降速收窄至 ７ ５％ ； 三季度， 进出口总值为 １ ８ 亿

元， 增速回升至 １２ ６％ ； 四季度， 进出口总值为 １ ９ 亿元， 增速升至 １２ ７％ 。

2 一般贸易进出口增势良好，加工贸易进出口迅猛增长，降幅持续收窄

２０１４ 年， 广东一般贸易保持良好增势， 一般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４１５７ ６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２ ７％ ， 占贸易总额的 ３８ ６％ ， 较 ２０１３ 年提升了 １ ２ 个百分

点。 其中， 一般贸易出口 ２４９９ ６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６ ５％ ； 一般贸易进口

１６５８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７ ５％ 。 上半年， 一般贸易进出口每月累计增长速度均

在 １４％以上； 下半年， 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 但依然保持较为平稳的态势。

总的来说， ２０１４ 年一般贸易进出口势头良好。

２０１４ 年， 广东加工贸易进出口总值为 ５２０３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 ２％ ， 占

同期广东进出口总值的 ４８ ３％ ， 所占比重与 ２０１３ 年持平。 其中， 出口 ３２０６ ２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０ ９％ ； 进口 １９９６ ８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 ８％ 。 加工贸易进

出口自 ３ 月创出下降 ２０ ５％新低后， 逐月回升， 降幅不断收窄， １ ～ ４ 月降幅

比１ ～ ３ 月收窄 １ ９ 个百分点， １ ～ ５ 月降幅比 １ ～ ４ 月收窄 １ ９ 个百分点， １ ～ ６

月降幅比 １ ～ ５ 月收窄 １ ６ 个百分点。 前 ６ 个月广东加工贸易整体低迷， 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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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额同比均出现下降， ７ 月起出现回暖， 并在 ９ 月创出单月历史新高， 随

后高位回落。

3 集体企业进出口良好，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进出口回升势头明显

据广东省海关统计， ２０１４ 年广东集体企业进出口 ２２３ ９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１４ ３％ ， 比 ２０１３ 年提高了 １５ ８ 个百分点。 １ ～ ６ 月， 集体企业进出口均保

持 ２０％以上的增速， 下半年增速虽有所回落， 但整体保持良好态势。 外商投

资企业进出口 ５８８９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０ ５％ ， 降幅比 １ ～ ６ 月累计降幅收窄 ５

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收窄 ７ ４ 个百分点， 占同期广东省进出口总额的 ５４ ７％ ，

该比重比 ２０１３ 年上升了 ０ ４ 个百分点， 其中出口 ３５６１ １ 亿美元， 下降 ０ ３％ ，

进口 ２３２７ ９ 亿美元， 下降 ０ ８％ 。 私营企业进出口 ３５０８ ４ 亿美元， 下降

１ ２％ ， 降幅比 １ ～ ６ 月累计降幅收窄 ２６ ４ 个百分点， 比一季度收窄 ３９ ８ 个百

分点， 占同期广东省进出口总额的 ３２ ６％ ， 其中出口 ２２２３ ７ 亿美元， 增长

４ ４％ ， 进口 １２８４ ７ 亿美元， 下降 ９ ５％ 。

4 主要外贸伙伴结构发生变化，紧抓机遇发展贸易

２０１４ 年， 广东紧抓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战略机遇， 大力发展

与沿线国家的贸易， 对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进出口总值达 １ １ 万亿元， 在对主要

发达国家贸易不景气的情况下， 逆势增长 １５ ５％ ， 成为广东外贸的新特点。

广东省海关统计显示， ２０１４ 年， 双边贸易方面， 在广东的主要贸易伙伴

中， 广东对东盟 １０ 国的进出口增长 ８ ７％ ， 对欧盟的进出口增长 ８ ３％ ， 对韩

国贸易实现增长 １ ８％ ， 对美国贸易实现增长 １ ４％ ； 此外， 对中国台湾进出

口下降 １６ ２％ ， 对中国香港进出口下降 １３ ５％ ， 对日本进出口下降 １％ 。

5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降幅逐渐收窄，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不断扩大

２０１４ 年，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 ２６３２５ ２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３ ６％ ； 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 １４１９０ 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０ ９％ 。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广东机电产品

累计出口 ３０１７ ２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７ ３％ ， 降幅较 １ ～ ８ 月、 １ ～ ６ 月和１ ～ ３月

累计降幅分别收窄 ２ ２ 个、 ６ ９ 个和 １５ ２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１５８２ ３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８ ０％ ， 降幅较 １ ～ ８ 月、 １ ～ ６ 月和 １ ～ ３ 月累计降

幅分别收窄 ２ ６ 个、 ７ １ 个和 １７ ８ 个百分点。 主要传统密集型产品中， 服装及

衣着附件出口 ２６０ ９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８ ０％ ， 逆转了 １ ～ ６ 月累计下降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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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负增长趋势； 鞋类出口 １１５ 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９ ９％ ， 比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

提高了 ５ ６ 个百分点； 纺织纱线织物及制品出口 ８８ 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 ３％ ， 较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提高了 ５ ６ 个百分点； 箱包出口 ６５ ７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２０ ５％ ， 比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提高了 １ ０ 个百分点； 家具及其零件出口

１４２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９ ２％ ， 较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提高了 ９ ２ 个百分点；

塑料制品出口 ７５ 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５ ９％ ， 较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提高了 ２ ８

个百分点； 玩具出口 ６９ 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２ １％ ， 较 １ ～ ６ 月累计增幅提高

了 ０ ９ 个百分点。

6 机电产品、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降幅收窄，原油、铁矿砂和粮食进口量

大增，汽车进口量大幅减少

２０１４ 年， 广东机电产品进口 １５６２０ ６ 亿元人民币， 同比下降 １１ ４％ ； 高

新技术产品进口 １１８７０ ６ 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２ ６％ 。 ２０１４ 年前三季度， 广东机

电产品进口 ２６６０ ５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１ ０％ ， 降幅较 １ ～ ６ 月累计降幅收窄

１１ ６ 个百分点；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 １３８４ １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８ ３％ ， 降幅较

１ ～ ６ 月累计降幅收窄 ６ ５ 个百分点。 同期， 原油进口 １２２７ ４ 万吨， 同比增长

２３ ２％ ； 铁矿砂进口 １３８２ 万吨， 增长 ５９ ９％ ； 粮食进口 ６７４ ８ 万吨， 增长

４５ ３％ ， 其中大豆进口 ３２４ ９ 万吨， 增长 ２０ ８％ ， 稻谷和大米进口 １０１ １ 万

吨， 增长 ７ ４％ ， 玉米、 大麦和小麦进口均出现大幅增长； 汽车 （包括整套散

件） 进口 １７２８ 辆， 同比下降 ８１ ４％ 。 另外， 钢材进口 ３４４ ９ 万吨， 增长

１ １％ ； 煤及褐煤进口 ３４１４ ５ 万吨， 下降 ２５ ５％ ； 废金属进口 ２１６ ６ 万吨， 下

降 ５％ ； 成品油进口 ２１２ ５ 吨， 下降 ５５ ４％ ； 食用植物油进口 ２４ ４ 万吨， 下

降 ３４ １％ 。

7 主要城市进出口贸易发展的变化情况分析

２０１４ 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总额比上年下降 ９ ２％ ， 贸易总额占全省的比重由

上年的 ４９ ２％ 下降为 ４５ ２％ 。 其中， 出口比上年下降 ７％ ， 进口比上年下降

１２ ３％ ； 出口额占全省出口额的比重下降 ４ 个百分点， 进口额占全省进口额的

比重下降 ３ ７ 个百分点。 深圳进出口贸易大幅下降是拖累全省下降的最主要因

素。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的虚增贸易额主要发生在深圳， 所以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表现为

大幅下降， 如果剔除 ２０１３ 年的套利贸易数据， ２０１４ 年深圳进出口贸易比上年

增长 ７％ 。

８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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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深圳、 东莞和广州三市的数据可以发现， ２０１４ 年三市进出口

贸易总额占全省的 ７３％ ， ２０１３ 年占 ７４％ 。 深圳、 广州、 东莞三市 ２０１３ 年进出

口贸易增速分别为 １５ １％ 、 １ ４７％和 ５ ９％ ， ２０１４ 年进出口贸易增速分别为 －

９ ２％ 、 ９ ８％和 ６ ２％ ， 但如果用两年的平均增速来比较则三市相差不大。

四　2015年广东外经贸走势预测

２０１４ 年广东的外经贸形势主要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

缓慢， 需求低速增长， 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 二是广东 ２０１３ 年一季度

虚增贸易额， 导致 ２０１４ 年的贸易增速过低， 如果剔除这一影响， ２０１４ 年的进

出口贸易增速应该是 ６ ４％ 。 ２０１５ 年广东的外经贸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仍

然错综复杂， 但 ２０１５ 年外经贸形势好于 ２０１４ 年； 一般贸易仍将保持较快的增

长速度， 加工贸易会继续收缩；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出口会出现恢复

性增长。

（一）进出口贸易的增速由负转正，保持个位数增长

我们认为， ２０１５ 年广东的进出口贸易会扭转 ２０１４ 年的下降趋势， 出现个

位数的增长， 出口增长率为 ５％左右。 我们的依据如下。

第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２０１５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好于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４ 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 ３ ３％ ， 预计 ２０１５ 年经济增长率为 ３ ８％ ， 虽然

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在重新调整对全球经济的预期， 但 ２０１５ 年经济好转

的趋势没有改变。 根据我们的实证研究， 世界经济增速提高 １ 个百分点， 会影

响广东出口贸易增长加快 ８ 个百分点左右。 如果 ２０１５ 年世界经济增速提高 ０ ５

个百分点， 则意味着广东出口贸易增长可以加快 ４ 个百分点； ２０１４ 年广东商

品出口的增速为 １ ５％ ， 据此推断 ２０１５ 年出口增速应该是 ５ ５％ 。

第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 世界货物贸易量的年增长率 ２０１４ 年为

３ ８％ 、 ２０１５ 年为 ５ １％ ， 但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世界贸易商品的美元价格会继

续走低 ０ ４ 个和 ０ ７ 个百分点， 因此世界贸易的名义增长率 ２０１４ 年为 ３ ４％ 、

２０１５ 年为 ４ ４％左右。 ２０１５ 年全球贸易增长情况好于 ２０１４ 年。

第三， 从国内经济环境来看，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 传统比较优势在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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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 新的国际比较优势尚未形成， 出口增长呈现不稳定性； 国内产能过剩继续

存在， 内需难以大幅提升， 进口增长受到很大的制约。 尽管如此， 但中国的贸

易战略和政策仍然是促进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 一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和区域

经济贸易合作推进， 二是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大， 三是 “一带一路” 战略

和 “长江经济带” 战略的布局。 另外， 贸易便利化措施和人民币汇率的贬值

趋势都有利于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 但许多不利因素同时存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中国外贸出口先导指数为 ４０ １， 较 １１ 月下滑 ０ ７， 连续第 ３ 个月下滑，

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以来的最低点， 也预示着 ２０１４ 年一季度中国出口增长仍面

临一定的压力①。

第四， 从广东经济自身来分析， ２０１３ 年套利贸易虚增的交易额对贸易增

速的影响在 ２０１５ 年会全部消失。 对于广东来说有利的因素是， 一般贸易能够

保持稳定的增长， 对美贸易和对东盟贸易比重较大， 美英经济较为强劲的复苏

有利于广东出口贸易的增长。 对于广东来说不利的因素是， 加工贸易比重较

大， 对香港贸易比重较大， 加工贸易向中西部转移较大地影响了广东对香港的

贸易和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增速。 但是， 贸易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广东中长

期的贸易发展。

（二）贸易结构继续调整

广东外经贸当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贸易结构调整带来的阶段性问题。 ２００８

年之后， 广东的贸易结构一直处于调整过程中， ２０１５ 年这些调整还会继续。

主要表现为： 第一， 一般贸易保持较为高速的稳定增长， 加工贸易则持续负增

长， 一般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持续上升。 这种趋势在 ２０１５ 年仍然会持续。 第

二， 深圳贸易独大的局面正在改变。 广东的代工企业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东莞，

随着深圳富士康公司的业务转向中西部省份， 深圳的加工贸易迅速下降； 加之

国家海关报关制度改革， 使得通过深圳海关出口的商品逐渐减少， 贸易数据会

逐步下降。 第三， 机电产品高速增长的趋势已经减缓，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和

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增速保持稳定。 第四， 出口市场呈现多元化趋势。 由于加

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需要， 以及广东长期形成的贸易模式， 广东与香港的贸易

０２０

① 《２０１４ 年外贸增速未达年初目标出口增长仍面临压力》，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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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非常密切。 近几年广东贸易多元化的趋势比较明显， 尤其是拓展了对欧盟

的贸易。 第五， 在货物贸易稳定和低速发展的同时， 广东的服务贸易在快速

发展。

（三）利用外资的增速和方向正在调整

广东在利用外资方面经过了 ３０ 多年的高速发展， 目前， 利用外资的增

速和方向正在调整， ２０１５ 年这种趋势还会继续。 近几年， 广东在利用外资

方面出现了引进项目数逐年下降、 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增速低位徘徊的局面。

外资投向由最初的投向制造业尤其是加工制造业， 转向房地产业， 再转向

服务业。 随着粤港率先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 广东吸引香港的服务业投资

必然会增加。 随着广东自由贸易园区的建立， 广东的招商引资会形成一个

新的高潮， 并且投向将主要是金融保险、 通信技术等现代服务业。

（四）对外投资高速增长

随着中国的发展方式转型和产业升级， 国内传统的制造业面临产能过剩

的困扰， 企业 “走出去” 进行境外投资是一条有效途径。 近年来， 广东的

对外投资迅速发展。 在 “走出去” 战略的基础上， 中国又提出了 “一带一

路” 战略， 广东在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战略中具有特殊的区位优势。

因此， 借助国家的 “一带一路” 战略， 广东在 ２０１５ 年的对外投资必然会继

续高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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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

动态比较分析

　 陈万灵　 黄浩迪　 唐玉萍

摘　要：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的近 ２０ 年， 广东外经贸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

的冲击， 贸易结构及竞争力正在发生变化。 本报告按照所含

要素密集程度把出口产品分为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

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４ 类， 然后分别考察其贸易结构和竞争

力变化； 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各

类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结果表明： 首先， 广东整体出口竞争

力有所提高， 其中， 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比较强， 主

要体现在具有传统优势的加工制造业上， 如纺织服装、 陶瓷

等， 但出口产品仍处于价值链底端； 其次， 技术密集型产品

具有一定的显示性竞争优势， 但属于外资控制， 拥有自主高

新技术的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不强； 最后， 资本密集型产品

的竞争力比较弱，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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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上， 产品出口竞争力反映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

续获得盈利的能力， 也反映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 广东外贸出

口增速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下降， ２００８ 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加速了这种下滑趋势，

２００９ 年广东外贸出口增速为 － １１ １３％ 。 这是否说明广东的比较优势在弱化？

而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 出口增速有所回升， 这又是否说明广东的比较优势在增强？

本报告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力指数测算广东主要出口产品的国

际竞争力及其变化趋势， 展示广东各类产品或产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为广东产

业选择和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 发挥产业优势提供依据。

一　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分析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出口产品分类及构成

　 　 产品结构是指产品构成关系， 按不同分类标准可以形成不同的分类体系。

一般而言， 按照产品的用途把产品分为生产投入品和消费品。 按照产业分工次

序把产品分为第一产业产品、 第二产业产品和第三产业产品。 按照产品生产过

程把商品分为初级产品、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三大类。 联合国为了便于统计和

对各国进行对比分析， 制定和颁布了一个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 基于商

品的自然属性并按照加工程度由低级到高级编排， 共分 １０ 个部门 ６７ 大类。 世

界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了 “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 分类体系 （ＨＳ）， 由

２２ 个部门和分类代码体系构成①。

本报告为了分析出口结构的演变趋势， 根据产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需求和

４２０

① 联合国统计部门颁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缩写为 ＳＩＴＣ）， １９８６ 年推

出了 ＳＩＴＣ ３ ０ 版， 采取五位数编码， 形成 ５ 级分类体系， 第一级分 １０ 类： 食物和活的动

物， 饮料和烟草， 除燃料外的不能食用的天然原料， 矿物燃料、 润滑剂及相关原料， 动植

物油、 脂肪和蜡， 化学及其制品， 主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机械和交通设备， 各种机器

制成品， 不能在其他地方分类的商品和业务， 另外附加一个黄金货币、 金币和通货类。 此

外， 世界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了一部供海关、 统计、 进出口管理等各方共同使用的商品分

类编码体系， 称为 “商品名称与编码协调制度”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缩写为 ＨＳ）， 采取六位数编码， ２００２ 年公布 ＨＳ ３ ０ 版。 大部分国家正在从

ＳＩＴＣ 向 ＨＳ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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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状况， 将产品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

品、 技术密集型产品和服务贸易产品①。 但在此暂不研究服务贸易产品的输出

情况。 把上述分类与 ＨＳ （１９９２） 编码的产品目录和章节分类对应起来， 可以

获得数据来源。 资源密集型产品涵盖了代码为 ０１ ～ ２７ 和 ７１ 的产品； 劳动密集

型产品包括代码为 ４１ ～ ７０ 和 ９４ ～ ９６ 的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包括代码 ２８、

２９、 ３１ ～ ４０、 ７２ ～ ８４、 ８６、 ８７、 ８９ 的产品； 技术密集型产品包括代码 ３０、 ８５、

８８、 ９０ ～ ９３ 的产品 （见表 １）。

表 １　 进口需求产品分类

产品分类 资源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ＨＳ（１９９２）
两位编码

０１ ～ ２７，７１
４１ ～ ７０，
９４ ～ ９６

２８，２９，３１ ～ ４０，
７２ ～ ８４，８６，８７，８９

３０，８５，８８，
９０ ～ ９３

　 　 注： 艺术品、 收藏品及古物 （９７） 和未归类商品 （９９） 不包含在内。

（二）国际竞争力分析方法

关于产品国际竞争力的研究已经有不少文献， 一般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

数 （ＲＣＡ）、 贸易竞争指数 （ＴＣ）、 国际市场占有率 （ＭＳ）、 产业内贸易指数

（ＩＴＴ） 等指标来测算出口产品 （产业） 的国际竞争力， 其中最常用的是 ＲＣＡ

和 ＴＣ。 此外， 还有应用显示性竞争优势指数 （ＣＡ）、 出口产品质量指数、 进

出口价格比、 出口优势变差指数等进行研究的。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价

值性， 本报告选取 ＲＣＡ 指数和 ＴＣ 指数两种常用分析方法。

（１）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法。 ＲＣＡ 指一个国家 （地区） 某类产

品占其出口总额的份额与世界该类产品占世界出口份额的比率。 该指标剔除了

国家总量波动和世界总量波动的影响， 反映一国某产品出口与世界平均出口水

平的相对优势， 但它不能反映其中所包含的产业内贸易， 对于广东这样加工贸

易占比较大的地区， 该指标会有一定的缺陷。 其计算公式为：

ＲＣＡ ＝ （Ｘｉｊ ／ Ｘｉｔ） ／ （Ｘｗｊ ／ Ｘｗｔ）

５２０

① 陈万灵、 杨永聪： 《全球进口需求结构变化与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４ 年第 ９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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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Ｘｉｊ是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的出口额， Ｘｉｔ是 ｉ 国家在 ｔ 时期所有商品的出

口额， Ｘｗｊ是世界第 ｊ 种商品的出口额， Ｘｗｔ是世界在 ｔ 时期所有商品的出口额。

一般而言， ＲＣＡ ＞ １， 表明该国的该类产业 （品） 具有显示性竞争优势；

ＲＣＡ ＞ ２ ５， 表明该类产品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 ＲＣＡ ＜ １， 说明该类产品不具

有显示性竞争优势； ＲＣＡ ＜ ０ ８， 说明其出口竞争力比较弱。 当 ＲＣＡ 为 ０ ８ ～

１ ２５ 时， 该产业具有中等出口竞争力； 当 ＲＣＡ 为 １ ２５ ～ ２ ５ 时， 该产业具有

较强的出口竞争力。 一般认为 ＲＣＡ 指数是反映贸易依存度和贸易结构的指标。

（２） 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法。 它是行业国际竞争力分析的一种有力工

具， 能够反映本国生产的一种产品相对于世界市场上供应的他国同种产品来说

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ＴＣ 综合考虑了进口与出口两个因素， 能够反映一国某一

产业部门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是否具有竞争优势。 其公式为：

ＴＣ ＝ （Ｘｉｊ － Ｍ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ｊ）

其中， Ｘ ｉｊ是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的出口额， Ｍ ｉｊ是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的进口额。

一国 （地区） 某产品 ＴＣ 接近 － １， 表示其竞争力弱； 一国某产品 ＴＣ 接近

０， 表示其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不太强； ＴＣ 接近 １， 表示该产业的外贸竞争力

强。 该指标的优点是作为一个贸易总额的相对值， 它剔除了通货膨胀、 经济膨

胀等宏观总量方面波动的影响， 即无论进出口的绝对量是多少， 该指标都介于

－ １ 与 １ 之间， 因此在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之间具有可比性。

（３） 广东出口产品的数据选取。 根据 ＨＳ （１９９２） 编码的产品目录和章节

分类， 以及各类产品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状况， 将全球进口需求划分为资

源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 技术密集型产品、 服

务贸易产品。 本报告根据该分类标准对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的出口商品

进行重新分类， 由于服务贸易产品并不被包含在 ＨＳ 编码中， 所以最终分类

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四大类。

（４） 国际出口产品数据的选取。 国际出口产品的数据来源于 《国际统计

年鉴 （２０１２）》， 该年鉴数据分类标准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ＳＩＴＣ） 进行

分类， 为研究需要， 本报告按照广东统计年鉴的标准， 结合 《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修订 ４》 的方法对这些国际数据重新整理分类。

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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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出口产品总体国际竞争力

（一）广东出口产品构成变化

　 　 对广东出口产品按照其要素含量密集程度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劳动密集

型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 资源密集型产

品出口从 ４６ １３ 亿美元， 增加到 ４９３ １４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５ ９６％ ； 劳动密集

型产品从 ２６１ ００ 亿美元， 增加到 １２２３ ７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０ １４％ ； 资本密

集型产品从 １２８ ０９ 亿美元， 增加到 １５７４ ７１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６ ９８％ ； 技术

密集型产品从 １５８ １５ 亿美元， 增加到 ２４４８ ３９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８ ６８％ 。

具体而言， 相对于广东整体出口情况，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波动比较大，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相对比较平稳， 特别是在经济危机时期， 这种特点更加明

显。 １９９７ ～ １９９８ 年，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 资源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增速下滑， 前者增速从 ２９ ４７％降低到 － １５ ４４％ ， 下降了 ４４ ９１ 个百分

点， 后者增速从 ２９ ７０％下降到 － ４ ６６％ ， 下降了 ３４ ３６ 个百分点。 在 ２００８ 年

国际金融危机期间， 广东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４ ７７％下降到

２００９ 年的 － ５ ６４％ ， ２０１０ 年再回升到 ４０ ４９％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资源密集型

产品出口分别以 ８９ ３７％ 和 ３７ ６８％ 的速度大幅度上升， 增速变动非常剧烈。

同期，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从 ７ ５３％ 下跌到 － １７ ０８％ ， 后又回升到

３１ ３３％ 。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劳动密集型产品呈现低速增长， 增速分别为

１９ ５２％ 、 １３ ００％和 － ０ ５０％ 。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保持比较高速的增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增速分别为 ２５ ６８％ 、 １５ ４６％和 １０ ９６％ （见图 １）。

综合起来看， 资源型产品出口波动比较大， 目前保持较高增速； 劳动密集

型产品出口保持低速增长， 已经呈现负增长；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不稳定， 呈

现低速增长， 技术密集型产品增速下降， 仍然保持较高速度增长。

这几类产品的不同增速引起出口结构的变化。 １９９８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逐步下降，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８ ０２％ 下降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２ ８６％； ２００８ 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引起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比例上升， ２０１２ 年已

经达到 ８ ６０％。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４５ ３９％一直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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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广东各类产品出口增速

的２１ ３１％， 下降了约２４ 个百分点。 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在１９９６ ～２００４ 年一直

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从 ２１ ５８％ 上升到 ３５ ３９％， 然后又缓慢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７ ４４％。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较为稳定地上升， 从１９９７ 年的２４ ７３％升到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２ ６５％， 两次金融危机对其影响都不大 （见图 ２）。

图 ２　 广东各类产品出口占比变化态势

从总体态势来看， 广东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取得了一定成效， 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占比下降， 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上升。 从广东商务局 《广东商务发

８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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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报告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４）》 的数据也可以看出， 广东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正在提升。

广东 ２０１３ 年出口 ６３６３ ８７ 亿美元， 其中， 技术含量比较高的机电产品和高技术

产品出口 （两类产品有重叠） 占比分别为 ６９ ０８％和 ４０ ２９％， 其中自动化设备

及零部件出口 ６３２ ３６ 亿美元， 占比为 ９ ９４％， 电子产品 （集成电路及液晶显示

板） 出口５３３ １２ 亿美元， 占比为８ ３８％， 两项合计占比为１８ ３１％。 属于劳动密

集型的纺织服装出口 ４４９ ０ 亿美元， 占比为 ７ ０６％， 塑料制品及玩具出口 １７３ ０５

亿美元， 占比为 ２ ７２％， 家具及零件出口 １４７ ５１ 亿美元， 占比为 ２ ３２％， 鞋类

产品出口 １４４ ６７ 亿美元， 占比为 ２ ２７％， 这 ４ 项合计占 １４ ３７％ 。

（二）广东出口贸易国际竞争力

广东作为中国的出口大省， 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和政策优势， 然而从贸易

竞争力指数上来看， 广东的总体出口贸易竞争力仍然有待提高。 从总体趋势上

看，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近 ２０ 年， 广东的出口贸易都存在一定的竞争

力， 但并不强， 另外竞争力的波动较大， 反映出广东的出口受外部因素冲击较

大。 １９９６ ～ １９９８ 年， 广东的出口贸易竞争力呈现较快上升的趋势， ＴＣ 指数达

到一个峰值———０ １７； 东南亚金融危机后， 其竞争力出现明显的下降， 并在往

后的数年停留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的水平，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４ 年保持在一个较低的

指数水平上， 且在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４ 年下降到一个最低值———０ ０７。 广东出口总体

ＴＣ 指数在 ２００５ 年开始回升，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再度下跌， 不过与之前的下

跌幅度相比有所减少， ２０１０ 年 ＴＣ 指数下降到近期的低谷， 为 ０ １５ （见图 ３）。

图 ３　 广东出口总体 ＴＣ 指数

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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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 广东出口贸易竞争力抵御外部因素冲击的能力有所提高。 总的来

说， 广东虽然是一个出口大省， 但是实际上出口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十分强，

并且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 而经过多年的发展， 其抵御冲击的能力和恢复能

力都有较为明显的提高， 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其自身出口贸易竞争力的改善。

（三）广东出口产品分类竞争力

在出口的四大类产品中， 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最强， 一直在广东出口

产品中占有主导地位。 从 ＲＣＡ 指数上看， 劳动密集型产品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开始就处于高位， 随后逐渐下降， 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被技术密集型产品赶超，

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仍具有比较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这反映出广东劳动密集

型产品的出口存在一定的调整， 但是调整力度不足。 而 ＴＣ 指数反映， 最近 ２０

年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不断提高， 这是因为同时考虑了产业内进口的

情况， 表明广东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仍然要大于进口 （见图 ４、 图 ５）。

图 ４　 广东四大类出口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

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处于广东出口产品第二强。 就数据层面而言， 技术

密集型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在大多数年份逐年上升， 出口竞争力处于中等至较强的

水平。 从 ＴＣ 指数上看， 当考虑了进口的情况时， 该类产品就呈现出了微弱的竞

争优势， 但在广东四大类出口产品中仍强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虽然数据层面显示了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优势， 但这与现实中的传统认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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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广东四大类出口产品的 ＴＣ 指数

在一定的分歧， 这一点会在后面的具体分析中进行讨论 （见图 ４、 图 ５）。

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这两类产品是广东出口产品中较为薄弱的部分，

无论是从 ＲＣＡ 指数分析还是从 ＴＣ 指数分析， 都表现出较弱的竞争力。 而最近

２０ 年来资源密集型产品长期存在贸易逆差， 是广东四大类产品中竞争力最弱

的一类， 但是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其 ＴＣ 指数出现明显的攀升。 另外， 资本密

集型产品在 ２００３ 年后竞争力有所提升， 开始出现贸易顺差， 但是竞争力仍处

于较低的水平 （见图 ４、 图 ５）。

三　广东各类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一）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资源密集型产品包括 《广东统计年鉴》 中的活动物、 动物产品 （第 １

类）， 植物产品 （第 ２ 类）， 动、 植物油脂及蜡 （第 ３ 类）， 食品、 饮料、 烟草

及制品 （第 ４ 类）， 矿产品 （第 ５ 类）， 珠宝首饰、 硬币 （第 １４ 类） （见表 ２、

图 ６）。

第 １ 类、 第 ２ 类、 第 ３ 类产品属于农产品， 而广东是全国第二大农产品出

口省份， 但是其农林类产品不具有显示性竞争优势， 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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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部分资源密集型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年 份商 品 类 别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第 １ 类　 活动物、动物

产品
０ ３９ ０ ３２ ０ １９ ０ １４ ０ １０ ０ １１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８ ０ １６

　 乳品、蛋品、天然蜂

蜜、其他食用动物产品
０ １１ ０ １０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第 ２ 类　 植物产品 ０ ２８ ０ １８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７

　 谷物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第 ３ 类　 动、植物油脂

及蜡
０ ８３ ０ ３５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５

第 ４ 类 　 食品、饮料、
烟草及制品

０ ６６ ０ ５６ ０ ４０ ０ ３７ ０ ３３ ０ ３６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３ ０ ３３

　 可可及可可制品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０３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１０ ０ １０

第 ５ 类　 矿产品 ０ ２１ ０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

产品
０ ２２ ０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７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５

第 １４ 类 　 珠宝首饰、
硬币

１ ２０ １ ３５ ０ ９８ １ ０４ ０ ９１ １ ００ ０ ９３ １ ３６ ２ ８０ ３ ７２

　 　 资料来源： 广东数据来自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国际数据来源于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该数据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ＳＩＴＣ） 分类， 为研究需要， 本报告按照广东统计年鉴的标准将这

些国际数据重新分类。

图 ６　 资源密集型产品 ＴＣ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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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上看， 自 １９９６ 年以来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总体呈下降趋

势 （见表 ２ ）。 就第 １ ～ ３ 类产品而言， １９９６ 年 ＲＣＡ 指数分别为 ０ ３９、

０ ２８、 ０ ８３， ２００８ 年分别降至 ０ １１、 ０ ０７、 ０ ０５， 优势逐渐丧失， 植物产

品中的谷物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几乎一直处于 ０ 的状态， 竞争力十分低下。 但

是在 ２００８ 年的经济危机过后， 第 １ 类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有小幅度的回升， 显

示出竞争力小幅增强， 但是与之前的年份相比依旧处于弱势。 珠宝首饰、

硬币类产品具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 虽然这类产品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竞争优势

稍微减弱， 但是从 ２０１０ 年开始迅速回升， 并在 ２０１２ 年达到历史新高。 但

这类产品主要由外商企业出口， 以加工贸易为主， 呈现出口额高、 利润低

的特点。

从贸易竞争力指数上看， 第 ２ 类、 第 ３ 类、 第 ５ 类产品的 ＴＣ 指数从 １９９７

年开始呈下跌趋势并长期处于负值， 成为广东的劣势产品。 一直较为平稳的第

４ 类产品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之后也受到一定冲击， 竞争力开始减弱， ＴＣ 指数

持续下跌。

广东地理和气候条件优越， 适宜发展农业， 但是， 农产品并没有体现出其

资源优势， 反而出现大量的进口， 农产品贸易逆差成为常态， 并呈加速扩大的

趋势。 广东在 ２００４ 年首次出现农产品贸易逆差， ２００５ 年逆差有所缩小， 但是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逆差迅速扩大。 连续多年的农产品贸易逆差， 使得以前从未有

过的农产品贸易逆差成为常态。 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 一是广东地处沿海

地区， 改革开放以来， 受到港澳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 外资及技术、 内地人力

资源都主要投向非农产业， 非农产业竞争优势迅速提升， 农业的比较优势逐渐

下降。 二是广东属于人口大省， 农业资源相对稀缺， 农产品不能自给自足， 更

不能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 需要从外地购进农产品进行补充， 或从国外进口大

量的谷物、 大豆、 饲料等农产品及其加工品。 例如， ２００８ 年， 制粉工业产品、

植物油籽的进口同比增长 ２６ ４８％ 、 ３５ １３％ 。 这是第 １ 类产品的竞争力指数大

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三是广东经济发达， 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上升， 对加工制

品及营养品的需求比较大， 导致对这些产品的进口扩大。 另外， 其他影响农产

品成本的因素， 比如人民币汇率———２００５ 年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 人

民币大幅升值， 进一步降低了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近几年贸易逆差快

速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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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劳动密集型产品包括 《广东统计年鉴》 中的皮革、 毛皮及其制品、 旅行

用品、 手提包 （第 ８ 类）， 木及木制品、 草柳编结品 （第 ９ 类）， 木浆、 纸、

纸板及其制品 （第 １０ 类）， 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 （第 １１ 类）， 鞋帽伞杖、 加

工羽毛、 人造花、 人发制品 （第 １２ 类）， 石材制品、 陶瓷产品、 玻璃及其制

品 （第 １３ 类）， 杂项制品 （第 １９ 类） （见表 ３、 图 ７）。

表 ３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年 份商 品 类 别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第 ８ 类　 皮革、毛皮及

其制品、旅行用品、手
提包

６ ０９ ４ ４７ ３ ６５ ３ ２４ ３ ７８ ５ ３３ ４ １０ ３ ２０ ３ ８８ ３ ５８

　 生皮及皮革 ０ ４１ ０ ４３ ０ ７１ ０ ６２ ０ ５４ ０ １９ ０ ２０ ０ １５ ０ ３０ ０ ３０

第 ９ 类　 木及木制品、
草柳编结品

０ ６９ ０ ７６ ０ ５９ ０ ５７ ０ ４９ ０ ５８ ０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４８ ０ ４５

第 １０ 类　 木浆、纸、纸
板及其制品

０ ４４ ０ ４８ ０ ５２ ０ ５４ ０ ６０ ０ ６３ ０ ６２ ０ ６２ ０ ６１ ０ ６５

　 木浆及其他纤维素

浆、废碎纸板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第 １１ 类　 纺织原料及

纺织制品
２ ６６ ２ １８ １ ７３ ２ ２３ ２ ４０ １ ９８ １ ７６ １ ７８ １ ６８ １ ６３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５ １５ ４ ８２ ４ ２３ ３ ９７ ７ １５ ６ １３ ３ ３０ ３ ００ ２ ８０ ２ ７０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

及衣着附件
１０ ３５ ９ ０９ ７ ９０ １０ ５３ １２ ０８ ８ ５７ ６ ７６ ６ ８４ ６ ８２ ６ ３６

第 １２ 类 　 鞋帽伞杖、
加工羽毛、人造花、人
发制品

８ ３８ ８ ８３ ５ ９５ ５ ２５ ４ ９１ ５ ２５ ４ ６７ ５ ３０ ４ ９８ ４ ４５

第 １３ 类 　 石材制品、
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

品

１ ７４ １ ９０ ２ ３６ ２ ３９ ２ ６１ ３ ４８ ２ ７６ ２ ５１ ２ ９７ ２ ７２

第 １９ 类　 杂项制品 ４ ０５ ４ ２６ ４ ０７ ３ ８１ ３ ５８ ３ ８４ ３ ３８ ３ ４１ ３ ４０ ２ ７８

　 　 资料来源： 广东数据来自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国际数据来源于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该数据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ＳＩＴＣ） 分类， 为研究需要， 本报告按照广东统计年鉴的标准将这

些国际数据重新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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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劳动密集型产品 ＴＣ 指数

　 　 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是广东出口产品中比较具有优势的一类。 从 ＲＣＡ 指

数上看 （见表 ３）， 除了第 ９ 类、 第 １０ 类产品的竞争力较弱以外， 其他劳动密

集型产品均具有很强或较强的竞争力。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 第 ８ 类和第 １２

类产品就具有较强的显示性竞争优势。 第 ８ 类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在 １９９６ 年高达

６ ０９。 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之后其 ＲＣＡ 指数仍维持较高水平， 显示出极强的出

口竞争力。 但是， 第 ８ 类产品中的生皮及皮革类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 该类产

品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况， ＲＣＡ 指数常年位于 １ 以下。 这表明尽管广东的

皮革制品出口具有优势， 但是生皮等原材料比较匮乏， 需要大量进口补充。 与

珠宝首饰类产品相近， 皮革类产品的外商出口比重也较大， 同样呈现出口额

高、 利润薄的特点。

广东的陶瓷产品属于第 １３ 类， 具有较强的显示性竞争优势， １９９６ 年以

来其 ＲＣＡ 指数不断攀升， 该类产品历来是广东乃至中国的优势产品之一。 陶

瓷是广东重要的创汇产品之一。 ２００５ 年以前， 陶瓷产品的出口额增速逐年递

增， 通常是进口额的 ２ 倍多。 随着国内社会环保意识的不断提高， 陶瓷业作

为一个高耗能、 高污染的行业， 受到国家颁布的 《陶瓷工艺污染物排放标

准》 《建筑卫生陶瓷产品单位能耗限额》 等一系列政策的限制， 加之 ２００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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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年陶瓷产品出口退税率由 １３ ００％降至 ５ ００％ ， 广东陶瓷产品出口持续

多年的 ２０ ００％以上的增速回落至 ２００７ 年的 ４ ５０％ 。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

下，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陶瓷行业发展和出口急剧下降。 为了应对金融危机， 国家

连续调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 陶瓷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也被提高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 日从 ４ ００％调高至 ９ ００％ ，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 日调高至 １３ ００％ ）， 使广东

陶瓷产品的出口迅速走出谷底。 广州海关数据显示， ２００９ 年广东出口各类陶

瓷产品 ４０ １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８ 年增长 ６ ６０％ ， 这两年中东地区都是广东陶

瓷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并保持大幅增长态势。 但是陶瓷业发展受到严格

控制， 面临产业转移、 节能减排、 碳关税等压力。

广东的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属于第 １１ 类产品， 其竞争力水平总体呈现抛

物线形波动， １９９６ 年其 ＲＣＡ 指数为 ２ ６６， 随后一直下降， 直至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回升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水平。 但是， 在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再度下跌，

但是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具体到这类产品中的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针织或钩

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 它们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一直具有较强的出口竞争

力， 其中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的优势更为明显。 绝大部分时间内其

ＲＣＡ 指数均处于 ５ 以上， 在金融危机前的 ２００７ 年甚至达到 １２ ０８。 但是， 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都有所减弱， 这主要是受到世界

经济衰退、 市场消费需求减弱的影响， 广东工厂的订单大量减少。

从 ＴＣ 指数上看 （见图 ７）， 第 １２ 类及第 １９ 类产品的竞争力较为稳定， 在

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具有主导型竞争优势。 其中鞋帽伞杖、 加工羽毛、 人造花、

人发制品 （第 １２ 类） 这类产品的竞争力最强。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直到

２０１２ 年， 其 ＴＣ 指数一直处于稳定的高位， 接近 １， 同时其竞争力并未受到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而木及木制品、 草柳编结品和木浆、 纸、 纸板及其

制品等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较弱。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４ 年， 这些产品的 ＴＣ 指数一直为负

值， 呈现贸易逆差的状况。 尽管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其贸易竞争力不断提高，

但是增长缓慢， 仍处于低位， 在 ２００８ 年经济危机后再次出现下降的趋势。 造

纸业是广东九大支柱产业之一， 是中国造纸及纸制品生产大省， 近年来， 随着

造纸工业快速发展， 对纸浆原料的需求不断扩大， 而中国的森林资源相对匮

乏， 大量的造纸原料必须依赖进口， 但是纸浆价格节节攀升， 如 ２００７ 年纸浆

价格的涨幅为 １４ ００％ ， 令广东的造纸行业面临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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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资本密集型产品包括 《广东统计年鉴》 中的化工产品 （除药品） （第 ６

类）， 塑料、 橡胶及其制品 （第 ７ 类）， 贱金属及其制品 （第 １５ 类）， 核反应

堆、 锅炉、 机械设备及零件 （第 １６ 类）， 车辆、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第 １７

类） （见表 ４、 图 ８）。

表 ４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部分资本密集型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年 份商 品 类 别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第 ６ 类 　 化 工 产 品

（除药品）
０ ３６ ０ ３２ ０ ２４ ０ ２３ ０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２１

　 无机化合物 ０ ７０ ０ ５２ ０ ４２ ０ ２９ ０ ２７ ０ ２８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７

　 有机化合物 ０ １６ ０ １３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２ ０ １０

第 ７ 类　 塑料、橡胶及

其制品
１ ０５ １ ０９ ０ ７７ ０ ７３ ０ ７０ ０ ７２ ０ ６７ ０ ６３ ０ ６９ ０ ６６

　 塑料及其制品 １ ２５ １ ２８ ０ ８７ ０ ８２ ０ ７８ ０ ８１ ０ ７５ ０ ７１ ０ ７８ ０ ７６

第 １５ 类　 贱金属及其

制品
０ ６２ ０ ７８ ０ ７１ ０ ６８ ０ ６６ ０ ６３ ０ ６４ ０ ６０ ０ ６３ ０ ５８

　 贱金属工具器具利

口器餐具及零件
１ ５０ １ ９７ １ ６６ １ ５４ １ ４３ １ ３１ １ ３３ １ ２０ １ １８ １ ０３

　 贱金属杂项制品 ０ ７６ ０ ７５ ０ ７４ ０ ７７ ０ ７８ ０ ７５ ０ ７６ ０ ６９ ０ ６６ ０ ５８

第 １６ 类 （部分） 　 核

反应堆、锅炉、机械设

备及零件

０ ６１ ０ ９７ １ ７１ １ ６１ １ ５２ １ ５４ １ ５１ １ ６１ １ ５６ １ ５４

第 １７ 类（部分）　 车辆、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

０ ２４ ０ ２８ ０ ２４ ０ ２４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６ ０ ３０ ０ ３１ ０ ２８

　 所有车辆及零附件 ０ ２３ ０ ２７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０ ２４ ０ ２８ ０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２７ ０ ２４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０ ４０ ０ ３０ ０ ３２ ０ ３６ ０ ３０ ０ ４７ ０ ４３ ０ ６２ ０ ５６ ０ ６０

　 　 资料来源： 广东数据来自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国际数据来源于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该数据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ＳＩＴＣ） 分类， 为研究需要， 本报告按照广东统计年鉴的标准将这

些国际数据重新分类。

广东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整体偏弱。 其中， 第 ６ 类化工产品 （除

药品） 和第 １５ 类贱金属及其制品无论从 ＲＣＡ 指数还是从 ＴＣ 指数上看都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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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资本密集型产品 ＴＣ 指数

竞争力。 不过第 １５ 类中的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的 ＲＣＡ 指数虽然

呈下降趋势， 但是一直具有一定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而第 ７ 类塑料、 橡胶及其

制品的 ＲＣＡ 指数从中国加入 ＷＴＯ 开始逐步下跌， 下跌趋势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尤

为明显， 最近 ３ 年的 ＲＣＡ 指数比较稳定。

第 １５ 类是贱金属及其制品的 ＲＣＡ 指数在 ２００１ 年以后逐步下降， ２０１２ 年

其 ＲＣＡ 指数仅为 ０ ５８， 说明其出口竞争力越来越弱。 此外这类产品的产业内

贸易指数较高， ２００８ 年贱金属及其制品的产业内贸易指数高达 ０ ９３， 也就是

说广东大量进口这类产品， 又大批出口其制品， 例如， 进口钢材， 通过加工又

出口钢材制品。 广东的钢制品出口量大， 其也是广东的一个重要的出口创汇产

品。 但是， 广东乃至中国的钢铁工业不够发达， 需要通过进口来满足钢材制品

的生产。 显然， 这类产品受国际原材料市场供求情况的牵制。

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 第 １６ 类中的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设备及零件竞

争力较强。 自中国 ２００１ 年加入 ＷＴＯ 以来， 其显示性竞争优势得到迅速的提

升。 同时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前后， 该类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波动不大， 竞争力较

为稳定。 但是从 ＴＣ 指数上看， 该类产品并没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最近十几年

的最大值仅为 ０ ３８。

第 １７ 类中车辆、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自 １９９６ 年起其 ＲＣＡ 指数一直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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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位，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的平均 ＲＣＡ 值为 ０ ２６， 同时其 ＴＣ 指数波动也较大， 不

具有出口竞争力。

（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技术密集型产品包括 《广东统计年鉴》 中第 ６ 类中的药品， 第 １６ 类中的

机电、 电气设备、 电视机及音响设备， 第 １７ 类中的航空器、 航天器及零件，

第 １８ 类： 仪器、 医疗器械、 钟表及乐器 （见表 ５、 图 ９）。

表 ５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２ 年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年 份商 品 类 别
１９９６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第 ６ 类（部分） 　 药品 ０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４

第 １６ 类 （部分） 　 机

电、电气设备、电视机

及音响设备

１ ６４ １ ６２ ２ ３１ ２ ３６ ２ ８２ ３ ２０ ２ ９３ ２ ８７ ３ ２２ ３ ２３

第 １７ 类 （部分） 　 航

空器、航天器及零件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１

第 １８ 类 　 仪器、医疗

器械、钟表及乐器
１ ８４ １ ５２ ０ ５９ １ ３６ １ ０６ １ ２３ １ ２６ １ ４０ １ ３０ １ ６３

　 光学、照相电影、计
量检验、医疗仪器设备

１ ２６ １ ２５ ０ ４６ １ ４４ １ ０７ １ ２７ １ ３１ １ ５２ １ ４０ １ ７５

　 钟表及零件 ７ １５ ５ ８７ ３ ４０ ２ ５６ ２ ５７ ２ ５５ ２ ５０ ２ ２５ １ ４３ ２ ００

　 乐器及零附件 ０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１０ ０ ２５ ０ ２７ ０ ３２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３０ ０ ２７

　 　 资料来源： 广东数据来自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国际数据来源于 《国际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该数据按照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ＳＩＴＣ） 分类， 为研究需要， 本报告按照广东统计年鉴的标准将这

些国际数据重新分类。

第 １６ 类中的机电、 电气设备、 电视机及音响设备具有中等显示性比较优

势， ２０１２ 年出口额占广东出口总额的 ３７ ４７％ ， 也是广东出口创汇产品之一。

这类产品在 １９９６ 年以前属于广东的劣势产品， １９９６ 年后逐步具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 １９９６ 年其 ＲＣＡ 指数为 １ ６４， ２０１２ 年为 ３ ２３。 但这类产品的产业内贸易

指数比较高，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０ ８３。 主要是因为广东需要进口大量的关键设备，

如显像管、 集成电路 （电脑芯片）、 数据处理设备、 半导体器件及电子元件

等， 以满足最终产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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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技术密集型产品 ＴＣ 指数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２００８ 年，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 ２８５３ ５６ 亿美元， 增

长 １２ ００％ ，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 ７０ ２０％ ， 增速比 ２００７ 年回落 １２ ９０ 个百分点，

其中 １１ 月、 １２ 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转为负增长， 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

１０ ００％和 １１ ９０％ ； 高新技术产品 （与机电产品有交叉） 出口 １４８６ １８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５０％ ， 增速高于全省出口总体增速， 占出口总值的 ３６ ８％。

伴随着国际市场需求逐渐回暖， ２００９ 年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等的出口降幅

有所收窄， ２００９ 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 ２５０１ ３６ 亿美元、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１３９３ ７４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８ 年分别下降 １２ ３４％和 ６ ２２％， 降幅比前三季度的累计

降幅分别收窄 ７ １０ 个和 ９ ００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８ 年以来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

下降的主要原因除了金融危机造成的国际市场萎缩外， 还有贸易模式以加工贸易

和外商投资为主， 产品附加值偏低， 产品结构不够优化， 各种国际贸易壁垒增

多， 出口主动权难以掌握。 同时， 这也充分说明这类产品的抗风险能力差。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一直在广东出口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这几年

的快速增长有利于广东的产业结构升级。 但在这两类产品方面， 广东乃至中国

都缺乏关键技术， 这也是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的障碍。

从出口主体看， 在出口的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中， 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量

大 （见表 ６）， 占有较大比例， ２０１２ 年外商投资企业的机电产品出口为

２５９９ ３９ 亿美元， 占机电产品出口总额的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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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外商投资企业主要高新技术和机电产品进出口贸易情况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总计
出口 １５４６ ７７ １９３９ １６ ２３２２ １８ ２３２２ １８ ２２３８ ０３ ２８１８ ４７ ３２４７ ６３ ３２４７ ６３

进口 １２４０ ０７ １５１３ １７ １７６２ ２７ １８３１ ５５ １５８６ １２ ２０２６ ４５ ２２５０ ９６ ２３０６ ４３

机电产品
出口 １１８１ ０８ １４８７ ０７ １７９９ ８８ １９８４ ８４ １７３２ １４ ２１９３ １１ ２４８０ ４２ ２５９９ ３９

进口 ８３０ ４７ １０３４ ５４ １２１３ ９４ １２５７ ６１ １１０１ ６７ １４１０ ５５ １５５４ ４７ １６２０ ５５

　 机械及设

备

出口 ４２３ ９６ ４９８ ８２ ５８２ ２７ ６０５ ５７ ５１９ ８１ ６９８ ８７ ７４７ ２９ ８０７ ３２

进口 １８５ ０２ ２１１ ４７ ２４４ １２ ２５２ ８７ ２１４ ８８ ２９２ ５７ ３０２ ２９ ３２２ １１

　 电器及电

子产品

出口 ５２５ １４ ７００ ５４ ９１２ ５６ １０１９ ３４ ９３７ ７０ １１４７ ０５ １３２７ ９２ １３４９ ２４

进口 ５２６ ５６ ６５７ ２８ ７６８ ３３ ７９０ ５５ ７０３ ４６ ８６１ ４６ ９７７ ３８ ９９１ ８５

高新技术产

品

出口 ６６６ ６ ６２９ ６ ９９３ ２４ １１２６． ０９ １０４５ ４０ １３１９ ７６ １４７５ １１ １５４９ ４６

进口 ５３２ ７ ６４８ ６ ７４７ ９１ ９０６ ９２ ８０６ ０１ １０１３ ６５ １１２０ ５５ １１９９ ３３

　 计算机与

通信技术

出口 ５８１ １９ ５３８ ４２ ８６４ ０１ ９５１ ９ ８７４ １０ １０７８ ３５ １２０８ ３３ １２５２ ５２

进口 １６６ ５３ １８９ ５１ ２０７ １５ ２５４ １３ ２２９ ３５ ２８２ ８９ ３４３ ２７ ３９０ ７６

　 电子技术
出口 ５２ ８８ ７９ ６１ ９９ １３ １０８ ２３ １０６ １９ １４１ ３３ １５５ ７６ １５７ ９５

进口 ３２３ １４ ４０５ ４３ ４７２ ０５ ４８５ ８９ ４３９ ３２ ５２４ ２６ ５６１ ０５ ５５５ ７１

　 　 资料来源： 根据 《广东省统计年鉴》 历年数据整理得出。

总之， 这类产品多数是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 广东通过吸引大量外资， 可

以促进产业结构水平的提升， 但这更可能是国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结果。

所以， 广东出现机电产品出口增加， 并不真正代表广东产业结构的升级。

从第 １８ 类仪器、 医疗器械、 钟表及乐器的比较优势来看， 首先是钟表及

零附件在 １９９６ 年具有强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其 ＲＣＡ 指数为 ７ １５， 此后逐渐

下降， 下降趋势在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时期内更为明显， 直到 ２０１２ 年其 ＲＣＡ 指

数仅为 ２ ００， 不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一半。 其次， 光学、 照相电影、 计量检

验、 医疗仪器设备等产品具有中等显示性比较优势， 其 ＲＣＡ 指数波动也较大，

自 ２００１ 年中国加入 ＷＴＯ 以后， 其 ＲＣＡ 指数下降， 但是从 ２００６ 年起再度回

升，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其 ＲＣＡ 指数平均为 １ ３９， 超过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０ 年的平均值———

１ ２７。 最后， 乐器及零附件的显示性比较优势相对较弱， 近几年的 ＲＣＡ 指数

基本维持在 ０ ２５ ～ ０ ３２ 的水平， ２００８ 年其产业内贸易指数为 ０ １７ （见表 ５）。

从 ＴＣ 指数上看， 第 １８ 类产品的 ＴＣ 指数不稳定并呈现下降趋势，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一直处于负值状态， 存在贸易逆差， 其产业内贸易指数比较高， 说明

１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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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产品以加工贸易方式为主， 从国外进口关键技术和零部件， 其附加值含量

比较高； 经过加工出口， 只能赚取少量的加工费， 所增加的附加值并不高； 而

且在销售过程中甚至要依靠国外渠道， 受国外供需状况影响大。

第 １７ 类中航空器、 航天器及零件的 ＲＣＡ 指数几乎一直处于 ０ 的状态， ＴＣ

指数也一直位于 － １ 的水平线上， 说明广东需要进口这类产品。 可以说， 航天

设备是广东出口产品中十分弱势的一类产品。

四　主要结论

本报告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和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测度

了广东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水平，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１） 资源密集型产品是广东出口产品中国际竞争力最弱的一类。 一是农

林类产品的 ＲＣＡ 指数和 ＴＣ 指数都较低， 占广东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较小， 不

足 １ ５０％ ， 不具有国际竞争力， 如大宗类的谷物、 动物油脂及蜡、 可可及可

可制品和水果等均处于国际竞争中的比较劣势地位。 但是其出口有利于提高农

民收入和缓解农产品剩余压力， 有利于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二是食

品、 饮料、 烟草及制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稍高， 因为这些产品有一部分加

工制成品， 加工环节的低成本增强了竞争力， 但是， 竞争力仍然不足， 说明其

大都属于低档次的产品。 三是珠宝首饰具有中等显示性比较优势， 但这类产品

呈现出贸易条件低、 技术含量低、 加工水平低、 附加值低的 “四低” 特点，

不仅是国外反倾销的对象， 而且占用了广东的大部分资源， 不利于广东的产业

升级。 四是矿产品一直是广东资源密集型产品类别中的 “软肋”。

（２） 广东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一是针织物及钩

编织物、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具有较高的 ＲＣＡ 指数和较高的 ＴＣ 指

数， 在国际上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这类产品属于广东的传统优势产品， 但都依

靠低人力成本， 处于价值链底端。 二是鞋帽伞杖、 加工羽毛、 人造花、 人发制

品具有较强的显示性比较优势和较高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三是皮革制品也呈现

出极强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其下级分支的生皮及皮革的国际竞争力却偏弱， 这

显示出广东的皮革属于加工出口， 缺乏原材料。 四是石材、 陶瓷等制品一直是

广东出口产品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一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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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资本密集型产品在广东出口产品中国际竞争力比较薄弱。 一是化工

产品 （除药品）， 车辆、 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的国际竞争力长期不足， 说明这

类产品的资本集中度薄弱。 二是贱金属及其制品的国际竞争力偏弱， 但是下级

分支的贱金属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具及零件在一段时间内曾有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 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中的主要出口品之一。 三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和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入世的影响， 塑料、 橡胶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丧失。 四

是核反应堆、 锅炉、 机械设备及零件的国际竞争力自入世以来就有所加强， 显

示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表明广东的资本偏向于这类行业。

（４） 技术密集型产品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就表现出较强的显示性竞争优

势。 机电、 电气设备、 电视机及音响设备， 仪器、 医疗器械、 钟表及乐器的国

际竞争力较强。 但是这类产品的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较高， 表明广东本土企

业的出口竞争力不足。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广东的高新技术产品， 如药品和

航天器的出口， 一般贸易所占比重不及 ３％ ， 表明高新技术产业还不具有国际

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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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制成品贸易专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３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与对策

　 陈 和　 周 琦　 周阳城

摘　要： 机电产品出口在广东外贸中占据重要地位。 本报告从广东机

电产品外贸的现状出发， 梳理了入世以来广东机电产品的外

贸发展特点， 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分析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外

贸竞争力， 并结合国内外环境对其进行客观评估。 总体而

言，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的规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并在国

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但其也面临着出口结构不完

善、 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自主品牌建设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报告最后根据其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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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 “阵地”、 改革开放的

“排头兵”， 广东的对外贸易也迎来了高速发展。 其中， 作为广东进出口贸易

的主力军， 机电产品的进出口总量也在不断上升，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８５８ ０９ 亿美元

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７２３２ ７０ 亿美元， 带动广东对外贸易不断增长。 但是， 在 ２００８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 世界经济局势处于不确定性变革之中。 广东机电产品

贸易及其产业受到较大影响， 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广东机电产品的综合成本

压力， 进而造成了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逐渐下降的局面。

作为高附加值及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机电产品对我国总体产品质量提高和

结构调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也显示出， 伴随着一国工

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 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通常会表现出工业

制成品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资本与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机电产品所占比重逐渐

超过传统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的变化趋势。 因此， 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代表了

一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及对外贸易的地位。 当前广东正处于经济转型和产业

优化升级的关键时期， 此时研究广东机电产品外贸， 对于增强广东机电产品出

口竞争力、 促进广东外贸转型、 加快从贸易大省向贸易强省转变的步伐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

二　广东机电产品外贸的现状

２０１３ 年， 广东进出口额达到 １０９１８ ２２ 亿美元， 贸易顺差为 １８０９ ０６ 亿美

元， 在全国贸易顺差总额中占到 ６９ ６５％ 。 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总额在全国机

电产品对外贸易额中占 ３４ ３５％ ， 为全国对外贸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

尽管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绝对数连年上升， 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 但随着中国内

陆省份经济的发展及长三角的崛起， 广东对外贸易额在全国所占比重呈下降趋

势，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７ ４６％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４ ７３％。 因此， 结合国内外环境形

势， 对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进行客观分析与评估， 对于保持与提升广东机

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进而带动广东整体贸易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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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机电产品贸易额不断增长，带动全省外贸发展

机电产品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产品， 其外贸规模不断扩大， ２０１３ 年达到

７２３２ ７０ 亿美元。 从 ２０００ 年到 ２０１３ 年， 出口规模扩大了 ８ ８ 倍， 年均增长

１８ １３％ ； 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０ ４４％ 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６ ２６％ （见图 １）。 可见， 机电产品成为广东对外出口的主要部分， 对于广东

外贸发展来说至关重要。

图 １　 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额及占全省进出口总额比重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计数据、 《广东省统计年鉴》 （历年） 整理

而得。

为了研究外贸贡献， 一般采用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

进行分析。 由国民收入恒等式 Ｙ ＝ Ｃ ＋ Ｉ ＋ Ｇ ＋ （Ｘ －Ｍ）， 推导出计算式：

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当年机电产品出口额 － 上年机电

产品出口额） ／ （当年 ＧＤＰ －上年 ＧＤＰ）

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 ＝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

ＧＤＰ 增长率

进入 ２１ 世纪后，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贸易对广东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

２００９ 年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 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度为负值，

除此之外， 其他年份均为正值 （见表 １）。 可见， 机电产品的出口推进了广东

对外贸易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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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度

年份

ＧＤＰ 机电产品 机电产品的作用

ＧＤＰ 值

（亿元）
增长率

（％ ）
出口

（亿美元）
增长率

（％ ）
贡献率

（％ ）
拉动度

（％ ）

２００１ １４５４ ５３ １２ １０ ５５３ ７８ １０ ８１ ３４ ４２ ４ １６

２００５ ２７５３ ６９ ２０ ８２ １６４４ １７ ２６ ７２ ７３ ０８ １５ ２１

２０１０ ６７９７ １１ １７ ６０ ３１５６ ８４ ２６ ２０ ６４ ４４ １１ ３３

２０１１ ８２３８ ４２ ２１ ２０ ３５９７ １９ １３ ９５ ３０ ５７ ６ ４８

２０１２ ８４７１ ６７ ２ ８３ ３８９４ ５４ ８ ２７ ３７ ０３ ３ 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２７５ ０４ ２１ ２９ ４３９６ ０３ １２ ８８ ５０ ３７ ５ ５４

　 　 资料来源： 根据 《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统计数据整理而

得。

（二）增幅领先于沿海各地，抗风险能力得到增强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在进出口基数全国第一的情况下， 与江苏、 上海等我国主

要沿海省 （市） 的机电产品进出口规模和增幅相比， 也都居首位， 出口和进

口分别增长 １２ ８８％和 １５ ６３％ 。 可见， 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在全国处

于领先地位 （见表 ２）。

表 ２　 ２０１３ 年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数据与全国及部分地区相关数据比较

单位： 亿美元， ％

地　 区
出　 口 进　 口

累计出口 增长 占比 累计进口 增长 占比

广东省 ４３９６ ０３ １２ ８８ ３４ ７４ ２８３６ ６７ １５ ６３ ３３ ７７

江苏省 ２１４３ ９８ － １ ５１ １６ ９４ １２８８ ７６ － ０ ０５ １５ ３４

上海市 １４３３ ９５ － １ ４０ １１ ３３ １２８３ ３６ － １ ０４ １５ ２８

浙江省 １０１５ ６５ ５ ８９ ８ ０３ １４９ ６２ － ６ ０３ １ ７８

福建省 ３７６ ０１ ６ １７ ２ ９７ １９８ ２５ ３ ６５ ２ ３６

北京市 ３８９ ４８ ４ １９ ３ ０８ ７１６ ７５ － ０ ７０ ８ ５３

全国总计 １２６５５ ３８ ７ ３１ １００ ８４００ ８１ ７ ３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 由广东省、 江苏省、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及北京市统计局信息网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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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口数量和质量同步提升，转型升级成效初现

近年来， 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价格指数有逐步上升的趋势， 表明广东机电

产品的国际认可度得到提高； 数量指数从 ２０１０ 年到 ２０１２ 年逐年下降， 到 ２０１３

年有较小幅度的上升 （见表 ３）， 表明 ２０１３ 年广东机电产品销售得到改善， 国

际市场需求总体向好。 可见， 在国际市场需求不足、 原材料价格和劳动力成本

双重上涨、 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的影响下， 广东机电企业积极采取相应措

施， 改变过去的价格竞争手段， 逐步向以质取胜的方式过渡。

表 ３　 广东机电产品价格与数量指数

单位： ％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价格指数 ９９ ３ １０２ ５ １０４ ８ １０５ ７
数量指数 １２５ ９ １１０ ４ １０１ ９ １０６ ６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发布数据整理而得。

（四）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增长，贸易效益提高

近年来， 在广东机电产品出口整体增长的背景下， 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出

口也持续增长。 首先， 电器及电子产品增速较快， 出口额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９６２ ７２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６００ ３１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５ ２５％ 。 其次， 机械及设

备的出口额居六大类商品的第二位， 出口额从 ２００６ 年 ６３５ ９２ 亿美元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０２ ３９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６ ７２％ （见表 ４）。

表 ４　 广东各类机电产品出口量变化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金属制品 １１０ ７７ １３７ ４３ １４３ ５６ １１７ ０１ １３３ ６７ １５２ ７６ １５１ ６９ １５６ ９４
机械及设备 ６３５ ９２ ７２４ ５５ ７６４ １９ ６５９ ７６ ８６７ １４ ９４３ ６７ １０１０ ０９ １００２ ３９
电器及电子产品 ９６２ ７２ １３１３ ６９ １４８８ ６２ １３６５ ３８ １７０４ ４６ １９８３ ７９ ２１５１ ００ ２６００ ３１
运输工具 ６５ ７５ ８６ ４２ １０５ ０７ ７３ １１ １１２ ８７ １３５ ９８ １３３ ０６ １３０ ４８
仪器仪表 １０８ ５４ ９８ ５５ １２３ １０ １２６ ７１ １７２ １５ １８６ ８６ ２５１ １８ ２７３ ８７
其他 １６１ ５６ １７１ ８４ ２１１ ８３ １５９ ３８ １６６ ５６ １９４ １２ １９７ ５１ ２３１ ６９

　 　 资料来源： 根据 《广东统计年鉴》 （历年） 数据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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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提高， 反映了广东机电产品贸易结构不

断优化。 由表 ５ 可知， 首先， 机电产品中技术含量较高的电器及电子产品的比

重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４７ ０７％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９ １６％ ， 在广东机电产品不同的商品

类别中一直保持最高占比； 其次， 机械及设备类产品一直居六大类商品中的第

二位， 但其比重从 ２００６ 年 ３１ ０９％下降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２ ８０％ 。 资本密集型产品

中的运输工具和仪器仪表等所占比重较低 （见表 ５）。 可见， 广东省以发展劳

动密集型机电产品出口为起点， 已逐步实现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转移， 呈现

出机电出口产品结构多样化和结构持续优化的局面。

表 ５　 广东各类机电产品出口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金属制品 ５ ４２ ５ ４３ ５ ０６ ４ ６８ ４ ２３ ４ ２５ ３ ８９ ３ ５７

机械及设备 ３１ ０９ ２８ ６１ ２６ ９４ ２６ ３８ ２７ ４７ ２６ ２３ ２５ ９４ ２２ ８０

电器及电子产品 ４７ ０７ ５１ ８７ ５２ ４８ ５４ ５９ ５３ ９９ ５５ １５ ５５ ２３ ５９ １６

运输工具 ３ ２１ ３ ４１ ３ ７０ ２ ９２ ３ ５８ ３ ７８ ３ ４２ ２ ９７

仪器仪表 ５ ３１ ３ ８９ ４ ３４ ５ ０７ ５ ４５ ５ １９ ６ ４５ ６ ２３

其他 ７ ９０ ６ ７９ ７ ４７ ６ ３７ ５ ２８ ５ ４０ ５ ０７ ５ ２７

　 　 资料来源： 据 《广东统计年鉴》 （历年） 数据整理而得。

（五）贸易方式有所改善，一般贸易比重上升

从贸易方式来看， ２００８ 年以来， 随着广东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步伐加

快， 机电产品一般贸易出口比重不断提高， 带动全省一般贸易出口增长， 并

进一步优化了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机电产品一般贸易

为 １９５３ ０１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４ ０７％ ， 其中出口为 １２１５ ４８ 亿美元， 同比

增长 １５ ５９％ ， 进口为 ７３７ ５２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３ ３６％ ； 加工贸易为

３６５２ １１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 ０５％ ， 其中出口为 ２３７８ ３４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１ １７％ ， 进口为 １２７３ ７７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０ ８２％ 。 一是机电产品一般贸易

占比逐渐上升，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５ ８０％ 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７ ６５％ ， 出口增长

幅度高于加工贸易出口增幅。 二是加工贸易所占比重最高达到 ８０ ０３％ ， 但

是在最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 ２０１３ 年降至 ５４ １０％ 。 三是保税区仓储或转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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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物及其他贸易方式下的机电产品出口已经发展为广东机电产品进出口新的

增长点， 它们所占进出口比重不断攀升 （见表 ６）。 这也表明广东出口企业

的自主创新能力已经得到显著提升， 这些企业有能力通过一般贸易方式来获

取更多的利润空间。

表 ６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贸易方式构成的变化情况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一般贸易 １５ ８０ １８ ２７ ２０ ６１ ２２ ４５ ２４ ６８ ２７ ２１ ２７ ２６ ２７ ６５

加工贸易 ８０ ０３ ７７ ３９ ７４ ３３ ７２ １１ ７０ ２３ ６７ ０２ ６１ ７９ ５４ １０

进料加工 ６６ ３７ ６３ ０７ ６０ ０７ ５８ ７３ ５８ ８８ ５７ ６８ ５４ ９８ ４９ ５３

来料加工 １３ ６６ １４ ３１ １４ ２６ １３ ３８ １１ ３６ ９ ３３ ６ ８１ ４ ５８

保税区仓储

或转口货物
２ ８２ ２ ６６ ２ ９７ ２ ８５ ２ ８８ ３ ３２ ８ ３２ １５ ２４

其他贸易 １ ３４ ４ ３４ ２ ０９ ２ ５９ ２ ２０ ２ ４６ １０ ９５ １８ ２５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六）市场多元化成效明显

广东的机电产品主要出口至中国香港、 美国与欧盟等市场， 从 ２０１３ 年前

三季度的统计数据看， 广东对香港的出口大幅增长， 出口机电产品 １４９８ ３ 亿

美元。 韩国也逐渐取代日本 （出口额为 ８６ ６ 亿美元） 成为广东第四大出口

市场， 出口额为 １６９ ７ 亿美元， 增幅达到 ２０ ４％ ， 势头较猛。 总的来说，

五大出口市场中， 广东对中国香港、 东盟 （出口额为 １９０ ３ 亿美元） 及韩

国的出口相对比较稳定， 增幅分别为 ４２ ２％ 、 ２０ ４％ 和 ５％ ； 对欧盟的出

口 （出口额为 ３３４ ７ 亿美元） 微增 ０ ２％ ； 而对美国的出口 （出口额为

４０８ ３ 亿美元） 降低了 ３ ４％ ， 需要引起重视。 尽管广东机电产品主要出口

向这五大市场， 但非洲、 大洋洲及南美洲等一些新兴出口市场的出现， 瓜

分掉一定的出口比例。 这与近年来广东政府大力开拓新兴市场的战略密不

可分， 这也说明广东机电产品市场多元化成效逐渐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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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机电产业出口基地成绩显著

随着 “科技兴贸” 战略的大力实施， 广东机电产业出口基地成绩显著。

２００７ 年商务部、 国家发改委认定广州为 “国家汽车及零部件出口基地”。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７ 日， 广州市人民政府授牌成立广州开发区汽车及零部件出口

分基地， 现有汽车及零部件企业 １１９ 家， 已形成了为三大日系轿车 （广汽

本田、 东风日产和广汽丰田） 以及欧美的大众、 福特、 通用等厂家配套的

汽车零部件供应链， 并在广州增城、 南沙、 番禺及花都等城区建立分基地。

２０１３ 年广州汽车及零部件累计出口 ２１ ０９ 亿美元， 其中整车出口 ２４０４９ 辆，

出口额达 ３ ９５ 亿美元。 为更好地帮助基地内企业发展， ２０１３ 年广州市共对

１１ 个汽车及零部件公共服务平台进行了专家验收， 同时还探索发展惠州、 中

山的 ２ 家企业为广州汽车出口基地服务平台①。 广东还拥有广州港口机械工业

有限公司、 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广州红牌家用电器有限公司等多个国家机电

产品出口基地， 这些基地的发展在促使广东成为全国机电出口量第一省份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

（八）机电产品出口品牌战略取得成效

２０１２ 年广东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企业拥有国内知名品牌商标认定、 企业

引进母公司品牌以及企业在境外注册品牌等累计达 １０７４ 个， 全省建立外商投

资加工贸易企业研发机构 （含企业内设机构） ６９１ 个。 这些成绩加快了广东加

工贸易产业向高品质端转变的步伐。

广东拥有华为、 中兴、 格力及中集 ４ 个国际名牌， 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

响。 这些品牌给企业带来了一定的效应， 不仅有利于企业利润的增加， 而且对

出口的带动作用也非常明显。 一些广东机电企业的品牌意识得以提高， 从无到

有， 很多企业也已经实现了由 ＯＥＭ 方式向 ＯＤＭ 和 ＯＢＭ 方式的不断转变。 此

外， 广东还拥有已经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的国际知名企业， ２０１３ 年

广汽集团自主轿车品牌 “传祺” 向科威特、 智利等地出口金额达 ４０５ ５６ 万美

１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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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迈出了走向国际市场的实质性步伐。 同时， 东风日产、 广汽本田分别推出

了自主品牌 “启辰” 和 “理念”， 广汽丰田也将推出自主品牌汽车， 形成了品

牌带动出口， 出口拉动品牌发展的良性互动局面， 实现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和

机电企业迅速发展的相互促进。

三　广东机电产品外贸竞争力：

　基于 TC竞争力指数分析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占全国的比重仍居全国首位， 但比重呈现明

显的下滑趋势， 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４７ ５％下降为 ２０１３ 年的 ３４ ７％ 。 可见， 从市场

占有率指标角度分析竞争力， 还存在许多不足。 为了准确评估广东机电产品

出口竞争力， 有必要采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Ｃ）

方法。 ＴＣ 是用以衡量一国或地区的某种产品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

标。

ＴＣ ＝ （出口额 － 进口额） ／ （进口额 ＋ 出口额）

其中， ＴＣ 的取值范围处于 － １ 到 １ 之间， ＴＣ 值越接近 ０， 表示该产品的

贸易竞争力越接近平均水平； ＴＣ 值越接近 － １， 表示该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

弱； ＴＣ 值越接近 １， 说明该产品的贸易竞争力越强。

（一）广东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动态比较

从广东机电产品 ＴＣ 值动态比较中可以发现， ２００１ 年其 ＴＣ 值为

０ １８０， ２０１３ 年为 ０ ２１６ （见表 ７） 。 总体而言， 广东机电产品的 ＴＣ 值在

０ １ 到 ０ ３ 之间波动， 同期广东贸易竞争力指数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 这

表明广东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出口方面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 且在不断

提升。

虽然 ２０１３ 年广东机电产品出口额仍居全国首位， 但长三角的江苏、 上海、

浙江等地的机电产品出口量上升势头迅猛。 由于排名第二的是江苏， 故本报告

将江苏作为比较对象。 它的 ＴＣ 值在这几年不断攀升， 且上升速度已经赶超广

东。 与此同时， 全国机电产品的 ＴＣ 值也从 ２００１ 年的负数转为正数， 而且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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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广东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动态比较

年份 广东 中国 江苏

２００１ ０ １８０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５

２００２ ０ １６０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５

２００３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６ － 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０ １４８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９

２００５ ０ １７８ ０ ０９８ ０ ０７４

２００６ ０ １８５ ０ １２５ ０ １２６

２００７ ０ ２０５ ０ １６８ ０ １８１

２００８ ０ ２４０ ０ ２０９ ０ ２４０

２００９ ０ ２２７ ０ １８４ ０ ２３０

２０１０ ０ ２１１ ０ １７１ ０ ２１７

２０１１ ０ ２２７ ０ １８１ ０ ２２３

２０１２ ０ ２２７ ０ ２０２ ０ ２５６

２０１３ ０ ２１６ ０ ２３６ ０ ２４９

　 　 资料来源：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及江苏省商务厅公布的

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 这表明我国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发生了巨大变化， 已经

从之前的微弱劣势转变为现在的微弱优势。

（二）各类经营主体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广东的企业经营主体大体分为以下 ５ 类：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三资企

业、 个体工商户、 私营企业和其他企业。 由表 ８ 可看出， 一是广东国有企业的

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４ ９０％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７ １２％ ， 整体呈现出

不断下降的趋势。 二是集体企业机电产品的出口份额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１４９０ ７ 亿美

元增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７０８ １８ 亿美元， 增长势头比较强劲； 三资企业的机电产品

在广东省总机电产品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但最近几年略微有所下降， 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７２ ８９％降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１ ６１％ 。 三是与此同时， 私营企业在各项政

策的扶持下， 把握机会并且得到迅速发展， 其在广东机电产品的出口贸易中的

重要性不断上升， 私营企业的出口占比已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８ ７０％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８ ６８％ ， 增势强劲。

３５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表 ８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的经营主体构成情况

单位： ％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国有企业 １４ ９０ １５ ００ １４ ０７ １２ ４８ １１ ３０ ９ ８３ ８ ３７ ７ １２

三资企业 ７２ ８９ ７１ ０７ ７０ ０１ ６９ ２５ ６９ ４７ ６８ ９６ ６６ ７５ ６１ ６１

集体企业 ３ ３３ ３ ６１ ３ ９７ ４ ２５ ３ ８７ ３ ８５ ２ ８８ ２ ５６

私营企业 ８ ７０ １０ １６ １１ ８２ １３ ９０ １５ ２９ １７ ３０ ２１ ９５ ２８ ６８

个体工商户

其他企业
０ １８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０ ０９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２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由表 ９ 数据可看出， ①广东国有企业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已经弱于集体

企业， 甚至很有可能被私营企业所超过， 表明随着外贸经营权的放开， 国有企

业传统的政策等优势已不明显， 而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优势已逐渐体现出

来。 ②三资企业的贸易竞争力基本稳定， 并有小幅增长， 虽然其没有较强的竞

争优势， 但因为在广东省机电产品出口贸易中占比较高， 所以仍处于主要地

位。 ③集体企业竞争力较强， 但其出口额占比却非常低。

表 ９　 广东机电产品各类经营主体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国有企业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８ ０ ２３ ０ ２９

三资企业 ０ １８ ０ １９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２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０ ２４

集体企业 ０ ５１ ０ ５７ ０ ５２ ０ ４６ ０ ４５ ０ ５９ ０ ６０ ０ ６０

私营企业 ０ １８ ０ ２４ ０ ３０ ０ ２６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１８ ０ １２

个体工商户

其他企业
０ ３９ － ０ ９１

０ ９４ ０ ９０ ０ ８０ ０ ９８ ０ ９７ ０ ９５

－ ０ ８８ － ０ ６３ － ０ ３８ － ０ ２８ － ０ ４０ － ０ 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三）各类贸易方式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最近几年， 我国商品出口结构变化明显， 其中， 加工贸易方式取得较快发

展。 １９９５ 年， 我国的加工贸易出口额在当年出口总额中占到了 ５２ ５％ ，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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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超过一般贸易， 并在推动广东对外贸易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加工贸易额在广东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为 ５３ ８６％ ， 其中加工贸易

出口额在广东出口总额所占比重为 ５４ １％ 。

由表 １０ 可知， ①一般贸易方式下的贸易竞争力指数逐步上升， 已经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０ １６ 提高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０ ２４。 ②加工贸易方式下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一直稳定在 ０ ３ 左右。 特别是来料加工方式下的贸易竞争力已经赶超进料加工方

式， 这也进一步表明广东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仍集中在产品加工及装配等劳动密

集型环节， 而相比之下， 技术含量较高产品的竞争力仍比较薄弱， 再加上我国

的自主知识产权发展相对缓慢， 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至今尚未形成。

表 １０　 广东机电产品各种贸易方式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一般贸易 ０ １６ ０ ２２ ０ ２５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２２ ０ ２４ ０ ２４

加工贸易 ０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３２ ０ ３１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０ ３０

进料加工 ０ ２８ ０ ３０ ０ ３３ ０ ３２ ０ ３０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３０

来料加工 ０ ２９ ０ ２８ ０ ２８ ０ ２９ ０ ３０ ０ ３４ ０ ３３ ０ ３２

保税区仓储

或转口货物
－ ０ ３８ － ０ ４１ － ０ ３５ － ０ ３２ － ０ ３７ － ０ ２７ － ０ ０８ － ０ ０１

其他贸易 － ０ ２９ － ０ ４８ － ０ ０２ ０ １６ － ０ ０２ － ０ ０７ － ０ １０ － ０ ０１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四）各类商品的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分析

从表 １１ 可知， ２０１３ 年广东各类机电产品中， 除仪器仪表存在净进口现象

外， 其他各类机电产品都为净出口。 由此可见， 仪器仪表机电产品的贸易竞

争力较低， 存在一定程度的贸易劣势， 而其他机电产品的 ＴＣ 值都为正数，

均存在一定的竞争优势。 具体来说， 金属制品、 机械及设备和其他类机电产

品的竞争优势比较强， ＴＣ 值较高， 其中， ２０１３ 年金属制品的 ＴＣ 值达到

０ ６８， 其他类机电产品的 ＴＣ 值达到 ０ ７９， 虽然比前几年均有微幅的下降，

但其出口额在广东机电产品总出口额中所占比重仍然很高。 而出口份额最大

的电器及电子产品， 尽管其 ＴＣ 值为正数， 但是相对于金属制品与其他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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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产品而言， 优势不明显。 这表明广东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仍集中于传统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 贸易效益有待提高。

表 １１　 广东各类机电产品贸易竞争力指数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金属制品 ０ ７３ ０ ７３ ０ ７２ ０ ７１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７ ０ ６８
机械及设备 ０ ３７ ０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３８ ０ ３６ ０ ３５ ０ ３７ ０ ４０
电器及电子产品 ０ ０６ ０ １３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７ ０ １７ ０ １５
运输工具 ０ ０７ ０ １７ ０ ２６ ０ ０８ ０ １９ ０ ２９ ０ ２９ ０ ３１
仪器仪表 － ０ ２５ － ０ ３８ － ０ ３１ － ０ ２３ － ０ ２２ － ０ ２０ － ０ １５ － ０ １２
其　 他 ０ ８９ ０ ８５ ０ ８６ ０ ８５ ０ ８２ ０ ８３ ０ ７５ ０ ７９

合　 计 ０ １８ ０ ２０ ０ ２４ ０ ２３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２３ ０ ２２

　 　 资料来源： 根据广东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五）小结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 尽管广东机电产品出口在全国处于竞争力领先的地

位， 在国际市场上也占有一席之地， 但在近几年有被长三角省份赶超的趋势。

从经营主体来看， 外资企业的出口竞争力要强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从贸易方式来看， 加工贸易方式下的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要高于一般贸易方式

下的机电产品出口竞争力。 从商品类别来看， 劳动密集型机电产品所具有的贸

易竞争力要高于技术密集型产品， 然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竞争力也在不断

提升。 总体而言，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的主要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加工贸易产业

还处于低端阶段， 经济效益也比较低下， 较易陷入 “比较优势陷阱”。

四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贸易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贸易快速增长。 在这高速增长的背后， 隐藏着

许多问题： 首先， 尽管广东机电产品出口额连续居于全国首位， 但其占全国的

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 其次， 我国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一直徘徊在 ６５％ 左右，

与发达国家相比， 仍有较大差距， 例如，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机械及设

备出口的比重就高达 ９３％ 。 具体而言， 广东机电产品贸易存在如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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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 其竞争的焦点和企业立足之本是技术， 尤其是

核心技术。 据统计， 世界 ５００ 强的高新技术机电产品生产企业， 每年产生的高

新技术工艺占全球的 ４０％ ， 研究与试验发展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 （研发经

费占 ＧＤＰ 的比重） 大多为 ５％ ～ １０％ ， 最高的达到 １３％ ， 而广东机电企业的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仅为 ０ ２％ 。 这些企业不想创新也不敢创新的原因主要是自

主研发投入资金金额与风险都很大， 这使得大多数机电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与

能力有限， 只能依赖对外引进技术。 此外， 广东部分机电企业存在缺乏长远发

展观念、 容易满足于眼前利益等缺点， 这大大制约了行业的技术进步， 也影响

了产业的快速升级。

广东各级政府正大力推动 “科技兴贸” 战略的实施， 但至今还未构建一

个完善的技术创新与激励机制体系， 这也使得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不高。 由表

１２ 可知， 尽管广东 Ｒ＆Ｄ 经费投入总量仅次于江苏， 位居全国第二， 但其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却只位于全国第五， 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 与北京、 天津等地的

差距也比较大。

表 １２　 ２０１３ 年广东 Ｒ＆Ｄ 经费与全国及部分地区比较

单位： 亿元， ％

地区 Ｒ＆Ｄ 经费 占全国比重 Ｒ＆Ｄ 经费投入强度

全国 １１８４６ ６０ １００ ００ ２ ０８

北京 １１８５ ００ １０ ０１ ６ ０８

天津 ７７６ ８０ ６ ５６ ３ ６０

上海 ４２８ １０ ３ ６１ ２ ９８

江苏 １４８７ ４０ １２ ５６ ２ ５１

广东 １４４３ ５０ １２ １８ ２ ３２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颁布的 ２０１３ 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

（二）自主品牌建设积极性不高

很多广东机电企业的自主品牌战略意识薄弱， 满足于赚取少量的贴牌加工

费， 发展眼光短浅， 导致广东绝大部分机电产品出口均采用以贴牌为主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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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方式和使用外方品牌的加工贸易方式。 例如， ２０１３ 年顺德出口自主品牌

的冰箱与空调的企业只占 １０％ ， 可见大多数企业仍缺乏自主品牌。 而且， 随

着技术发展越来越快， 竞争日趋激烈， 大多数机电企业尚未意识到自主品牌建

设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就算是格兰仕这样的产业领头企业， 在其总出口额中，

自主品牌产品的出口额也只有大约 １５％ 。 可见， 广东机电企业自主品牌建设

的积极性不高， 缺少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强竞争力、 高知名度的自主品牌。

（三）出口结构有待改善

由于广东机电产品技术研发投入不足， 其出口结构不合理， 有待改善。 由

表 ５ 可以看出，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主要以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的装配贸易为

主， 尽管近几年有下降趋势， 但仍占据绝对份额， ２０１３ 年加工贸易方式下的

出口额占到了广东机电产品出口额的 ５４ １％ ； 出口份额最大的电器及电子产

品， 在贸易竞争力方面有待提升。 这表明广东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仍集中于传

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贸易效益有待提高， 这种单纯的数量增长模式， 不利于

机电产品外贸的持续发展， 也不利于机电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四）国际标准化生产不够普及

质量、 技术及安全等方面的国际标准 （如 ＩＳＯ９０００ 产品质量标准、

ＩＳＯ１４０００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ＱＳ９０００ 体系认证等） 在广东各机电企业还未普

及， 机电产品的国际认证也较少， 更别说能参与到国际标准的修订或制订中去

了。 这些都导致广东机电企业在出口产品时遭遇市场准入、 各种非关税壁垒等

难题， 尽管广东的机电产品质优价廉， 但也常常只能处于在国际市场大门外徘

徊的局面。

（五）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

广东外贸服务体系不够健全， 对外贸易发展遭遇多重障碍。 具体表现为：

一方面， 现有的对外贸易管理体制未能适应市场多元化、 贸易方式不断改善等

新形势的要求， 受人才及资金等因素的限制， 相应的对外贸易服务平台欠缺、 社

会化服务滞后， 不利于机电企业的壮大， 从而减弱了广东机电企业的出口竞争

力； 另一方面， 有关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不完善， 造成企业自主创新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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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不高、 出口融资困难等问题。 这些都阻碍了广东机电产品对外贸易竞争力

的提升。

（六）外资企业出口占主导地位

在广东机电产品出口领域， 外资企业一直占主导地位， 广东机电外资企业

出口增长势头强劲。 在广东机电产品总出口中， 外资企业出口额一直占 ６０％

以上， 尽管近几年有下降的趋势， 但仍占据绝对份额。 ２０１３ 年外资企业出口

机电产品 １６４９ ２８ 亿美元， 占广东总出口额的 ６１ ６１％ ， 实现顺差 １０５８ ９０ 亿

美元， 占广东机电产品贸易顺差的 ６７ ９１％ 。 可见， 外资企业在广东机电产品

出口中占有重要地位。 但是， 过度依赖外资企业， 不利于广东机电产品外贸安

全， 也不利于维持广东机电产品的贸易竞争力。

五　广东机电产品外贸发展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 ３０ 多年来， 机电产品作为拉动广东对外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

推动了广东经济的整体发展。 在目前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 广东机电产品贸易

发展陷入困境， 其贸易竞争力逐渐下降， 必须谋求机电产品贸易的转型升级。

（一）推动企业加强科技创新，增强产业出口竞争力

1 推进科技兴贸创新基地发展

在科技创新方面， 广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如支持省内机电出口企业

构造省级以上企业技术研发中心与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载体， 并结合广东

相应的产业发展现状与发展前景， 把发展潜力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区作为重点培

育对象， 以此为中心建立起科技兴贸创新基地， 促进了科技创新的发展。 未来

政府还应加大促进科技创新的力度， 完善统计分析与信息报送制度， 以使企业

与政府均能及时、 充分地掌握相关基地发展信息， 从而推进基地与各企业的发

展壮大。

2 鼓励开展技术研发创新

广东各级政府应完善相关税收政策， 鼓励广东机电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活

动， 加大研发投入， 提高机电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 同时， 鼓励企业与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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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 科研院所共同创建技术研发团队， 形成资金、 研发与生产一体化的强强

联合模式， 促进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进度。 通过产业上下游的通力合作， 提高广

东机电产品附加值， 实现机电企业的技术攀升。

3 助推传统机电产业升级换代

各级政府应助推广东传统的机电产业升级换代， 使其由过去的成本比较优

势向技术创新优势不断升级转型， 创造广东机电产品核心竞争力的新亮点。 同

时， 大力支持机电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 提升产品档次， 拓展广东机电产业

新的发展空间， 实现广东传统优势产品的提高和飞跃。

（二）深化发展“品牌带动”战略，以优良品质提升竞争力

1 支持企业加速建立自主国际品牌

广东应依托现有的机电产业集群或产业联盟， 深化发展 “品牌带动战

略”， 培育高质量自主品牌， 提升广东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

力。 首先， 通过开展 “广东自主国际知名品牌” 的认定和构建政府与重点出

口企业联系机制， 鼓励企业建立自主品牌； 其次， 健全广东自主国际知名品牌

促进机制， 加大政府税收优惠、 财政补助等扶持力度， 逐步推进机电企业从

ＯＥＭ、 ＯＤＭ 往 ＯＢＭ 转型； 最后， 政府应推进拥有自主品牌的机电出口企业在

主要的机电产品出口国际市场定期举办品牌展览及广告宣传等活动， 从而达到

提高广东机电产品国际知名度的目的。

2 鼓励广东企业并购海外知名品牌

总结及推广广东企业已有的并购国际品牌企业的成功经验。 鼓励广东具备

条件的企业并购海外知名品牌， 通过并购品牌在目标市场积聚的影响力与销售

渠道， 节省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构建及推广时间与成本， 进而提高广东机电产

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3 打造区域品牌和企业品牌“并驾齐驱”的模式

依托广东现有的机电产业群， 借助区域品牌优势， 促进该区域品牌内规模

较小的机电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实现成本、 品牌及资金的强强联合， 从而

提高其区域品牌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同时， 通过区域品牌的整体发展， 广东区

域内单个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品牌形象与价值也得到相应的发展， 从而最终实现

企业品牌与区域品牌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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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企业境外营销网络，以市场开拓提升竞争力

1 建设企业境外营销网络

通过政策鼓励和扶持， 推动广东机电企业 “走出去”， 到境外投资并建立

境外营销网络， 提高机电企业 “走出去” 的信心与能力。 首先， 鼓励企业通过

对外承包工程拉动机电产品的出口。 其次， 推广华为与中兴集团等在境外营销网

络取得成功的经验， 以自己建立境外分公司直销或找境外代理商进行代销的方式

进行产品出口与销售。 再次， 重视人才的培养， 不仅注重引进国外优秀的高级营

销人才， 而且注重培养熟悉国际准则等的国际化人才， 从而构建一个优秀的营销

团队。 最后， 拓展广东机电产品企业与国际营销网络的对接， 充分实现 “借鸡

生蛋” 的效果。

2 积极开拓国际多元化市场

鼓励各机电出口企业从自身实际出发， 并根据产品的市场需求合理确定企

业的海外目标市场。 首先， 鼓励企业对传统市场存在的潜在价值进行深度挖

掘， 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与品牌创新， 以满足传统市场需求的不断变化。 其次，

各机电企业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 还可以灵活利用对外承包工程等多种方

式不断开拓新的海外市场， 实施国际多元化战略。

3 促进跨境贸易电子商务的发展

伴随着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网络的不断发展， 电子商务已经成为跨境贸易的

重要支付方式。 可见， 要想提高广东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离不开跨境贸易

电子商务的发展。 首先， 应进行电子商务平台的不断升级改造， 建立 Ｂ２Ｂ、

Ｏ２Ｏ 等新兴电子商务平台。 其次， 政府应积极引导规模较小的机电产品企业

与第三方国际电子商务服务商进行合作， 开展线下合作及外贸洽谈等活动。

（四）推动广东外贸与外资、外经相结合，拉动出口增长

1 优化招商选资质量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 跨国公司迅速增长， 有助于东道国形成产业群并

拉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经济发展迅猛， 招商引

资工作呈现粗放式格局。 因此， 现阶段， 在各种要素的制约下， 广东各级政府需

要改变传统的招商引资观念， 从过去的引资变为选资， 选取优质企业进驻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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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企业对国际标准的认知度和参与度

政府应鼓励广东机电企业在生产、 质量等方面采用国际标准并进行产品的

国际认证， 提高广东机电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认知度； 同时，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订与修订， 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 进

而改善广东机电产品的国际市场准入问题， 提高广东机电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3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国际化发展

经常开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机电产品的出口专题调研活动， 并设立省级专项

机电产品出口扶持资金， 在广东培育一批国际竞争力强和自主创新能力高的领

军型企业， 提高广东战略性新兴产业机电产品出口额。

（五）完善对外贸易促进服务体系

1 着力抓好符合机电产品进出口特色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首先， 构建机电出口企业技术创新的外贸公共服务平台， 并加大对这些平

台的宣传力度， 尽力让每个企业都能享受这些公共平台所带来的好处。 其次，

充分发挥该平台的作用， 加速机电企业自主品牌的建设与出口， 并提升其国际

竞争力。 再次， 构建企业、 高校及研究院协同研发机构， 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

势， 形成人才、 资金、 成本等各种优势集合的强强联合模式。 最后， 组成广东

省财政、 科技、 税务及发改委等多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 进而构建一个各部门

能够共享的数据平台， 以此提高对机电企业出国人员的综合服务水平。 此外，

在全面落实国家鼓励企业 “走出去” 政策的基础上， 会同外汇管理、 海关及

税务等部门在国家产业、 财税、 贸易等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研究制定具体的措

施， 对符合条件的机电出口企业提供税收减免、 财政补助等服务。

2 推进广东企业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发展的环境建设

广东必须进一步优化企业自主创新和自主国际知名品牌建设， 建立海外品

牌推广与维权通道， 并构建机电出口企业专利权、 专利技术的涉外处理机制，

从而形成一个跨境、 跨区域的企业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保护机制， 维护机电出

口企业在海外的基本权利。

3 鼓励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

广东各级政府应鼓励机电产品企业引进先进的机电设备和技术， 并完善相

关政策优惠措施 （如税收减免、 专项财政补助等相关法律法规）， 提高机电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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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同时， 由于贸易壁垒特别是非关税

壁垒形式多样且隐蔽， 政府应建立相应的部门， 专门处理此类问题， 为广东机

电企业争取必要的权利， 避免企业遭受损失； 此外， 还要限制企业盲目引进设

备与技术， 特别是高污染、 高耗能和已被淘汰的设备与技术， 从而全面调整广

东机电产品的进出口商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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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
广东汽车产业贸易及其支持

产业发展的研究

　 李晓峰　 宋亚奇

摘　要： 本报告深入分析了广东汽车贸易及其支撑产业的发展现状，
并运用区位熵指数、 价格指数等方法对广东汽车产业集聚、
成本水平进行了分析， 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是投资结构缺乏

多样性， 贸易结构风险系数高； 二是自主品牌汽车贸易竞争

力不足； 三是汽车服务业及其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 四是零

部件产业贸易发展滞后于整车贸易发展。 本报告对此提出了

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汽车贸易　 汽车产业　 服务贸易　 广东汽车



一　问题及研究现状

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２１ 日 《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正式生效以来， 广东汽车产业

得到了迅速发展， 汽车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大。

近几年， 广东通过引进外资汽车企业， 吸收国际先进汽车企业在管理、 制

造、 服务、 金融等方面的先进理念， 带动了广东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 拓展

了国内贸易市场。 在国际市场方面， 通过不断探索对外投资的渠道， 创新对

４６０

李晓峰， 男， 博士 （博士后），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教授， 主要研究领

域为国际经济、 服务贸易和世界经济等； 宋亚奇， 男，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研究

中心国际贸易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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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的营销理念， 打造具有广东自身特色的汽车贸易模式， 比如广汽 “传

祺” 概念车参加电影 《变形金刚 ４》 的拍摄， 就是品牌国际化中重要的一

步。 但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 广东汽车贸易发展面临许多问题， 比如汽车产

业发展问题、 产业结构问题、 商业模式问题、 品牌问题等， 如何解决这些问

题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

关于汽车产业发展， 学术界主要研究了汽车产业集聚发展及其影响因素。

何婷婷 （２００８） 对我国汽车产业空间集聚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

我国汽车产业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空间集聚， 但集聚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 盛超

逸 （２０１４） 利用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９ 年我国汽车产业数据对影响汽车产业发展的影响

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王建华和王敏 （２０１１） 运用区位熵方法， 对美国各州

与中国各省的汽车产业区位熵进行计算， 比较中美两国汽车产业集聚态势及其

就业促进作用。 此外， 对广东汽车产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张忧怀 （２００８）

提出从战略高度重视汽车产业集群的建设， 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将大集团发

展与企业集群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龙云凤 （２０１１） 从税收政策、 人才战略、 产业

布局等方面研究了广东汽车产业发展， 提出促进广东自主品牌发展的建议。 庞丽

和李显君 （２０１２） 研究了广东汽车产业集聚程度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

关于汽车贸易的研究， 在整车贸易方面， 王辉 （２００７） 利用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

年中国汽车进出口数据从价格贸易条件、 收入贸易条件、 要素贸易条件等多角

度分析我国汽车出口的 “贫困化增长” 趋势。 郑永备 （２０１３） 以 ＶＡＲ 模型为

基础， 探讨了 ＦＤＩ 对我国主要汽车产业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 正面肯定了

ＦＤＩ 对我国汽车产业正的溢出效应。 另有学者在汽车服务贸易领域做了相关的

研究， 黄秉帅和王琳 （２０１２） 分析了国内汽车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 江德森

等学者 （２００３） 提出了 “新四位一体” 的汽车服务贸易模式， 强调运用现代

的科技平台和经营理念来促进汽车服务贸易的发展。

上述文献主要对我国汽车产业和贸易发展进行了研究， 而针对广东汽车

产业贸易和国际化发展的研究还比较缺乏。 国际知名汽车企业的发展历程显

示国际化是汽车企业未来做大做强的必由之路。 所以， 本报告运用区位熵方

法对广东汽车产业集聚、 对外贸易和国际竞争力进行分析， 包括整车贸易、

汽车产业贸易及其结构、 服务贸易、 商业模式、 利用外资、 市场主体等方面

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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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东汽车产业贸易发展的现状

（一）整车进出口贸易情况

　 　 广东汽车产业出口从 ２００６ 年到 ２００８ 年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期， 出口增

速高达 ２０％以上。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市场需求下降， 广东汽车出口额

从 ６３８５１８ 万美元下降为 ２００９ 年的 ５０８９７１ 万美元。 ２０１０ 年广东汽车出口又

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２０１１ 年增长了 ２３％ ， ２０１２ 年增长速度有所下降，

只增长了 ３ ６％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年均增长 １１ ７６％ 。 广东汽车进口在 ２０１０ 年

前保持了稳定的增长，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年均增长

７ １６％ 。 ２０１０ 年， 广东汽车进口开始下降， 预计未来还会有进一步下降的趋

势 （见表 １）。

表 １　 广东汽车进出口额

单位： 万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出口 ４１００２１ ５３２１３８ ６３８５１８ ５０８９７１ ６２６３０２ ６９ ７７０９２４ ４１ ７９９０１８ ５５

进口 ２４６２９３ ２９９１２８ ３７１５６７ ３７０２８５ ４３３９４７ １２ ４０５５５３ ２６ ３７３０２２ ４９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二）零部件出口贸易情况

统计数据显示， 除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有所回落外，

２００６ 年以来， 广东汽车零部件出口一直保持高速的增长，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年均

增长 １３ ９０％ 。 ２０１２ 年， 广东汽车零部件出口 ４２ ８ 亿美元， 同比增速高达

１６ ０％ （见表 ２）， 除了 １ 月微跌以外， 其余月份的增幅都超过了 １０％ ， 其中，

１２ 月出口达到历史最高的 ５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５６ １％ ， 环比增长 ５０ ６％ ，

是最近 ３ 年来的月度最高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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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东汽车零部件出口额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零部件出口额 １９ ６ ２２ ５ ２７ ３ ２２ ９ ３０ ９ ３６ ９ ４２ ８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三）自主品牌车型贸易情况

在广东汽车自主品牌建设中，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

汽） 生产的 “传祺” 最有代表性。 广汽 “传祺” 于 ２０１０ 年首度推出 ＧＡ５ 轿

车以来， 一直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 其紧凑型轿车 ＧＡ３ 和运动 ＳＵＶ 领域的

ＧＳ５ 都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 ２０１３ 年， 广汽 “传祺” 的 ３ 个车型的销售量

合计为 ８ ５ 万辆， 是我国自主品牌汽车销量较好的汽车之一。 预计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会有更多新的车型生产出来满足市场需求。 ２０１４ 年， 广汽 “传祺” 作

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引领者， 凭借过硬的科学技术和最前沿的营销模

式， 在 １ ～ １０ 月实现了 ８ ６ 万辆的销售量， 相比上年增幅达到 ４３％ ， 其中 ９

月、 １０ 月两个月的销量都突破了 １ 万辆， 在国产中高端市场上持续保持领先

地位， 广汽 “传祺” 正在逐渐成为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引领者。

比亚迪是广东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汽车品牌， 其在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６７ １６ 亿元， 同比增长 ２ ５９％ ； 实现净利润 ３ ６１ 亿元， 同比下降

１５ ５２％ 。 最值得一提的是，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成为上半年增长的主要动力，

同比增长了 ６ 倍。 但比亚迪汽车电池产能不足， 限制了新能源品牌汽车的产

能。 预计随着比亚迪更多汽车电池生产基地的建设， 比亚迪汽车在未来有着更

加广阔的前景。

（四）汽车服务贸易发展情况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 广州市政府颁布了 《加快发展广州市汽车服务业工作

方案》， 强调未来通过建立高效的各级联动机制， 着重将科技、 信息、 文化、

金融等因素融入汽车服务行业中去， 打造具有国际水平的汽车服务业。 在售后

服务方面， 仍然采用汽车行业所普遍采用的集整车销售、 配件销售、 销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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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使用意见反馈于一体的模式， 在这种日渐成熟的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树立一

些新的服务理念， 推动经典 ４Ｓ 模式的更新与进一步发展。

在二手车交易方面， 由于交易服务到位， 二手乘用车交易量强劲增长。 广

东汽车流通协会对全省近百家二手车流通企业上报数据的统计显示： ２０１３ 年广

东二手机动车累计交易量达到了 ９３ ５５ 万辆， 同比增长 １６ ３６％， 交易金额为

４９３ ３８ 亿元， 同比增长 ３８ ４２％， 平均交易金额为 ５ ２７ 万元， 与 ２０１２ 年同期的

４ ４３ 万元均价相比， 上升了 １９％。 在其他如金融、 科技等方面， 广东一直在探索

创新服务模式， 并取得了相应的进展。

三　广东汽车产业基础的发展现状

（一）广东汽车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自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以来， 广东汽车产业呈快速发展态势， 汽车制造业及与其

紧密相关的产业已经成为广东经济发展的支柱。 ２００４ 年底广东汽车产业从业

人员为 １６４４６ 人， ２０１２ 年直接就业人口为 ７２３７０ 人， 增长了 ３ ４０ 倍。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汽车产业增加值为 １３７８ ８２ 亿元，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２５６４７ ２４ 亿

元） 的 ５ ３８％ ， 对全省工业产值的贡献率明显高于同为支柱产业的石油化工

业和电子产业。

据统计， ２００４ 年， 广东汽车产量为 ２７ ６６ 万辆， 稳定发展到 ２０１１ 年， 产

量达到 １６６ ９７ 万辆， 年均增长 ２９ ２８％ 。 最近几年的产量有些波动， ２０１２ 年

产量为 １５９ ６６ 万辆，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５４ ２９ 万辆， 增速分别为 － ４ ３８％和 ５９ ２７％ 。

其中， ２０１３ 年生产轿车 ２０６ １７ 万辆， 相比上年增长 ３０ ４％ 。

近几年来， 受 ２０１２ 年 “钓鱼岛” 事件的影响， 广东与日本合资的汽车企

业的销售业绩下滑， 导致广东汽车产量下降。 汽车单月产量同比增速从 ４ 月开

始下降， 到 ７ 月已经出现负增长， 并在 １０ 月触底回升。 ２０１３ 年， 除 ２ 月以外，

其他各月的产量均超过１７ 万辆， 累计生产汽车２５４２９０９ 辆， 总产量和增幅均达到历

史最高水平 （见图 １）。 ２０１３ 年全年汽车产业取得了良好业绩， 完成销售额 ４６２４ ６２

亿元， 增长 １８ ０％， 增幅比上一年提高 １２ ５ 个百分点。 从经济收益来看， 实现利

润 ４３４ ８２ 亿元， 增长 ２７ ９０％， 由前三季度的负增长转为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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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广东汽车月度产量变化态势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广东是国内汽车产量最高的省份。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汽车产量占全国的

１０ ６５％ （见表 ３）。 但是， 近几年广东汽车产业生产并不稳定， 增速波动幅度

比较大。 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６ ８６％下降到 ２０１２ 年的 － ４ ３８％ 。 而上海、 北京、 吉林

地区的汽车产量维持了相对稳定的增长态势 （见表 ４）。

表 ３　 ２０１３ 年汽车主要生产区汽车产量及占全国比重

单位： 辆， ％

省份 广东 吉林 上海 北京 重庆 广西 湖北

产　 量 ２５４ ２６ ２３４ ２ ２２７ ０４ ２０３ ８８ ２０２ ４５ １８６ ９３ １５５ １８

占　 比 １０ ６５ ９ ８１ ９ ５１ ８ ５４ ８ ４８ ７ ８３ ６ ６５

　 　 资料来源： 中国产业信息网。

表 ４　 汽车主要生产区汽车产量变化态势

单位： 辆， ％

年份
广东 上海 北京 吉林

产量 增速 产量 增速 产量 增速 产量 增速

２０１１ １６６９７００ ６ ８６ １９１９１００ １２ ７７ １５０４６０６ ０ １３ １６３２００７ － １ ８０
２０１２ １５９６６１２ － ４ ３８ ２０２４３３１ ５ ４８ １６７０２８６ １１ ０１ １９７５５５９ ２１ ０５
２０１３ ２５４２９０９ ５９ ２７ ２２６８８５７ １２ ０７ ２０３８２８５ ２２ ０３ ２３４２２７３ １８ ５６

　 　 资料来源： 中商情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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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汽车零部件产业处于整合之中

随着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广东省部分零部件企业在技术研发和自主创新

方面的探索取得一定成效， 但是， 短期内还难以满足整车的发展要求， 有待进一

步发展壮大。 近几年来， 广东汽车制造业总产值、 零部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实现

快速增长，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１ 年年均增速分别为 ２２ ５２％和 ３１ ８８％ （见表 ５）。

表 ５　 广东汽车产业和零部件产业发展情况对比分析

单位： 亿元， ％

年份
汽车制造业

总产值

零部件产业

主营业务收入

零部件产业主营业务

收入占汽车产值比重

零部件产业

利润率

２００６ １５０１ ９４ ４１４ ０１ ２７ ６ ５ ６５
２００７ ２１２５ １４ ５９８ ７２ ２８ ２ ９ ０１
２００８ ２４０８ ７９ ８３９ ０２ ３４ ８ ７ ９７
２００９ ３０２０ ４６ ９５４ ４１ ３１ ６ ８ ６１
２０１０ ３８９９ ８２ １３０７ ５０ ３３ ５ ９ ３２
２０１１ ４１４６ ４１ １６５１ ９０ ３９ ８ ７ ７８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与整车制造产业相比， 零部件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和产值占比在不断上升，

但是整体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零部件产业发展存在明显滞后的情况。 近几年

来， 广东零部件产业在进行整合，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广东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

造厂商数有所下降。 ２０１０ 年底厂商数为 ５５８ 个， ２０１１ 年底为 ４５８ 个， ２０１２ 年

底为 ４８９ 个。 ２００９ 年， 广东零部件亏损企业达到了 １３５ 个， 在经过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的调整整合之后下降到 ２０１０ 年 ７７ 个的水平。 在亏损比例下降的同时，

就业人数保持一定的增长， ２０１２ 年从业人数达到了历史高峰 ２０１８６９ 人， 说明

零部件厂商兼并重组取得了良好效果 （见表 ６）。

表 ６　 广东汽车零部件企业亏损情况和就业情况

年份 厂商数（个） 亏损企业数（个） 亏损占比（％ ） 从业人数（人） 从业人员增速（％ ）
２００９ ５４５ １３５ ２４ ７７ １５９７２９ － ３ ４０
２０１０ ５５８ ７７ １３ ７９ １９０８００ １９ ４０
２０１１ ４５８ ５４ １１ ７９ １９８２４０ ３ ８０
２０１２ ４８９ ７３ １４ ９２ ２０１８６９ １ ８０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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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产业集聚优势不稳定

区位熵可以用来衡量某一区域的某个产业的空间分布情况， 这个概念最先

是由哈盖特 （Ｐ Ｈａｇｇｅｔｔ） 提出的， 在本报告中我们用区位熵的数值来衡量广

东省汽车产业的区域集中情况。 其表达式为：

ＬＱｉ ＝
ｅｉ ／∑

ｎ

ｉ ＝ １
ｅｉ

Ｅｉ ／∑
ｎ

ｉ ＝ １
Ｅｉ

其中， ＬＱｉ 是区位熵指数， ｅｉ 指代该区域产业 ｉ 的就业或产值，∑
ｎ

ｉ ＝ １
ｅｉ 指代该

区域 ｉ 产业的就业或产值； Ｅ ｉ 指代国家产业 ｉ 的就业或产值， ∑
ｎ

ｉ ＝ １
Ｅ ｉ 指代国家所

有产业的就业或产值。 ＬＱｉ 的值越高， 说明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越高。 一般来说，

当 ＬＱｉ ＞１ 时， 该地区的产业经济在全国具有集聚优势； 当 ＬＱｉ ＜１ 时， 该地区的

产业经济在全国具有劣势。 可以利用区位熵的变化来分析广东汽车产业集聚方面

的优劣势。 除了 ２０１２ 年外， 其他年份广东汽车产业的区位熵都显示 ＬＱｉ ＞１， 说

明广东汽车产业已经达到相当高的产业集聚水平 （见表 ７）。

表 ７　 广东汽车产业区位熵变化

指 标
年 份

ｅｉ （亿元） ∑
ｎ

ｉ ＝ １
ｅｉ （亿元） Ｅｉ （亿元） ∑

ｎ

ｉ ＝ １
Ｅｉ （亿元） ＬＱｉ

２００９ ３２１２ ７９ ６８２７５ ７７ ２３４３７ ８０ ５４８３１１ ００ １ １００

２０１０ ３８９９ ８２ ８６９１６ ８２ ３０３４８ ６０ ６９８５９１ ００ １ ０３６

２０１１ ４１４６ ４１ １００９８０ ８３ ３３１５５ ２０ ８８４２６９ ００ １ ０４４

２０１２ ３８８５ １９ ９３８２１ ７４ ５２９００ ００ ９０３９００ ００ ０ ７１０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中国汽车工业产线快讯》。

（四）原材料成本维持一定水平

价格指数是反映不同时期一组商品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和程度的经济指

标。 本报告借助汽车产业配件及相关服务的价格指数来探讨汽车成本及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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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 以 ２００５ 年的价格为基期， 设为 １００。 从汽车金属原材料的价格看，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 金属材料的价格指数只在２００８ 年超过了１００， 之后基本是在８０ 到

１００ 之间波动， 从国内汽车钢材产能情况看， 预计这一价格水平在未来短期内仍

将持续。 车辆使用及维修费的价格比较稳定， ２０１２ 年上涨了约 ４ 个百分点。 车

用燃料及零配件的价格波动比较大，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一路走高， 在 ２０１１ 年达到其

价格的峰值， 增长了约 ５２ 个百分点 （见图 ２、 图 ３）。

图 ２　 汽车金属原材料价格指数走势 （以 ２００５ 年为 １００）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图 ３　 车辆维修及配件价格指数走势 （以 ２００５ 年为 １００）

资料来源： 广东产业发展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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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广东汽车贸易及其支撑产业发展的问题

（一）汽车市场规模不足，结构不合理

　 　 ２０１２ 年广汽集团生产的汽车在全国主要汽车排名中只排第六位， 仍然有

一定的差距。 广东汽车产品主要以轿车为主， 而在轿车中， 除少量自主品牌以

外， 大部分为日本汽车品牌。 汽车产业对日本品牌汽车高度依赖的情况将导致

汽车贸易风险增加。 汽车产业是广东的支柱产业， 对广东宏观经济发展起到至

关重要的作用， 一旦出现衰退， 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将非常大。 ２０１２ 年

“钓鱼岛” 事件就曾对广东汽车国内销售造成很大的影响， 一直到 ２０１３ 年初

其销售业绩才开始反弹。 并且汽车贸易的发展状况不仅影响广东本土工业整体

发展情况，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在粤日资企业的中长期规划。 在这样的背

景下， 广东汽车贸易发展应考虑战略调整， 探寻更加多元、 更加有利于汽车产

业长期健康发展的道路。

（二）广东自主品牌汽车的竞争力比较弱

近几年， 广东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取得了比较突出的业绩， 但整体上还落

后于上海、 吉林等国内先进汽车生产地区， 这将严重影响广东汽车制造业的长

远发展。 广汽集团是广东汽车产业的核心， 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其一直致

力于寻找提高自身竞争力和产销量的发展模式， 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 广汽

集团的竞争力和影响力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但是， 广东汽车产业存在市场

规模不大， 不能充分发挥自主品牌汽车产能， 汽车关键零部件等产品、 技术

研发能力相对较弱， 自主创新资源积累不多等问题。 广东完全拥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汽车品牌较少， 只有比亚迪 Ｓ６、 Ｇ６、 Ｅ６ 先行者等车型受到广大消费

者喜爱， 但这几款车型的总销量并不高。 广汽乘用车的 “传祺” 以其优良的

质量赢得了市场的良好口碑， 但是目前的产量规模不大， ２０１２ 年累计销量只

有 ３ ２４ 万辆。 此外， 国内首款合资自主品牌广汽本田理念 Ｓ１ 市场反应良好，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累计销量达 ４ ５ 万辆。 这些说明广东自主品牌汽车的竞争

力还比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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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能力不足

零部件产业是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相比国外一些成熟的汽车配件市

场， 广东汽车零部件产业依然存在以下问题。

（１） 汽车零部件产业核心技术缺乏。 核心技术是决定产品竞争力和贸易

竞争力的关键性因素。 自主汽车品牌 “走出去” 离不开零部件产业的支持，

但是现实却是我们在一些汽车关键配件上缺乏核心技术， 生产的基本上都是劳

动密集型、 技术含量低、 附加值低的产品。 广东的零部件企业已经将产品直接

出口到了海外， 但是在零部件生产方面缺乏核心技术， 很多高附加值的关键零

部件只能靠进口来维持。 广东零部件产业仍处于跨国采购链的低端， 自主汽车

企业也无法在市场竞争中形成技术优势。

（２） 汽车零部件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 广东汽车零部件产业已经具备了

一定的规模， 但是企业规模和投资分散化问题仍然存在， 缺乏规模效应。 广东

整车制造业集中度比较高， 零部件行业的集中度相对较低。

（３） 核心技术研发、 创新能力不强。 以本田、 日产、 丰田为主的日本品

牌汽车产业集群在科技研发力量和科技专利拥有量上具有绝对优势； 而广东本

土汽车企业在零部件设计开发上处于较弱水平， 很大程度上只能仿制部分高技

术含量的零部件和进行适应性研发， 在模块化生产供货能力方面表现出明显的

不足， 因此很难和整车行业形成统一性的研发生产。 汽车企业研发已经得到广

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 但是由于研发起步相对较晚， 资金投入有限， 短期内还

无法在技术研发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据统计， 国外著名的汽配及零部件企业

每年在研发上的花费都达到销售额度的 ３ ～ ５ 个百分点。 而广州规模较大的汽

车骨干企业的这一比例也只是 １ 个百分点左右， 在汽车零部件产品的开发方面

投入的资金更少， 投入总量与国外汽车品牌相比差距很大。

（四）汽车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随着汽车行业发展， 汽车服务贸易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许多商家非常重视

汽车服务贸易。 通过对广东汽车服务行业的数量、 规模、 人员技术水平情况和

生产经营状况等进行调查， 我们发现广东汽车服务行业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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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对汽车生产性服务业的认识不够。 近年来， 广东汽车制造业在产业

结构方面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相应的生产性服务市场也逐渐完善。 汽车制造业

企业的许多服务性活动也开始分散化、 外包化， 逐渐形成了生产性服务供应者

之间的竞争。 加快发展汽车生产性服务业有利于汽车服务业和整体产业结构的

优化升级。 目前， 广东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然有很大差

距， 特别是在品牌建设、 核心技术研发、 网络信息化等生产性服务环节上还有

很明显的滞后， 在生产环节上严重拖累了广东汽车产业的发展。

（２） 服务理念落后。 人们的消费理念在变化， 汽车服务理念也应当随之

变化， 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各个层次的需求。 现代汽车服务行业竞争的

焦点已经不在传统服务业务上， 而在于让消费者在服务过程中体会到快乐、

安全与文化的消费理念。 同时， 随着有车人群日趋年轻化， 其对个性化服务

的需求也在进一步上升， 车主追求的不再是一种大众雷同化的装饰服务， 而

是可以彰显个性的特色服务。 广东汽车市场日渐扩大的规模决定了未来汽车

服务市场的发展前景， 但是服务理念的偏差可能会影响到整个汽车服务业的

发展， “以人为本” 的服务理念在许多企业并没有深入员工心中。 只有不断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汽车服务理念， 广东汽车后市场才能发挥最大的发展潜

力。

（３） 服务品牌连锁规模太小。 从国外一些成熟经验来看， 发达国家汽车

后市场服务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系统化连锁经营模式， 国内一些行业成功的后

市场服务连锁模式也是非常好的例证。 随着整个汽车贸易市场更加成熟， 广东

消费者的选择也日趋理性化， 更加趋向于大品牌的汽车服务， 中小汽车服务企

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由于单个店铺在信誉度和资金能力方面存在不

足， 其难以实现现代化、 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 难以取得上游厂家的信任与支

持， 难以降低运营成本、 控制经营风险。

（４） 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到位。 目前由于约束管理机制不完善， 汽车服务

企业在相互竞争中出现很多问题， 在人员结构、 信息管理、 设备配置等方面

存在一些混乱， 在汽车维修服务中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出现 “以旧换新”、 服

务规格达不到所承诺的标准以及乱收费等现象， 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汽

车服务业长期以来的法制建设落后， 缺乏有效的规章制度， 缺乏统一的行业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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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策建议

（一）优化汽车贸易结构，提高自主品牌的竞争力

　 　 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开放， 更多的国际汽车品牌将进入中国市场， 国内汽车

市场竞争加剧。 在市场开拓方面， 实施自主品牌 “走出去” 战略是广东汽车

产业品牌发展的重要途径。 自主品牌发展的强大与否是衡量汽车产业发展水平

高低的重要指标， 所以有必要加快自主品牌建设步伐， 进一步扶持品牌车型的

研发生产， 提升广东自主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１） 优化汽车贸易结构。 在产品贸易结构调整方面， 重视自主品牌相关

的零部件及配件的研发和生产， 加大对自主品牌的扶持， 重点将 “传祺” 打

造为广东汽车产业的代表性品牌。 加强与国际大品牌汽车行业的交流， 开发和

引进具有高附加值的新产品， 优化汽车产品结构。 加大对其他功能车型的研发

和生产， 如商务车型， 借鉴已有的商务车生产模式， 建立新的商务车生产基

地， 让 “传祺” 车型能够满足各个层次消费者的需求。

（２） 加强对国外市场的研究。 针对海外市场产品适应性问题， 设立专门

的部门， 加强对目标市场需求的研究、 产品设计和研发； 同时研究目标市场当

地的法规及行业约束， 努力提高自主品牌竞争力。

（３） 加快自主创新能力， 提高自主品牌汽车产销规模。 研发能力是汽车

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是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的主要动力。 经过十多年的

努力， 广汽取得了前沿科技领域突破性的进展。 必须进一步提升广东汽车产业

的研发能力和创新水平。 以广汽乘用车、 广汽长丰猎豹、 广汽吉奥汽车为重

点， 以广汽研究院为依托， 做大自主品牌， 提高广汽集团自主品牌产销规模。

（４） 加强技术研发合作。 到目前为止， 广汽集团在高端汽车技术方面的

积累还有很多不足， 可以不断地通过与国内外著名汽车企业进行合资、 合作来

提高自身的技术和设备水平。 重点向国内先进自主品牌寻求合作， 在汽车各领

域实现优势互补与合作共赢。 近年来， 国内许多自主品牌汽车发展迅速， 在关

键领域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合资品牌， 广汽集团向内寻求

合作的条件已经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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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做大汽车产业规模，提高汽车零部件产业发展水平

汽车产业必须有一定的规模效应， 才能提高竞争力。 所以， 有必要推进汽

车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１） 继续实施国内跨区域兼并重组战略， 努力打造全国性汽车品牌。 品牌

建设要有一定的规模， 通过集团化发展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 抓住国家支持广汽

集团跨区域兼并重组的机会， 积极兼并重组一些需要产业调整的汽车企业， 扩大

广汽集团的市场范围， 继续建设新的整车生产工厂。 广汽集团致力于把轿车、 客

车、 商务车、 汽车商贸、 汽车研发、 汽车物流等一系列相关的汽车产业综合起

来， 在此基础上对全国范围内小规模的整车企业、 零部件企业、 汽车后市场服务

企业、 汽车研究机构等进行合理的兼并重组， 以此扩大产业规模、 完善产业结

构， 同时为更好地拓展全国市场打下良好的结构基础。

（２） 增强零部件产业对自主品牌汽车发展的配套支持能力。 汽车产业在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零部件企业的发展， 汽车零部件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直接

影响了广东汽车产业的发展， 特别是广东本土汽车品牌的发展。 广东的日系汽

车企业所用的零部件全部是由日资控制的企业所提供的。 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

有赖于自主零部件企业产品的生产及其创新发展。 必须促使广东自主零部件企

业进一步提升高级零件的设计开发能力， 提高零部件产品的系统化、 模块化配

套能力， 加快高端零部件的本土化进程。

（３） 加快汽车零部件的国产化。 零部件是汽车整车生产的基础， 决定了

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经过十多年的合资发展历程， 广州汽车产业已经拥有

了很好的基础， 在许多关键技术环节上都有新的突破， 在承接日本汽车产业相

关配套环节转移的竞争中占有较大优势， 下一步有必要加强与日本汽车零部件

企业在零部件配套方面的沟通和对接， 加快广州汽车零部件国产化步伐。 同

时， 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不断鼓励技术含量高的汽车企业到广州投资设

厂， 从而推动广东自主品牌汽车零部件技术革新并逐渐形成相应的配套体系，

为广东自主品牌汽车的发展构筑稳健的支撑体系。

（三）提高汽车服务贸易发展水平，创造汽车贸易新的增长点

汽车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对汽车产业发展具有支撑和带动作用。 汽车产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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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值中有近一半来自汽车服务业， 所以必须挖掘汽车服务市场的潜力， 满足汽

车消费者的需求， 为整个汽车产业创造新的增长点。

（１） 提升汽车售后服务水平。 汽车维修行业存在激烈竞争， 服务质量和

水平参差不齐， 缺乏标准化规范。 有必要强化维修服务业的信息化、 网络化管

理，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产品供应质量水平。 广东汽车维修服务企业要不断与

国内外先进的汽车维修服务企业交流， 进一步完善省内汽车维修服务体系， 建

立联系顾客、 经销商、 厂商的全面服务系统， 并不断提高维修保养的服务效率

和质量。

（２） 不断完善汽车服务贸易园区。 汽车服务贸易园区是一种汽车产业经营

模式和售后服务模式， 集汽车展示、 销售、 售后服务、 产品信息提供于一体， 成

为新形势下汽车服务产业的发展方向。 结合广东汽车贸易园区的实际发展情况，

严格控制小规模和分散的汽车专营店和 ４Ｓ 店的投资建设， 鼓励小汽车专营店和

４Ｓ 店的兼并重组， 在城市周边投入建设大型汽车服务贸易园区， 在城市规划过

程中要关注服务贸易园区的建设， 在土地空间上给予汽车服务贸易园区建设以保

障， 建设华南地区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国际采购中心和国际汽车贸易服务园区。

（３） 加强对连锁企业的规范化管理。 一家成功的连锁企业， 要在采购、

技术、 产品、 服务方面有统一的制度标准。 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是汽车

服务业连锁发展的重要保障， 应当积极出台相关规定或政策加强对汽车服务连

锁发展的规范、 引导和扶持。 政策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是构建严格的

审核机制， 对于达不到审核标准的企业禁止其参与品牌连锁经营， 营造一个公

平的市场环境， 同时查处无证经营者。 制定市场质量等级标准， 对产品质量层

层把关， 引导企业建立诚信机制， 推动各级汽车服务品牌化； 二是统筹规划，

政策上要不断鼓励汽车服务市场的兼并重组， 制定相关法规制度为企业重组建

设提供可靠依据。 同时， 要不断简化行政手续的办理， 提高企业办事效率。

（４） 促进汽车产业租赁和金融服务的发展。 随着现代城市生活节奏的加

快， 汽车租赁行业已经逐渐成为城市生活的必需。 尤其是广州作为中国一线城

市在汽车租赁方面的需求非常大， 汽车租赁成为人们越来越关注的行业。 建立

系统完善的汽车租赁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租赁业是行

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同时， 应重视为汽车终端客户和经销商提供汽车金融服务，

引导和扶持广东建设重点汽车金融服务公司； 扩展汽车金融业务范围， 加强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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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的产品创新， 将汽车金融服务培育成为广东汽车产业的新增长点。

（５） 统筹发展汽车回收产业。 近年来， 广东汽车保有量持续上升并达到

空前的数量，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汽车已经老化， 需要对其进行回收处理。 废

旧汽车回收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是实现节能减排、 绿色增长的有效措施。

广东应广泛吸收国内外对汽车回收利用的经验， 在政策上， 通过相应的优惠政

策和资金支持鼓励企业提高汽车产品的回收利用率。

（四）加大对新能源汽车研发的政策支持，推进其产业化发展

国务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出台的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指出， 新能源汽车将是未来汽车发展的一个新的重要领域， 同时也是具有

巨大商机的领域。 随后， 广东省积极响应， 在 《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 （２０１３ ～２０２０ 年）》 中着重对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具体发展路径和发展目

标做了系统规划， 并借此机会加快推进汽车产业节能减排， 在汽车产业链各环节

加强开发和应用新技术， 在制造、 使用环节上以低能耗、 低排放、 高效率为准

则， 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运用到产业未来发展战略中去。

（１） 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 依托省内一些汽车龙头企业， 积极促进企

业、 学校和研究机构构建产学研发展平台， 充分发挥广东电动汽车省部产学研

创新联盟、 中国电器科学研究院、 广州机械科学研究院、 广州研究院等机构的

优势， 加强企业间合作与联合攻关， 在电动电池及其管理系统、 电机及其控制

系统、 动力系统总成、 快速充电系统以及汽车动力电池检测等关键核心技术及

产品研发上积极开展研发创新工作， 同时加快新能源汽车标准化步伐。

（２） 加快新能源汽车示范应用研究， 完善相应的配套设施体系、 技术支

撑体系和政策环境体系， 加快研发新能源汽车的公共技术， 建设创新检测和实

验平台， 形成完备的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支撑服务体系， 营造新能源汽车使用的

有效环境， 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发挥其示范推进作用。

（３） 抓住成为国家新能源汽车示范城市的契机， 争取国家支持， 营造有利

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环境， 出台一些鼓励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发展的优惠政

策。 同时， 对于所生产汽车排放不能达到标准的企业要适当加大处罚力度， 从奖

惩角度加快广东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使其走上最具潜力的绿色增长之路。

（４） 抓住机遇， 率先推进公交领域和乘用车领域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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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探索与比亚迪汽车公司在新能源汽车领域， 如电动客车和电动乘用车上开展

合作。 比亚迪公司在电动、 电池、 电控 “三大电” 的技术方面都有优势， 而

且在新能源汽车推广方面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能源汽车的 “深圳模式”

正是在比亚迪的倡导下开创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其电池等方面的新能源技术

是可行的而且能够经受实践考验的。 因此， 在国内很多城市推动新能源汽车发

展进展缓慢的情况下， 广汽集团应该抓住机遇， 率先在公交领域和乘用车领域

全面推进新能源汽车发展， 抢占市场份额。

（五）加强对汽车产业各类人才的培育

２１ 世纪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 高新技术人才对汽车这类技术密集型产

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无论是从汽车制造业还是从零部件产业的角度

来看， 汽车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都是未来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但是人

才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计划， 建立合理的创新人才体系是解决人才问题的核心

内容。 关键技术的落后、 优秀汽车设计师严重匮乏、 人才培养机制的滞后与展

示平台的缺失 ４ 个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困扰广东汽车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 解决

这些问题不能仅仅依靠高校和企业， 政府必须制定更加有约束力和鼓励性质的

政策， 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机制和相应平台的建设， 让在校大学生在学校学习

的时候就有机会和社会对接， 与实践结合， 尽早把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 从而

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 提高个人能力。 这样的人才， 可以在未来汽车企业发展

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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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
低碳与反倾销约束下广东陶瓷产业

贸易转型升级动力机制

　 周四清　 郑巧淑　 陈裕浩

摘　要： 广东拥有我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广东陶瓷产业面临着国

内低碳经济规制和国外反倾销壁垒的双重压力， 并存在生产

价值链低端困境、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品牌竞争力不强、 专

业人才不足等问题。 本报告通过分析广东陶瓷产业集群发展

现状， 利用波特 “钻石模型”， 探索广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

升级的动力机制， 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 分析得出广

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由技术创新机制、 营销

优化体系、 市场服务体系、 低碳经济体系、 政府支持体系构

成。 本报告最后从企业和政府两个层面分别提出了广东陶瓷

产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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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问题的提出

陶瓷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广东是我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和出口基地，

也是中国陶瓷城、 中国陶瓷产业总部基地。 广东陶瓷出口贸易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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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量和全国占比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２ ３３ 亿美元和 ３２ ６１％增长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６ ２８

亿美元和 ３３ ６１％ ， 其中出口贸易量比 １９９２ 年增长了 ２３ 倍左右， ５２ ４３％的全

国占比最高点出现在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０ 年以来， 广东陶瓷企业的出口不断受到欧盟及其他新兴国家的反倾

销案的冲击。 ２００１ 年印度对中国陶瓷企业抛光砖征收每平方米 ８ ２８ 美元的反

倾销税， 韩国、 菲律宾、 乌克兰等国家也相继提出反倾销调查。 ２０１１ 年欧盟

公布对华陶瓷倾销的终裁结果， 除税率为 ２６ ３％ 的 ４ 家企业、 税率为 ２９ ３％

的 １ 家企业、 税率为 ３６ ５％的 １ 家企业， 税率为 ３０ ６％的 １２０ 多家企业外， 其

余企业均面临惩罚性关税 ６９ ７％ ， 这是中国陶瓷企业遭遇到的最大规模的反

倾销， 广东陶瓷企业及其陶瓷出口遭到沉重打击。 此外， 低碳、 清洁生产与生

态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促使陶瓷产业转型升级， 陶瓷企业产品同质化竞争、

生产能耗大、 原材料价格提升等因素都制约着广东陶瓷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２００６ 年， 佛山出台 《佛山市禅城区环境保护规划 （２００６ ～ ２０２０）》 的子规

划——— 《禅城区大气环境保护规划》， 明确禁止陶瓷企业使用煤燃料， 并对粉

尘、 二氧化硫、 噪音污染进行规制， 规定城区陶瓷企业只能使用高价燃油而不

能使用成本较低的其他燃料， 高生产成本给广东陶瓷业形成较大的制约， 日益

严格的环保门槛使陶瓷企业的转型升级变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 房地产宏观调控、 汇率波动等外部因素， 也影响着广

东陶瓷产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广东陶瓷面临着削减生产成本、 转型升级、 有效

应对反倾销， 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局。 因此， 通过研究广东陶瓷产业转型

升级的动力机制， 挖掘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因素， 促进广东陶瓷的可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报告从低碳与反倾销双重约束下广东陶瓷产业贸易所面对的主要问题出

发， 在定性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易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通过理论模型

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易在低碳与反倾销约束下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并提出具

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二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的内在核心问题， 其构成和作用原理十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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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有关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研究， 主要有 ３ 类观点①： 第一类产业集群由市

场自发形成， 其结构形成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受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很少； 第二

类是产业集群在很大程度上由该地区独有的要素禀赋、 供给、 需求、 政府政策

等引致形成。 例如， 多数生产性技能或技术的扩散具有一定的范围限制， 超过

这个距离， 其扩散能力便会快速下降， 因此这些因素受地理因素的制约程度很

大②； 第三类就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折中观点， 波特 （Ｐｏｒｔｅｒ） 的 “钻石模型”

是应用最为广泛的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理论模型， “钻石模型” 认为产业集群既

要有市场竞争的参与， 又强调禀赋因素和政府政策的作用， 即决定一国某一产

业的产业竞争力的有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支持产业， 企业战略、 结构和

竞争对手 ４ 个决定因素， 它们之间具有双向作用， 形成钻石体系； 同时， 不能

忽略两大变数 （政府与机会） 的效果， 机会是无法控制的。

近年来， 在产业集群动力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

因素、 作用机制研究方面。 Ｓｔｅｖｅｎ （２０１０） 将美国硅谷和底特律的集成电路、

汽车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形成发展的影响因素， 使用组织再生与遗

传思想来解释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 国内学者魏守华 （２００２） 以嵊州领带产

业集群为例， 从社会资本的地区分工、 外部经济、 合作效率、 技术创新和扩散

等方面， 探究其动力机制及存在问题， 强调竞争优势对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的影

响。 马建全 （２００７） 以广东特色产业集群为例， 分析产业集群在各个阶段的

动力机制， 提出集群技术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活力的根源。 高云虹等 （２０１３）

认为产业集群空间优化的路径选择存在于宏观、 中观和微观 ３ 个层面， 强调技

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 制度变迁及其扩散效应所起的作用。 部分国内学者从复

杂科学、 生命周期理论、 技术创新等角度研究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 刘恒江

（２００４） 等提出从理论基础、 建模和量化、 个性化、 动力机制与集群治理结构

以及集群竞争力等几个方面研究产业集群动力机制， 同时也强调政府的作用。

熊广勤 （２０１２） 从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 动力机制及模式选择 ３ 个方面综述

了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问题， 认为这三者具有密切的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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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广勤： 《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 动力机制与模式选择综述》， 《管理现代化》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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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研究， 还是从产业集群的因素分析来看， 现有

研究都没有形成对产业集群动力机制广泛一致的定义。 本报告认为， 不同地区

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不同， 所对应的动力机制也不完全一致， 因此不能割裂其

中的逻辑关系去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

陶瓷产业是中国的特色产业之一， 国内相关研究较多， 主要有 ３ 个方面。

（１） 利用波特 “钻石模型” 分析陶瓷产业的竞争力。 唐聪 （２０１３） 以景

德镇为例， 首先从生产要素、 需求、 相关支持产业、 竞争环境这四大条件以及

机会、 政府这两大变数出发， 探析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及其存在的问

题； 其次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 使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影响景德镇陶瓷产业集群竞

争力各因素的权重； 最后将各因素按权重顺序分成三大层次： 第一层次 （权重

最高） 包括人力资源要素、 资本要素、 国内需求， 第二层次 （权重次之） 包括

自然资源要素、 国内竞争环境， 第三层次 （权重最低） 包括基础建设要素、 相

关支持行业、 国际竞争环境、 国际需求。 徐敏燕 （２０１４） 借鉴 “钻石模型”， 使

用同样方法对景德镇和佛山陶瓷产业进行对比研究， 得出结论： 良好的市场环境

及企业竞争合作是佛山陶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主要来源； 但其面临的资源和环境

双重压力使其产业转型升级显得尤为紧迫； 强调政府的间接调控。

（２）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分析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具体路径。 周伯源

（２００７） 选择佛山陶瓷这个典型产业，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出发分析其产业集群

升级的动力， 认为佛山陶瓷产业集群升级的动力分为内动力和外动力， 其中内

动力分为内部压力 （主要表现为环境输入受限、 战略重叠和产业同构） 和内部

推力 （主要表现为拓宽利润空间的需要、 积累无形资产的需要） 两方面， 而外

动力分为外部压力 （主要表现为反倾销的压力、 进入技术壁垒的压力） 和外部

牵引力 （主要表现为全球产业链的转移、 政策） 两方面。 张升春 （２０１２） 同样

选取佛山陶瓷为案例对象， 使用理论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分析， 从

全球价值链角度对其驱动力及治理模式进行鉴别， 提出佛山陶瓷产业升级应着眼

于价值链上游的技术创新以及价值链下游的市场营销、 品牌经营环节。

（３） 关注低碳和反倾销背景下陶瓷产业发展的基础和障碍。 左伟等 （２００９）

研究 “双转移” 策略下佛山陶瓷产业转移的原因、 状况， 对转出地和转入地的

影响以及政府行为， 指出 “粗放式” 发展的佛山陶瓷产业存在污染大、 原材料

价格上涨、 自主创新能力低、 缺乏品牌意识等问题， 且其产业政策一般以产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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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 并不以整个产业集群的升级改造为核心， 政策执行往往脱离现实， 导致佛

山陶瓷产业的转移面临很多问题。 刘世明等 （２００９） 认为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

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 已经成为制约佛山陶瓷出口的主要障碍之一， 其中既涉

及政治因素， 也涉及经济和技术因素， 因此政府应建立佛山陶瓷出口 ＴＢＴ 预警

机制， 行业协会应加强对陶瓷企业的监督和协调， 并提出可利用 ＦＤＩ 直接跨越技

术贸易壁垒等微观措施。 杨诚 （２０１１） 关注在后危机时代佛山陶瓷产业所面临

的国外反倾销、 国内环境规制双重问题， 提出整合产业链可形成规模效应， 建议

组建战略同盟， 进行海外整合， 并强调企业行业协会、 政府的间接作用。 何雨薇

等 （２０１２） 从佛山陶瓷企业遭遇多次反倾销调查案的背景入手， 分析中国陶瓷

企业自身存在的问题， 并提出外部压力提供了建设民族品牌的契机。 沈静等

（２０１２） 采用区位变动中的推拉模型， 探讨环境管制在产业迁出地 （迁入地） 对

佛山陶瓷产业区位变动的推动机理 （拉动机理）， 研究发现： 环境管制是影响陶

瓷产业区位变动的重要因素， 迁出地环境管制会通过企业行为来影响迁入地的环

境管制； 企业由被动的接受者变成积极的应对者， 从长远考虑， 企业应积极减少

污染， 积极应对环境政策。 王华林 （２０１３） 以景德镇陶瓷产业为例， 探究其在低

碳经济背景下的发展基础和障碍， 认为景德镇陶瓷创意产业发展势头虽强劲， 但

产权保护体系亟待加强； 企业规模过小， 创意集群也有待完善。

在国内低碳经济规制、 国际反倾销的双重压力下， 陶瓷产业贸易面临严峻

挑战。 行业人士和学者关注转型升级问题， 但多数偏现状描述的定性研究， 缺

少系统的理论模型分析， 本报告尝试利用 “钻石模型”， 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

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三　广东陶瓷贸易现状分析

（一）广东陶瓷贸易情况

　 　 陶瓷产业作为广东的传统产业， 在最近几十年来发展迅速， 其出口表现尤

为突出， 广东成为全国最大的陶瓷出口基地。

从出口量来看，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广东陶瓷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基本保持

在 １％左右， 随着总出口量的逐年上升， 广东的陶瓷出口量也保持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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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２ 年广东陶瓷出口量为 ２ ３３ 亿美元， 之后几年保持稳定增长， 但均未突破

１０ 亿美元。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其出口量开始迅猛增长，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的平均增

长速度高达 ２０ ６６％ ， 成为广东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其中， ２００２ 年其出口量

突破 １０ 亿美元， 环比增长 ４３ ３９％ ； ２００５ 年达到 ２４ ２８ 亿美元， 环比增长

３４ ３７％ ； ２００６ 年突破 ３０ 亿美元， 环比增长 ２６ ３２％ ； ２００９ 年突破 ４０ 亿美元，

环比增长 ６ ９５％ ； 到 ２０１１ 年达到历史最高点 （５７ ７０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０ 年增

长 １７ ２０％ ， 比 １９９２ 年增长了约 ２４ 倍； ２０１２ 年广东陶瓷出口量为 ５６ ２８ 亿美

元， 较 ２０１１ 年有较小幅度的下降 （见表 １、 图 １）。

图 １　 广东陶瓷出口量及其比重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 整理所得。

表 １　 广东陶瓷出口及其地位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
单位： 亿美元， ％

年份
广东陶瓷

出口量

广东出

口量

全国陶瓷出

口量

广东陶瓷出口占

广东出口比重

广东陶瓷占全国

陶瓷出口比重

１９９２ ２ ３３ ３３４ ５８ ７ １４ ０ ７０ ３２ ６１
１９９３ ２ ０４ ３７３ ９４ ６ ７３ ０ ５５ ３０ ２６
１９９４ ３ ９５ ５０２ １１ １１ １９ ０ ７９ ３５ ２９
１９９５ ５ ２６ ５６５ ９２ １２ ４３ ０ ９３ ４２ ２９
１９９６ ６ ４０ ５９３ ４６ １２ ６７ １ ０８ ５０ ５１
１９９７ ９ １９ ７４５ ６４ １６ ７０ １ ２３ ５５ ０４
１９９８ ８ ６１ ７５６ １８ １６ ６３ １ １４ ５１ ７６

７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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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份
广东陶瓷

出口量

广东出

口量

全国陶瓷出

口量

广东陶瓷出口占

广东出口比重

广东陶瓷占全国

陶瓷出口比重

１９９９ ９ ０３ ７７７ ０５ １７ ２３ １ １６ ５２ ４３
２０００ ９ ６８ ９１９ １９ １９ ３６ １ ０５ ５０ ０２
２００１ ７ ４２ ９５４ ２１ １７ ７６ ０ ７８ ４１ ７７
２００２ １０ ６４ １１８４ ５８ ２３ ３３ ０ ９０ ４５ ６２
２００３ １３ ３５ １５２８ ４８ ２９ ５８ ０ ８７ ４５ １１
２００４ １８ ０７ １９１５ ６９ ３８ ９０ ０ ９４ ４６ ４７
２００５ ２４ ２８ ２３８１ ７１ ５０ ３７ １ ０２ ４８ ２０
２００６ ３０ ６７ ３０１９ ４８ ６２ ９１ １ ０２ ４８ ７５
２００７ ３２ ０６ ３６９２ ３９ ６６ ４１ ０ ８７ ４８ ２８
２００８ ３７ ５３ ４０４１ ８８ ８０ ３７ ０ ９３ ４６ ７０
２００９ ４０ １４ ３５８９ ５６ ８０ ６３ １ １２ ４９ ７８
２０１０ ４９ ２３ ４５３１ ９１ １１１ ００ １ ０９ ４４ ３６
２０１１ ５７ ７０ ５３１７ ９３ １４０ ５２ １ ０９ ４１ ０６
２０１２ ５６ ２８ ５７４０ ５９ １６７ ４６ ０ ９８ ３３ ６１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广东统计年鉴》 （１９９３ ～ ２０１３ 年） 整理所得。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广东陶瓷砖累计出口 ２４ ９ 亿美元， 同

比下降 ９ １８％ ， 占到我国陶瓷砖出口总量的 ７７ ３３％ 。 广东仍然是中国陶瓷出

口量最大的地区。 其中， 佛山陶瓷出口依然是广东乃至全国的主力军，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８ 月佛山陶瓷出口量为 １１５ ２ 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 １ ３％ 。 广东陶瓷出

口遍及 １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出口对象也由过去的东南亚、 中国香港和澳门，

发展到如今的欧美、 西亚、 中东等市场， 对陶瓷强国意大利、 西班牙的陶瓷出

口也从无到有。 在广东陶瓷出口强劲增长的带动下， 我国已经成为继意大利、

西班牙之后的全球第三大建筑卫生陶瓷出口国。

从全国占比来看， １９９２ 年广东陶瓷出口量便已占到全国的 ３２ ６１％ ， 之后

保持快速上升的态势， 到 ２０００ 年占比首次突破 ５０％ ， 广东陶瓷占据了全国陶

瓷出口量的一半； 之后， 广东陶瓷出口量的全国占比有小幅度的下降， 但基本

保持在 ４５％以上； ２００５ 年又有小幅度的上升 （４８ ２０％ ）， 在 ２００９ 年达到最近

１０ 年的最高点 （４９ ７８％ ）； 之后又开始进入下降期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广东陶瓷出口量虽然达到历史最高点， 但其全国占比却降至 ４１ ０６％ ； ２０１２

年下降到 ３３ ６１％ ， 仅高于 １９９２ 年和 １９９３ 年的比重。

广东陶瓷出口连续占据全国陶瓷出口的半壁江山近 ２０ 年， 虽然近几年由

８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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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消耗高、 污染大， 陶瓷产业陷入遭遇国内环境管制和国际反倾销的双重困

境， 但其应对措施也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全国最大的陶瓷出口基地的地位依旧

无法撼动。

从出口市场来看， 欧盟、 美国、 东盟、 拉美等国家和地区是广东陶瓷的主

要贸易伙伴， 最大出口市场由欧盟变成东盟。 对比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和 ２０１４ 年上

半年数据来看，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广东陶瓷出口 ３１ ２ 亿美元， 比 ２０１０ 年同期增长

２０ ３０％ 。 前四大出口对象依次为欧盟、 东盟、 拉丁美洲、 美国。 其中， 对欧

盟市场出口陶瓷 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５％ ； 对东盟出口 ４ ６ 亿美元， 同比增

长 ２８ ２％ ； 对拉丁美洲出口 ３ ３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７ ３％ ； 对美国出口 ２ ７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１ ５％ 。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情况稍有变化， 较大的出口对象依

次为东盟、 欧盟、 非洲、 美国、 拉丁美洲。 其中， 对东盟的陶瓷出口额高达

３４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３６％ ， 东盟成为广东陶瓷最大的出口地区； 欧盟由出口

市场第一位变成第二位， 出口额为 ２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２０％ ； “黑马” 非洲

市场吸收广东陶瓷出口 ２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１５％ ； 广东陶瓷出口美国 １７ 亿美

元， 同比增长 １７％ ； 出口拉丁美洲 １７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６％ （见表 ２）。 可

见， 欧盟、 拉美仍是广东陶瓷出口的主要市场， 但增长速度开始放缓， 而东

盟、 非洲等新兴市场有成为日后广东陶瓷出口主要市场的前景。

表 ２　 广东陶瓷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单位： 亿美元， ％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出口对象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出口对象 出口额 同比增长

欧 盟 ５ ００ １１ ５０ 东 盟 ３４ ００ ３６ ００

东 盟 ４ ６０ ２８ ２０ 欧 盟 ２０ ００ ２０ ００

拉丁美洲 ３ ３０ ３７ ３０ 非 洲 ２０ ００ １５ ００

美 国 ２ ７０ １１ ５０ 美 国 １７ ００ １７ ００

拉丁美洲 １７ ００ － ６ ０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１ 年陶瓷信息报》、 中国报告大厅产业分析报告整理所得。

（二）广东陶瓷产业及贸易高能耗和高污染状况

陶瓷产业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产业， 目前广东陶瓷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着原

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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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和燃料价格上涨、 劳动力供给短缺、 低碳经济背景下严格的环境管制、 国

际市场的技术壁垒、 反倾销等问题， 导致其发展后劲不足、 国际竞争力不强。

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 低碳经济压力日益凸显。 广东陶瓷产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带来

了一系列问题， 主要是环境污染严重。 据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统计 （见表 ３）， ２００７ 年佛山陶瓷产业综合能耗为 ５５６ ８ 万吨

标准煤，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能耗的 ３７ ５％ ， 其单位产值能耗为 ０ ７５ 吨标

准煤 ／万元， 是规模以上工业单位产值能耗的 ４ １７ 倍。 重点企业的工业粉尘排

放量为 ４３８４ ８９ 吨， 占环境统计中企业总和的 ５９ ８６％ ； 二氧化硫排放量为

４５４７８ ６３ 吨， 占 ４２ １５％ ； 氮氧化物排放量为 ３２２６０ ２３ 吨， 占 ３２ ２７％ ； 工业

废气排放量为 ４７６２６４４ 万标立方米， 占 ２９ ８５％ ； 其他污染排放量规模相对较

小。 由此可见陶瓷产业能耗之大、 污染之大。 近年来， 佛山市政府加大环境污

染治理力度， 并取得一定成效。 与 ２００７ 年相比， ２００９ 年工业粉尘、 二氧化

硫、 工业废气排放量分别下降 ３０％ 、 ３５％ 、 １０％ ， 但总体情况仍不容乐观。

表 ３　 ２００７ 年佛山陶瓷产业污染情况

环境统计项目 重点企业排放量
重点企业占环境统计

中企业总和的比重（％ ）
２００９ 年比 ２００７ 年

下降（％ ）

工业粉尘（吨） ４３８４ ８９ ５９ ８６ ３０

二氧化硫（吨） ４５４７８ ６３ ４２ １５ ３５

氮氧化物（吨） ３２２６０ ２３ ３２ ２７ —

工业废气（万标立方米） ４７６２６４４ ２９ ８５ １０

烟尘（吨） ２０３３ ９５ ８ ９２ —

氨氮（吨） １３ ４４ ２ ７０ —

工业废水（吨） ３４５６９２１ ２ ２０ —

化学需氧（吨） １６１ ５９ １ ９５ —

　 　 资料来源： 根据 《佛山市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和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发展规

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整理所得。

（２） 节能降耗任务艰巨。 陶瓷行业本身属于高能耗、 高污染行业， 生产

过程中会消耗大量的矿产资源和能源。 佛山在一年时间内消耗的陶瓷原料超过

０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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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０ 万吨， 平均每天消耗约 １２ 万吨①。 ２００７ 年佛山规模以上非金属矿物制品

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７４３ ４５ 亿元， 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 ８ ８％ ； 但

其综合能源消费量却高达 ５５６ ８ 万吨标准煤， 占全市消费量的 ３７ ５％ （见

表 ４）。

广东陶瓷产业的粗放式经营， 在生产过程中耗能高， 污染大， 加上原材

料、 燃料价格上涨， 土地资源有限、 劳动力短缺等矛盾日益突出； 而且陶瓷

企业和产能发展过快， 本地原料已消耗殆尽， 原材料供应半径越来越大， 原

料成本越来越高， 已严重制约了陶瓷产业的持续发展。 广东陶瓷产业到了不

得不进行产业升级改造的地步。 以佛山为例， 近些年来， 佛山政府相继出台

《佛山市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等相关文件， 具体阐述陶瓷产业

升级、 转移的目标和要求。 据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佛山共有 ５０％ 的建

筑陶瓷企业 （约 １５０ 家） 自行转产、 结业或被依法关闭， 拆除生产窑炉 ２６９

条， 喷雾干燥塔 １５５ 个， 分别占原总量的 ６６ ４％和 ６２ ５％ 。 然后在省内外建

立多个佛山陶瓷产业转移基地， 为佛山总部经济和陶瓷创意产业提供发展

空间。

表 ４　 ２００７ 年佛山规模以上非金属矿物制品企业耗能情况

项目 实际值 比重（％ ）

工业总产值（亿元） ７４３ ４５ ８ ８

综合能源消费量（万吨标准煤） ５５６ ８ ３７ ５

单位产值能耗（吨标准煤 ／ 万元） ０ ７５ —

　 　 资料来源： 根据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整理所得。

（３） 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品牌竞争力不强。 广东陶瓷品牌众多， 但自主

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自主品牌， 品牌知名度相对较低， 除佛陶、 东鹏、 鹰牌、

新中源等有一定影响力的品牌之外， 很多陶瓷企业规模较小， 或者虽然生产规

模较大， 但市场占有率不高， 企业之间缺乏协调性， 并没形成区域整体品牌。

大部分陶瓷产品属于经验型、 引入型、 模仿型和实用型， 陶瓷新产品产值率不

１９０

① 根据中国报告大厅 《我国陶瓷行业发展制约因素浅析》 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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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１％ 。 面对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 大部分国内陶瓷企业不敢涨价。 随着生产

成本的不断上涨， 企业利润微薄甚至无利， 更不会对技术创新有足够的投入，

在国际市场上又容易遭遇技术壁垒和反倾销， 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广东陶瓷原

有的优势逐步减弱， 如在建筑陶瓷方面， 外墙砖的产业优势已被福建赶超， 卫

生陶瓷的优势也正被河北唐山赶超。

（三）广东陶瓷贸易频繁遭遇反倾销

广东陶瓷行业的国际市场低迷， 频繁遭遇反倾销。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陶瓷出口遭遇反倾销 （见表 ５）。 其中，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印

度针对中国抛光砖的反倾销案， 于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由印度终裁决定征收相当于成

本 ２ 倍的反倾销税 （每平方米 ８ ２８ 美元）。 马来西亚、 韩国、 巴基斯坦等国相

继加入针对中国陶瓷的反倾销行列。 这几起反倾销案件对中国陶瓷出口的影响

不大。 之后， 中国陶瓷产品遭遇的反倾销案件不断增多， 中国陶瓷出口在

“抵抗” 中增长。 中国出口到印度的陶瓷数量在 ２００７ 年增长了 ５８１ ９％， 出口额

表 ５　 中国入世后陶瓷反倾销大事记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４ 年）

时间 发起主体 目标产品 惩罚措施

２００３ ０２ 印度 未上釉瓷砖 ８ ２８ 美元 ／ 平方米

２００４ １１ 马来西亚 无釉和上釉瓷砖 ５０％ ～６０％

２００６ ０４ 韩国 釉面和未上釉瓷砖 ２ ７６％ ～７ ４％

２００７ ０３ 巴基斯坦 釉面和未上釉瓷砖 １４ ８５％ ～２３ ６５％

２００９ ０１ 印度 釉面砖 １３７ 卢比 ／ 平方米

２００９ １２ 泰国 釉面和未上釉瓷砖 ４ ５８％ ～３５ ４９％

２０１０ ０９ 巴西 瓷砖 ３５％

２０１１ ０１ 印度尼西亚 陶瓷餐具 ８７％

２０１１ ０７ 韩国 瓷砖 ９ １４％ ～２９ ４１％

２０１１ ０９ 欧盟 陶瓷 ２６ ３％ ～６９ ７％

２０１３ ０１ 阿根廷 抛光瓷砖 ８ ７７ ～ １２ ２０ 美元 ／ 平方米

２０１３ ０７ 巴西 陶瓷餐具 １ ３４ ～ ４ ６６ 美元 ／ 千克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报告大厅产业分析报告、 中国建材采购网相关陶瓷资讯整理所得。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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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了 ９ 倍多， 出口陶瓷砖的均价提高了 ５３ ９７％ ①。 韩国 ２００６ 年对中国瓷砖

征收 ２ ７６％ ～７ ４％的反倾销税， 并提高了关税， 然而中国对韩国的瓷砖出口

不降反升， ２００７ 年出口量增长了 ６５ ６４％ ， 出口额增长了 １３８％ ， 出口均价提

高了 ４４ ２８％ 。 随着泰国 ２００９ 年对中国瓷砖提出反倾销， 中国陶瓷遭遇反倾销

的 “大幕” 由此拉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５ 日， 欧盟对华陶瓷反倾销案终裁， 中国

涉足欧盟市场的 １４４０ 多家陶瓷企业中， ６ 家企业获得 ２６ ３％ ～ ３６ ５％ 不等的

单独税率， １２０ 多家参与调查的企业获得 ３０ ６％的加权平均税率， 其他没有应

诉的企业均被征收 ６９ ７％ 的惩罚性关税， 有效期长达 ５ 年。 这也是中国陶瓷

企业出口历史上所遭遇的规模最大、 惩罚最重的反倾销案例， 其中八成以上受

损企业为佛山陶企。

海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佛山对欧盟出口瓷砖 ２６８５ 万平方米， 价值 １ ６ 亿美

元， 量、 值分别骤降 ２４ ４％和 ２０ １％。 之后韩国、 阿根廷、 秘鲁也纷纷发起对

中国陶瓷的反倾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巴西将对中国瓷砖的关税由最初的 １５％提高至

３５％， 使中国陶瓷在拉美市场严重受挫。 ２０１３ 年阿根廷对中国抛光瓷砖征收

８ ７７ ～１２ ２０ 美元 ／每平方米的反倾销税。 巴西对中国陶瓷餐具征收每千克１ ３４ ～

４ ６６ 美元的反倾销税， 来自拉美市场的反倾销壁垒来势汹汹， 不少广东陶企选

择放弃市场。 ２０１１ 年之前广东陶瓷出口的最大市场是欧盟， ２０１１ 年 １ ～６ 月对其

出口陶瓷５ 亿美元， 同比增长１１ ５％； 接下来依次是东盟、 拉丁美洲、 美国。 之

后情况有所改变， ２０１４ 年最新数据显示， 广东陶瓷最大的出口市场由欧盟变为

东盟， 接下来依次是欧盟、 非洲、 美国、 拉丁美洲 （见表 ２）。 其中， 对拉丁美

洲的出口额下降尤为明显， ２０１４ 年 １ ～６ 月的陶瓷出口额为 １７ 亿美元， 同比下降

６％。 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反倾销。 欧盟、 拉美等市场的反倾销案件发生之

频繁、 税率之高、 打击企业数目之大， 都对广东陶企造成沉重打击。 反观东盟，

２００９ 年后虽然泰国、 印度尼西亚对华陶瓷提出过反倾销， 但相比之下 “温和”

了不少。 目前东盟已发展成为中国陶瓷最大的出口地区。

综合分析， 目前对华瓷砖提出反倾销的国家无一不拥有发达的陶瓷工业，

同时是中国瓷砖出口的主要目的国。 除意大利、 西班牙等以生产高档瓷砖为主

的国家外， 大部分陶瓷生产国都以中低端的产品为主。 中国瓷砖的低价， 在一

３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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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挤压了出口目的国陶瓷企业在其本土市场以及出口市场上的份额， 遭

遇反倾销也在所难免。

四　广东陶瓷贸易转型升级的产业基础

经过最近几十年的发展， “广东陶瓷” 成为国内外陶瓷市场上比较重要的

区域品牌。 ２０１３ 年， 中国陶瓷品牌排行榜前十名中， 广东就拥有东鹏、 冠珠、

新中源、 马可波罗、 蒙娜丽莎、 宏宇、 鹰牌共 ７ 个。

广东陶瓷产业形成了产业集群， 其中以佛山陶瓷与潮州陶瓷为代表。 根据

《佛山市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和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发展规

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佛山已形成陶瓷产业集群区， 先后被授予 “中国建筑卫

生陶瓷特色产业基地” 和 “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出口基地” 称号， 建立了 “中

国佛山 （国际） 陶瓷博览交易会” “中国佛山 （国际） 陶瓷工业展览会” 等

展会平台， 培育了中国驰名商标 ６ 个、 中国名牌产品 ８ 个。 潮州的陶瓷产业是

广东陶瓷产业的另一个主力军， ２００４ 年， 潮州被授予 “中国瓷都” 称号， 潮

州 “国家日用陶瓷特色产业基地” 是目前中国唯一的日用陶瓷特色产业基地。

潮州的陶瓷卫浴产量占全国的 ４０％ ， 出口量占 ５５％ ， 它的产值、 销售量和出

口量均处于广东前列。 广东陶瓷产业集群有如下几个特点。

（１） 陶瓷产业规模大， 是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根据广东陶瓷行业

协会测算， 佛山建筑陶瓷产品 （外墙砖、 内墙砖、 装饰砖等） 是广东陶瓷产

品的代表， 有 １０００ 多条陶瓷生产线， 其年生产能力达 １６ 亿平方米， 约占全省

的 ９０％ 、 全国的 ４０％ 、 全球的 ２５％ 。 即使占比较小的卫生陶瓷及特种陶瓷，

其生产也已经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 仅卫生陶瓷的年生产能力就有 １３００ 万件，

约占全省的 ２０％ 、 全国的 １６％ 、 全球的 ５％ 。

以佛山陶瓷产业为例 （见表 ６）， ２０１２ 年佛山全市生产墙地砖 ９６１０８ 万平

方米， 其中三水区产量最大， 占 ４８ ５１％ ， 禅城区占 ３２ ３３％ ， 南海区占

１６ ８４％ ， 高明区占 ２ ４３％ ； 全市生产卫生陶瓷 ５７７ 万件， 其中三水区占了一

半以上 （５１ ６５％ ）， 依次是禅城区 （２６ ３４％ ）、 南海区 （１２ １３％ ）、 高明区

（９ ０１％ ） 和顺德区 （０ ８７％ ）。 可见， 佛山陶瓷生产呈现出地域性的产业集

聚现象， 以三水区和禅城区为核心区域。

４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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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２０１２ 年佛山陶瓷业各区产量分布情况

项目 全市 禅城区 南海区 顺德区 高明区 三水区

墙地砖（万平方米） ９６１０８ ３０９６９ １６１８１ ０ ２３３９ ４６６１９
卫生陶瓷（万件） ５７７ １５２ ７０ ５ ５２ ２９８

　 　 资料来源： 根据 《佛山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整理所得。

以佛山墙地砖为例， 进行纵向分析 （见图 ２）。 １９９８ 年佛山墙地砖产量为

４０３４８ 万平方米， 之后稳定增长； 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平均

增长速度达到 ２０ ４５％ ； ２００８ 年产量达到最高点 （１３３８００ 万平方米）， 相当于

１９９８ 年的 ３ 倍多； ２００８ 年之后产量出现缓慢下降， 到 ２０１２ 年实现产量 ９６１０８

万平方米， 比 ２０１１ 年减少了 １８ ５２％ 。

图 ２　 佛山墙地砖生产情况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

资料来源： 根据 《佛山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整理所得。

以潮州陶瓷产业为例 （见表 ７）， 规模以上的陶瓷企业的产值在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实现了持续增长， 平均增长速度达到 ２１ １９％ 。 １９９８ 年全市产值仅为

１７ ６２ 亿元； ２００７ 首次突破 １００ 亿元大关， 达到 １２４ １１ 亿元； ２０１２ 年增长至

２５９ ６１ 亿元， 比 １９９８ 年增长了 １３ 倍多。 从区域分布分析， 枫溪区一直是潮州

陶瓷产业的主力军， 其陶瓷产值在 １３ 年间基本占据了潮州陶瓷的一半， 尤其

在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这两年， 其产值比重接近 ６０％ ； 其次是潮安和饶平两县，

两县的产值比重也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３７ ３１％增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５７ ９８％ ， 其中饶平县有

逐渐超越潮安县成为潮州市陶瓷产业第二主力军的趋势。

５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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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１９９８ ～ ２０１２ 年潮州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产值

单位： 亿元

年份 全市 开发区 湘桥区 枫溪区 潮安县 饶平县

１９９８ １７ ６２ １ ５８ ３ ０３ ７ ９９ ０ ６８ ４ ３５

２００３ ３８ ９３ ２ ２３ ３ ６４ ２２ ６６ ４ ０８ ６ ３２

２００７ １２４ １１ ２ ４７ １５ ０１ ６２ ４５ ２５ ５７ １８ ６０

２００８ １５４ １６ ２ ６９ １８ ０６ ７５ ９９ ３７ ３２ ２０ 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７９ ６５ ５ ５６ ２０ ３２ ８３ ８９ ４６ ７３ ２３ １５

２０１０ １８３ １４ ４ ７９ １９ ３８ ８８ ４２ ４９ １０ ２１ ４５

２０１１ ２３９ １５ ４ ５１ ２７ ０６ １１３ ７９ ７０ ８５ ２２ ９４

２０１２ ２５９ ６１ ３ ６２ ２５ ６５ １２３ ０７ ７９ ６８ ７０ ８５

　 　 资料来源： 根据 《佛山统计年鉴》 （１９９９ ～ ２０１３ 年） 整理所得。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 环境规制严格、 国际市场低迷等， 部分企业外迁，

广东陶瓷产业的总体生产规模有所缩小， 但仍然保持全国最大的陶瓷生产基地

的地位。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整理：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广东陶瓷行业规模以

上企业的主营收入累计达 ３０７ ７９ 亿元， 同比增长 ２０ ６４％ ， 因此虽然欧盟及美

国市场纷纷采取限制性策略， 但广东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

（２） 形成了完善的陶瓷产业链。 首先， 佛山是广东、 全国乃至全球陶瓷

产业链发育最完善、 规模最大的陶瓷产业集群区。 佛山陶瓷以建筑和卫生陶

瓷为主， 兼有特种陶瓷、 艺术陶瓷、 园林陶瓷， 以及少量的日用陶瓷、 耐火

陶瓷， 无论是配套还是采购区域半径， 佛山陶瓷产业集群都优于国内其他产

区。 铜业、 铝业、 塑料原料、 机械制造企业众多， 为佛山陶瓷企业提供了强

大的产业链支持， 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也为原材料及产品运输提供了稳固的

保障。 其次， 佛山还是当前中国唯一能向国内提供和出口现代化全套墙地砖

生产线技术装备的地区， 还拥有陶瓷认证、 检测、 包装、 物流、 广告、 培训

等相关配套企业和机构， 形成了专业化分工、 产业化协作、 集群化发展的格

局。 再次， 佛山已经形成了陶瓷产业的市场和信息中心， 拥有中国陶瓷城、

华夏陶瓷博览城两大陶瓷会展中心。 ２００９ 年佛山还成立了 “中国陶瓷产业信

息中心”， 标志着中国陶瓷有了自己的产业数据、 市场信息和新产品发布平

台。 佛山陶瓷产业集群的成熟度， 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与意大利著名的萨索

６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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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瓷区非常接近①。 而潮州则是家用及装饰陶瓷的最大生产和出口基地， 在全

国陶瓷产区中门类最为齐全， 形成了一条涉及工艺瓷、 仿古瓷、 环保瓷、 圣诞

瓷、 骨灰瓷等多个门类的完整产业链， 培育了一批 “中国名牌产品” 企业， 是

广东省陶瓷产业集群升级示范区。

五　广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一）低碳与反倾销约束的背景分析

　 　 首先是低碳约束。 人类的工业化发展带来了各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

高， 但能源消耗、 环境污染、 全球变暖等不良后果接踵而至， 不仅制约了全球

经济的发展， 还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质量和生态平衡， 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关

注。 英国梅普尔克罗夫特公司公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向大

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超过 ６０ 亿吨， 总量位居世界之首， 其次是美国、 俄罗斯、

印度、 日本等国。 中国关于碳排放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密切关注。 据新闻

报道， 中国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宣布， 到 ２０２０ 年中国单位 ＧＤＰ

二氧化碳排放要比 ２００５ 年下降 ４０％ ～ ４５％ ， 这意味着中国需承担世界所需减

排温室气体总量的 １ ／ ４。 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预言： 中国此次的减排承诺

将是 “一石三鸟”：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改善能源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 同时

把自己提升到 “绿色产业” 领军者的位置上。 这个外部驱动力有助于促进经

济增长向良性方向转变， 同时也将承担很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 其中最为显著

的代价便是劳动密集型、 附加值低、 能源消耗大的企业因成本提高而选择迁走

或被迫关闭， 从而使失业率升高、 企业经营困难。 广东陶瓷产业作为典型的资

源消耗型产业， 面临着严格的低碳约束， 产业转型升级势在必行。

其次是反倾销约束。 中国加入 ＷＴＯ 后， 陶瓷出口频繁遭遇反倾销 （见表

５）。 ２０１０ 年欧盟对华陶瓷的反倾销案是中国遭遇的规模最大、 惩罚最重的贸

易摩擦。 其中， 受损企业中八成以上为佛山陶瓷企业。 究其原因， 一是中国陶

瓷产品价格低廉， 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出口目的国陶瓷企业在其本土市场以及出

７９０

① 叶敏坚： 《佛山陶瓷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科技大学， 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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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市场上的份额； 其二， 很多陶瓷企业规模小、 技术更新慢、 资金力量弱， 在

面临反倾销时缺乏应诉欲望和实力， 最后往往承担的反倾销惩罚也是最为沉重

的。 来势汹汹的反倾销约束， 使不少广东陶企痛失市场， 同时也意味着要想发

展壮大， 必须推进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

（二）广东陶瓷业转型升级动力机制：波特“钻石模型”的借鉴

关于产业集群动力机制的研究模型， 运用最为广泛的要数波特的 “钻石

模型” （见图 ３）。 该模型认为产业集群既要有市场竞争的参与， 又要强调禀赋

因素和政府政策所起的作用。 具体而言， 决定一国某一产业的产业竞争力的有

生产要素， 需求条件， 相关支持产业， 企业战略、 结构和竞争对手 ４ 个决定因

素， 它们之间具有双向作用， 形成钻石体系； 同时不能忽略两大变数 （政府、

机会） 的效果， 机会是无法控制的。

图 ３　 “钻石模型”

一般而言， 不同地区集群发展的影响因素不同， 所对应的动力机制也不完

全一致， 不能割裂其中的逻辑关系去分析产业动力机制及其路径选择。 而波特的

“钻石模型” 内部逻辑关系机制适用于广东陶瓷产业集群的动力机制分析。 本报

告根据 “钻石模型” 研究框架， 提炼陶瓷产业的关键要素及关联机理， 形成了

外部低碳经济和反倾销约束下的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 （见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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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广东陶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动力机制模型

1 技术创新机制

技术创新是产业集群保持长期竞争优势的核心手段， 推动广东陶瓷产业从

模仿创新向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演进。

（１） 优化人才培养和引进体系。 广东陶瓷产业优化升级， 需要培养和

引进陶瓷专业人才。 一方面， 通过营造宽松的人才环境， 引进专业技术人

才， 并设法降低人才流动率。 另一方面， 充分利用佛山和广州的高等职业

教育资源， 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开设陶瓷工艺、 陶瓷鉴赏等专业课程， 培

养管理营销和陶瓷专业相结合的跨学科人才。 同时通过陶瓷人才培养基地

和校企联合， 借助暑期实习使学生融入陶瓷产业工作环境， 为广东陶瓷产

业提供人才支持。

（２） 完善技术研究与开发体系。 建设与推广华夏建筑陶瓷开发中心等公

共创新平台， 促进产学研合作， 加强基础技术、 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的开发。

广东陶瓷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并经常受到反倾销和技术贸易壁垒

的挑战。 模仿创新无法在国际市场上获得竞争力， 广东大中型陶瓷企业通过建

立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加大对创新的投入， 完善对企业研发人员的激励机制；

并通过企业之间、 企业与高校、 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协作， 形成合作创新体系，

提高整个陶瓷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３） 建设公共检测平台， 实施标准化战略。 在已有覆盖主要出口市场的

检测标准的基础上， 继续建设国家级陶瓷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检测机构以及设立

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 特别是对陶瓷原材料和放射性物质的检测标准， 突破反

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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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和技术壁垒。 通过实施标准化战略、 启动标准认证、 制定 “广东陶瓷”

“佛山工艺美术陶瓷” 等区域品牌的标准体系， 提高国际市场通行能力。

2 优化营销体系

（１） 实施企业品牌建设。 意大利、 西班牙等国家的陶瓷企业处于陶瓷全

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占据国际市场主导地位。 广东陶瓷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

的低端环节。 因此， 应通过实施企业品牌建设， 提高企业品牌的辨识度； 创建

并推广区域品牌 “广东陶瓷” 的国际品牌形象， 打造知名企业品牌。

（２） 优化国内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是制约广东陶瓷产业集群发展的瓶颈

之一。 广东陶瓷企业要开拓新的营销模式， 充分利用电子商务这一新兴营销渠

道， 提升顾客的消费体验和品牌忠诚度。

（３） 积极应对反倾销， 开拓海外新兴市场。 一方面， 积极应对反倾销。

以 “史上最大的陶瓷倾销案” 为例，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欧盟终裁结果， 佛山的

简一陶瓷、 新润成陶瓷分别获得 ２６ ３％和 ２９ ３％的单独税率， １２０ 多家应诉的

佛山陶瓷企业获得 ３０ ６％ 的税率， 一些中小型企业因担心应诉成本高而选择

不应诉， 最终被征以 ６９ ７％的高额税率。 根据中国陶瓷网统计， ２０１２ 年前三

个季度广东出口陶瓷制品 １７ ５ 亿美元， 其中对欧盟市场出口约 ３ 亿美元， 增

幅达 ６０ ７％ 。 对于来自欧盟市场的反倾销案， 相关企业要积极应对， 可通过

制作符合当地消费者需求偏好的陶瓷产品， 以及聘请熟悉当地法律法规的专业

人士来有效规避贸易制裁的风险。 另一方面， 开拓海外新兴市场， 如东盟市

场、 中东市场、 非洲市场。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广东对伊朗出口陶瓷总额出现倍增，

增长幅度达 ８ 倍多。

3 低碳经济体系

陶瓷产业是典型的资源消耗型、 环境污染型产业， 通过整改粗放型生产模

式， 逐步实现低碳化和清洁化， 促进陶瓷产业优化升级， 有效应对海外市场的

技术壁垒。

（１） 统一规划， 统一布局。 中小型陶瓷企业规模小、 资金实力不足， 发展

低碳经济生产实力不够， 需要政府进行统一规划， 定点布局。 ２００７ 年之后， 佛

山市政府已经出台了 《佛山市重污染行业统一规划与统一定点方案》 《佛山市陶

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５）》 《佛山市现代陶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等相关文件， 具体阐述了陶瓷产业升级、 转移的目标和要求， 对陶瓷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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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统一规划、 统一布局， 优化陶瓷产业生产的空间布局， 推行清洁生产和循

环经济模式。 目前佛山政府引导建筑陶瓷企业通过自行转产、 结业或依法关

闭， 实现佛山陶瓷由传统产业向创新型、 知识型、 循环型产业转型。

（２） 推行清洁生产。 清洁生产有助于提升产品的价值， 有效减少海外市

场的贸易制裁， 促进产业的转型升级。 培养企业的清洁生产理念， 开发低排

放、 无毒的新工艺和新设备， 选用无放射性的原材料和无毒辅料， 解决陶瓷生

产使用过程的污染问题。 规划建设陶瓷废物处理中心， 循环利用陶瓷废物。 开

展 ＩＳＯ１４００１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鼓励陶瓷企业通过清洁生产企业认证。 制裁

违反环境保护、 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 嘉奖社会责任良好的陶瓷企

业。

（３） 优化能源结构。 综合考虑环保和经济效益， 鼓励有条件的陶企从目

前主要使用重油、 煤、 水煤浆等燃料转向使用热值高、 污染小、 价格适中且最

适合陶企使用的优质能源， 如水煤气或天然气等。 政府应从政策方面调控和扶

持清洁能源供应， 减低企业能源成本。

4 市场服务体系

多样化的市场服务是一个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个系统分

工、 市场化、 专业化的产业集群服务体系， 能联结集群内部各中介服务机构，

为企业提供 “一条龙” 的专业服务， 从而提高产业集聚水平， 对陶瓷产业的

转型升级起到有力的助推作用。

（１） 优化融资环境。 广东陶瓷企业融资难已成为阻碍其发展的 “瓶颈”，

应多方面拓展陶瓷企业的融资渠道，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建立商业

性信用担保体系。 借鉴国内外经验， 政府可以通过减免税等优惠政策， 鼓励以

广东陶瓷企业为主要对象的商业性信用担保机构， 建立健全担保机构的准入制

度、 信用评估制度、 风险控制制度， 并且建立担保贷款的风险补偿机制， 将信

用担保作为调节经济、 促进产业发展的手段， 支持符合当地产业规划的企业发

展。 其次， 发展创新型融资模式。 比较合适广东陶瓷产业集群内部中小企业的两

种创新融资模式是供应链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 供应链上的核心陶瓷企业强化集

群化管理理念， 与上下游企业紧密联系， 形成一个系统的信用共享体系。 企业严

格按照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 规范购销程序， 提高应收账款管理水平，

确保企业资金的流动性。 再次， 嫁接资本市场。 亚洲陶瓷于 ２０１０ 年在德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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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通过嫁接国外资本市场， 获得雄厚的资金， 提升品牌影响力。

（２） 促进市场中介机构的专业化。 市场中介机构创造了市场机制与政府

宏观调控的结合点， 有利于中小企业提高信息效率， 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培

育为陶瓷产业集群提供政策法律、 咨询、 广告策划、 财税会计、 风险投资、 出

口等服务的中介服务企业， 并依托陶瓷产业， 建设现代化的陶瓷仓储中心和规

划陶瓷专业码头， 引进电子物流系统， 提高陶瓷出口效率。

（３） 深化整合陶瓷会展业。 广东佛山拥有华夏陶瓷博览城和石湾中国陶

瓷城两大国内一流陶瓷会展中心， ２００４ 年佛山出台 《关于我市陶瓷会展业资

源整合的意见》， 首次明确 “两城” 错位发展的定位。 通过规划修编、 场馆扩

建和配套设施完善， 并借鉴意大利的博罗尼亚陶瓷会展中心的先进管理经验，

逐步将其打造成为与佛山陶瓷产业同步发展的国际专业陶瓷会展中心。

5 政府支持体系

由于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和产业集群的空间特性，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的

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广东陶瓷面临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和国际市场

的贸易制裁， 在广东陶瓷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中政府支持体系不可或缺。

（１） 明确产业定位， 统一产业政策。 明确产业定位， 统一产业政策是政

府支持体系的基础。 在 《佛山市陶瓷产业整合提升工作方案》 《佛山市现代陶

瓷产业发展规划 （２０１０ ～ ２０２０）》 等文件， 明确将陶瓷产业定位为 “需要巩固

提升的支柱产业”。 但目前仍缺乏统一的陶瓷产业政策， 这也是当地政府未来

产业规划的一个重点。

（２） 政策支持， 引导低碳生产。 低碳生产需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使用先进的工艺、 技术、 燃料。 陶瓷企业规模普遍较小， 自身研发能力弱， 行

业仿制成风， 创新型企业不仅承担着高成本、 高风险的技术创新压力， 还面临

着技术被剽窃的风险， 政府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从制度上保护技术创新，

如加大对剽窃的打击力度、 提高剽窃的惩罚成本、 嘉奖自主创新企业等。 对于

违反环境保护、 清洁生产相关法律法规的企业， 采取相应制裁措施。

（３） 推进公共检测平台建设， 营造公平有利的贸易环境。 面对国际贸易

保护主义、 贸易壁垒、 反倾销等形势， 政府需要为陶瓷产业营造公平有利的贸

易环境。 推进公共检测平台建设， 积极实施标准化战略。 制定 “广东陶瓷”

“佛山工艺美术陶瓷” 等区域品牌的标准体系， 促进本地检测机构与国际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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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机构的合作， 获得国际权威检测机构的资格互认。 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反倾

销。 建立和完善出口监控体系、 反倾销预警机制和陶瓷出口技术壁垒预警机

制， 培育反倾销专业人才队伍， 以提高反倾销应对能力。 支持陶瓷行业协会作

用的发挥， 在企业遭遇反倾销制裁时凝聚各方力量， 改变单个企业应对反倾销

力量薄弱的局面， 提高企业出口市场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

六　结论

广东陶瓷产业集群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双重压力： 国内， 原材料价格上

涨、 低碳生产政策管制严格、 人才流失严重、 自主创新能力不强、 行业内竞争

加剧等； 国外， 反倾销和贸易技术壁垒频发、 生产价值链低端困境、 品牌竞争

力不强等。 如何适应当前国内外形势的发展， 实现陶瓷产业贸易的转型升级

呢？ 利用 “钻石模型”， 分析广东陶瓷产业贸易困境， 提出广东陶瓷产业贸易

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由技术创新机制、 营销优化体系、 市场服务体系、 低碳经

济体系、 政府支持体系构成， 这些体系相辅相成， 相得益彰。

企业自身要注重人才的培养和引进， 注重对基础技术、 关键技术和核心技

术的研发， 学习国外顶尖陶瓷企业的生产链管理、 先进技术和工艺等， 加强行

业组织的建设以积极应对反倾销， 重视海外新兴市场的开拓； 树立品牌意识，

优化国内外销售渠道； 推行清洁生产， 使用可节能减排的替代能源。

政府要充当服务型的支持者， 明确产业定位， 加强政策支持， 帮助拓宽陶

瓷企业的融资渠道； 嘉奖自主创新、 清洁生产的企业， 惩罚违反环境保护规定

的企业； 促进陶瓷行业协会作用的发挥， 建立出口监控体系、 反倾销预警机制

和陶瓷出口技术壁垒预警机制， 引导企业提高对反倾销的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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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
广东出口行业的碳排放测算

及低碳化选择

　 周骏宇　 何秋琴

摘　要： 本报告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法对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广东各出口行

业的直接碳排放量、 隐含碳排放量、 国内隐含碳排放量等进

行测算， 理清了当前广东出口贸易不同行业的碳排放现状。
并以此为基础， 提出了未来广东应对低碳壁垒、 发展低碳贸

易的产业选择， 明确了鼓励类、 限制类、 维持现状类产业的

区分。


























关键词： 碳排放　 能源消耗　 出口贸易　 投入产出模型



一　研究的问题及其文献综述

随着全球气候的变化， 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碳排放问题， 纷纷采取低碳措

施来降低碳排放。 未来低碳壁垒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出口面临的巨大挑战， 广

东作为出口大省首当其冲。 因此， 研究广东不同出口行业的碳排放情况， 提

出未来一段时期内广东应对低碳壁垒、 发展低碳贸易的产业选择， 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

Ｗｙｃｋｏｆｆ 和 Ｒｏｏｐ （１９９４） 对 ６ 个 ＯＥＣＤ 国家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进

５０１

本报告得到教育部创新团队发展计划项目（ ＩＲＴ１２２４）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机制与战略选

择”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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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 何秋琴， 湖北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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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计算， 结果发现出口制成品隐含碳排放占到这些国家排放总量的 １３％ 左

右。 Ｄａｂｏ Ｇｕａｎ 等 （２００８） 分析了中国 １９８０ ～ ２００３ 年的碳排放情况， 认为家

庭消费、 资本投资和出口增加是引起中国碳排放增加的 ３ 个重要因素。 刘强、

庄辛等 （２００８） 利用全生命周期评价的方法， 计算了中国 ４６ 种主要的出口贸

易产品的出口载能量， 研究表明这些产品在出口过程中造成了大约 １３ ４％ 的

国内一次能源消耗， 其碳排放量约占全国碳排放量的 １４ ４％ 。 齐晔等 （２００８）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 １９９７ 到 ２００６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 张为

付、 杜运苏 （２０１１） 分析了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度，

研究表明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数量巨大， 且存在不平衡。

Ｓｈｕｉ ＆ Ｈａｒｒｉｓｓ （２００６）， Ｂｉｎ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２００６） 对美中贸易的研究显示，

中国为生产满足美国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 ＣＯ２ 排放量由 １９９７ 年的 ２ １３ 亿吨增

加到 ２００３ 年的 ４ ９７ 亿吨， 占中国 ＣＯ２ 排放量的比重从 ７％ 增加到 １４％ 。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Ｓｃｈａｅｆｆ 和 Ｗｏｒｒｅｌｌ （２００１） 的研究显示， 发达国家倾向于把碳含量非

常高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对高碳含量产业进行了外包加工生产和贸易。

尹显萍、 程茗 （２０１０） 运用投入产出法测算了中美商品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

结果表明： 中美贸易导致两国间内涵碳流量的显著不平衡， 中国是中美贸易的

环境受损国， 而美国是中美贸易的环境受益国。

国内外关于广东出口贸易碳排放状况的研究相对较少。 宋佩珊、 计军平和

马晓明 （２０１２） 基于 ＳＤＡ 分解方法， 对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广东的能源消费及碳排

放增长进行了分析， 结果显示， １０ 年间广东碳排放总量增加了 ２０４５０ 万吨，

最终需求规模扩张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朱守先 （２０１０） 在分析广东

能源基础和能源消费总体特征的基础上， 提出了广东低碳发展的能源需求趋势

和路径。

以上研究都没有涉及广东省出口贸易中各行业实际碳排放量的计算， 也没

有涉及未来广东应对国际贸易低碳壁垒的产业选择。 本报告将对此做出尝试

分析。

二　研究模型行与数据来源

本报告首先根据广东分行业能源消耗数据， 计算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不同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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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单位产值能耗； 在此基础上， 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法计算广东出口贸易分

行业的直接和隐含碳排放量； 最后通过剔除进口的中间投入， 测算出各行业外

贸出口引起的实际国内隐含碳排放量。

（一）出口行业隐含碳排放量测算

1 测算各部门生产单位产品需要的总投入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 第 ｉ 个产出部门的总产出被记为 Ｘｉ ， 其作为中间

产品投入第 ｊ 个部门的量计为 Ｘ ｉｊ ， 而另一部分则作为最终产品 Ｙ 。 其平衡关

系式可以写作：

Ｘｉ ＝ ∑
ｎ

ｊ ＝ １
Ｘｉｊ ＋ Ｙｉ ＝ ∑

ｎ

ｊ ＝ １
Ａｉｊ·Ｘｉ ＋ Ｙｉ

（ ｉ ＝ １，２，…，ｎ； ｊ ＝ １，２，…，ｎ）
（１）

（１） 式即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投入产出框架模型。 式中的 Ａ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Ａ

的第 ｉ 行第 ｊ 列的元素表示第 ｊ 部门生产单位产品直接消耗第 ｉ 部门的产品数

量， 直接消耗系数反映了部门之间的直接经济技术联系。 （１） 式也可以写成

矩阵形式：

Ｘ ＝ Ｉ － Ａ( )－１Ｙ ＝ ＢＹ （２）

其中矩阵 Ｂ 为完全消耗系数矩阵。

2 测算各行业的完全排放系数 Ｅａｌｌ

Ｅａｌｌ ＝ ＥＩ·（ Ｉ － Ａ） －１ （３）

其中， ＥＩ为单位总产出的直接能耗强度， 可以表达为 ＥＩｉ ＝ Ｅ ｉ ／ Ｘ ｉ ， Ｅ ｉ 为第

ｉ 个产业部门的能源消耗量。

3 测算各出口行业的碳排放量 Ｅｃｏ２

在得到 ＣＯ２ 完全排放系数后， 再将该值分别乘以各行业出口额就可以得

到各出口行业的碳排放量数据。

设第 ｉ 部门对贸易伙伴的出口为 ＥＸ ｉ ， 则 ＥＣＯ２
计算公式的矩阵表达式为：

ＥＣＯ２ ＝ Ｅａｌｌ·ＥＸ ＝ ＥＩ·（ Ｉ － Ａ） －１·Ｅ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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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同行业出口贸易的实际国内碳排放量测算

在出口贸易中， 一些出口产品包含了从外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 因此， 测

算广东各行业的实际出口碳排放值， 还需要剔除进口中间品的碳排放量， 否则

会造成对广东省实际碳排放值的高估。 本报告参照张云和杨来科 （２０１２） 的

模型展开剔除分析。

一般来说， 开放经济体中投入产出关系的表述应该是：

Ｘ ＝ ＡＸ ＋ Ｆｄ ＋ ＥＸ － Ｍ （５）

Ｘ 是国内总产出； ＥＸ 是出口 （满足国外需求）； Ｍ 是进口， Ｆｄ 是国内最终

需求， 包括最终消费 （居民消费、 政府消费） 和资本形成的投资。 其中， 公

式 （５） 中国内最终需求、 出口和进口是公式 （１） 和 （２） 中 Ｙ 的具体化。

由于部门投入产出之间的均一性， 若用 Ｍ ｉ 来表示部门 ｉ 的进口额， 可假

设进口额与国内总使用 （消费） ＡＸ ＋ Ｆｄ 成比例， 进口系数 ｍｉ 表示为：

ｍｉ ＝
Ｍｉ

ＡＸ ＋ Ｆｄ
( )

（６）

这样， 就存在一个可以衡量各部门对进口的依赖程度的进口系数对角矩阵

Ｍ。 进一步可以推导出：

Ｘ ＝ ＡＸ ＋ Ｆｄ ＋ ＥＸ － Ｍ ＡＸ ＋ Ｆｄ
( )

Ｘ ＝ Ｉ － Ｉ － Ｍ( )Ａ[ ]－１ Ｉ － Ｍ( )Ｆｄ ＋ ＥＸ[ ] （７）

式 （７） 中， Ｉ － Ｍ( )Ａ 是国内生产的产品投入系数， 是投入系数 Ａ 减去了

进口部分； Ｉ － Ｍ( )Ｆｄ 是国内最终需求中国内生产的产品。 所以， 可以得到满

足国外需求的国内总产出：

ＥＸｄ ＝ Ｉ － Ｉ － Ｍ( )Ａ[ ]－１ＥＸ （８）

式 （８） 表示为满足国外需求即出口需求 ＥＸ 而引致的国内生产的所有产

品。 结合 （４） 式， 如果用 Ｅｄ 表示国内单位产出的直接碳排放强度矩阵， 则

可以得到为满足出口部分 ＥＸ 的生产， 而在国内引起的碳排放量最终为：

Ｅｄ
ＣＯ２ ＝ Ｅｄ· Ｉ － Ｉ － Ｍ( )Ａ[ ]－１·ＥＸ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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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４） 反映的是出口贸易的内涵碳排放总量； 式 （９） 衡量的则是剔除

了进口中间投入在国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后， 完全排放在本国的碳排

放量。

（三）数据来源

广东不同行业对原煤的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于 《广东省统计年鉴》， 并基于

广东省 ２００７ 年投入产出表， 对其中产业部门进行了调整和归并。 广东出口额

数据来源于 《广东工业统计年鉴》， 其中出口额为出口交货值。 此外， 由于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没有相应的产业总值和出口交货值， 不对其做研究； 由于水的

生产、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两个行业贸易额很小， 不对其做计算。 经过上述处理

后， 本报告的研究涉及货物进出口产业部门共计 ２９ 个。

三　广东出口贸易分行业的碳排放量测算结果

（一）广东各工业行业的能源强度

　 　 能源强度 （即单位产值能耗） 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 部门创造单位产值所

消耗的能源量， 通常以吨 （或公斤） 油当量 （或煤当量） ／美元表示。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广东大多数行业能源强度有所下降， 总体上从 １７ ６３ 吨标准煤 ／万元

下降到 ６ ８３ 吨标准煤 ／万元， 能源利用效率有所提高 （见表 １）。

表 １　 　 广东各行业单位产值能耗变化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单位： 吨标准煤 ／万元

年 份行 业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５０ ０ ６４ ０ ４９ ０ ５４ ０ ３１ ０ ２７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１９ ０ １５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７３ ０ ５７ ０ ５８ ０ ４１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１ ０ ０８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９３ ０ ３７ ０ ７０ ０ ５６ ０ ４３ ０ ３６ ０ ２３ ０ ３２ ０ ２７ ０ １４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
０ １６ ０ ２３ ０ １５ ０ １２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０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３

纺织业 ０ ６７ ０ ６３ ０ ５５ ０ ５３ ０ ５４ ０ ４９ ０ ４５ ０ ４２ ０ ３３ ０ ２９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０ ６３ ０ ５５ ０ ３７ ０ ２３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６ ０ ２１ ０ ２０

食品制造业 ０ ４８ ０ ４３ ０ ２９ ０ ２６ ０ ２７ ０ ２１ 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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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行 业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饮料制造业 ０ ２５ ０ ２７ ０ ２４ ０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０ ０ １８ ０ １５ ０ １３

烟草制品业 ０ ０５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３

医药制造业 ０ １９ ０ ２１ ０ ２１ ０ ２３ ０ ２５ ０ ２２ ０ ２０ ０ ２１ ０ ２４ ０ １７
纺织服装、鞋、帽制

造业
０ １７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１９ ０ １７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４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 １６ １ ２２ ０ ６６ ０ ６６ ０ ５７ ０ ５２ ０ ５４ ０ ６０ ０ ５２ ０ ５５
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
１ ３７ １ ２８ １ ０４ ０ ８８ ０ ６８ ０ ６６ ０ ５９ ０ ７８ ０ ４７ ０ ４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
０ ４４ ０ ４８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４２ ０ ３５ ０ ３０ ０ ２８ ０ ２６ ０ ２５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０ ６０ ０ ５４ ０ ４７ ０ ４０ ０ ２６ ０ ２１ ０ １８ ０ ２３ ０ ２１ ０ ２１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 ９１ ０ ４４ ０ ５１ ０ ４７ ０ ３２ ０ ３９ ０ ４０ ０ ４４ ０ ３１ ０ ３１

橡胶制品业 １ ２０ ０ ３８ ０ ４２ ０ ４８ ０ ４０ ０ ３７ ０ ３２ ０ ３１ ０ ３１ ０ ３１

塑料制品业 ０ ３７ ０ ３３ ０ ３５ ０ ４０ ０ ３５ ０ ２９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

业
２ ４８ ２ ４９ ２ ０９ ２ ０２ １ ６３ １ ４８ １ ２５ １ ２３ １ ０１ １ ０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１ ９３ １ ６７ １ ３５ １ ２２ １ １１ ０ ９９ ０ ７４ ０ ８７ ０ ６６ ０ ５６

通信设备、计算机

及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５

金属制品业 ０ ４０ ０ ２０ ０ ２１ ０ ２５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１８ ０ １５ ０ １４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７ ０ ７７ ０ １７ ０ ２０ ０ １７ ０ １５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０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 １２ ０ １７ ０ １８ ０ ２１ ０ ２０ ０ １６ ０ １４ ０ １５ ０ １４ ０ １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０ １７ ０ １０ ０ １０ ０ ０８ ０ ０７ ０ ０７ ０ ０６ ０ ０６ ０ ０５ ０ ０６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１２ ０ １３ ０ １３ ０ １０ ０ ０９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７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

业
０ ０９ ０ １６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２５ ０ １８ ０ ３２ ０ ３１ ０ ３１ ０ ３１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０６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１１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０ ０８ ０ ０７

电力、热力生产和

供应
１ ２４ １ ５０ ０ ８１ ０ ６７ ０ ６２ ０ ５２ ０ ５１ ０ ４７ ０ ４５ ０ ４０

总　 计 １７ ６３ １６ １５ １２ ９９ １２ ０３ １０ ４６ ９ ３０ ８ ２３ ８ ７１ ７ ３８ ６ ８３

　 　 资料来源： 《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 （历年） 和 《广东省统计年鉴》 （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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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东各行业出口的直接碳排放量

广东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 其外贸额一直占全国外贸总额的 １ ／ ４ 以

上， 除 ２００９ 年出口额出现短暂下降外， 其他年份出口贸易额均呈现增长态势。

２０１０ 年广东省出口额达 ４５３１ ９１ 亿美元， 比 ２００２ 年增长了近 ３ 倍。 其碳排放

量值得关注。 借助投入产出表的直接能源消耗系数， 用其乘以各行业的出口量，

可以估算出不同行业出口的名义碳排放量 （见表 ２）。 表 ２ 中数值不包括该行业

中间投入品造成的碳排放， 因此会大大低估该行业的实际隐含碳排放量。

表 ２　 广东各行业出口贸易的直接碳排放量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单位： 万吨

年 份行 业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有色金属矿

采选业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９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０６ ０ ０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０１

非金属矿采

选业
０ ２８ ０ ５２ ０ ２２ ０ ３７ ０ ２６ ０ １７ ０ ０６ ０ １６ ０ １５ ０ １２

农副食品加

工业
６８ ９０ ８３ ６４ ５８ ７６ １６ ９８ ２２ ６４ １７ ６８ １２ ７５ １２ ５１ １０ ０８ １２ ５１

食品制造业 １９ ７１ １９ ９５ ８ ８２ １０ １５ １０ ００ ８ ６０ ５ ３８ ４ １５ ３ ２８ ３ ７２

饮料制造业 ２ ４４ ２ ６４ １ ５８ ２ ５１ ２ １１ １ ８４ １ ８２ １ ２０ ０ ９５ ０ ９５

烟草制品业 ０ ０６ ０ １０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０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５ ０ ０６

纺织业 １４２ ５６ ２４３ ８７ ２５４ ６８ ２７３ ３６ ３３０ ７２ ２９２ ７４ ２８３ ６４ ２０６ １５ １９５ ９６ ２０１ ２１
纺织服装、鞋、
帽制造业

１０ ５６ ２９ ３４ ２３ ９２ ２６ ９５ ５０ ６５ ５４ ５５ ４７ ５３ ３６ ９６ ３２ ７７ ２９ ４７

造纸及纸制

品业
１０９ ６２ １９１ ５７ １４６ ５２ １５０ ７０ ２０８ ２５ ２０６ ８０ ２１８ ４２ １５４ １４ １６３ ７２ １７６ ３２

石油加工、炼
焦及核燃料

加工

０ ０１ ０ ０１ ０ ０７ ０ ４０ ０ ２４ ０ ２０ ０ １４ ０ ２３ ０ ７４ ０ ２１

化学原料及

化学制品制

造业

１９ ２２ ２６ ４４ ２３ １３ ２５ ４１ ４５ ７８ ２９ ５４ ２４ ７１ １９ ５６ ２２ ００ ２３ ５９

医药制造业 ０ ９３ １ ７９ １ ５７ ２ ０５ ４ ３５ ４ ５５ ６ ２１ ５ ００ ５ ７９ ６ ３０
化学纤维制

造业
０ ６４ ０ ９９ ０ ８０ １ １０ １ ４２ ２ ３６ １ ５６ １ ２４ １ ２６ １ １０

橡胶制品业 ５ ７３ ６ ２２ １２ ５８ １２ ９６ １４ ７０ １５ ６４ １９ ６４ １３ ４３ １２ ５７ １２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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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份行 业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塑料制品业 １０ ９８ １２ ８５ ２５ １２ ２９ ４６ ３１ ０５ ３４ ０９ ３４ １１ ２５ ２２ ２９ ６６ ２７ ４５
非金属矿物

质制品业
２２６ ５２ ３２９ ３０ ３８３ ５７ ３７４ １２ ３７０ ５９ ４０２ ６３ ３５７ ９７ ３１８ ０７ ３０８ ２２ ３２７ ３７

黑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

工业

１６ ８３ ２７ ９１ ２１ １９ ２２ ８３ ３３ ３４ ３７ ８７ ２３ ２５ １９ ６９ ２１ ３６ ３６ ８３

有色金属冶

炼及压延加

工业

１２ ６４ １６ １２ １７ ６６ １２ ５７ １１ ８９ １４ ０４ １１ ４４ １０ ００ ６ ９７ ９ ３４

金属制品业 ２ ９６ ３ ８０ ６ ８１ ８ ７３ １５ ４２ ２５ ５６ １８ ４３ ９ ０１ ８ ８１ ８ ８８
通用设备制

造业
０ ５２ ５９ ５０ ２ ４２ ２ ８３ ３ １８ ４ ３６ ５ ６１ ３ １０ ４ ３８ ４ ６６

专用设备制

造业
０ ６８ ０ ９１ ３ ３１ ２ ８２ ２ ４０ ２ ２８ ３ １５ ２ ７７ １ １３ １ ２６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１４ ３３ １３ ３１ ７ ８８ ９ ０２ ０ ３４ ０ ４０ ０ ７４ ０ ６３ ０ ７０ ０ ７０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
１ １５ １ ６７ ２ ２７ ４ ６７ ３ ９２ ５ ８１ ５ ３１ ４ ６６ ４ １９ ４ ５５

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制

造

０ ２７ １ ２３ ２ ８７ ４ ５７ ４ ７１ ６ ２３ ４ ６５ ３ １８ ３ ９６ ４ １６

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０ １１ ０ １９ ０ １０ ０ ０８ ０ ２９ ０ ３３ ０ １０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１４

工艺品及其

他制造业
２０ ４４ ２２ ２６ ３０ ５９ ３０ ６２ ３３ ８２ ２１ ８３ ２０ ６０ ２３ ７９ ２２ ７１ ２２ ０６

电力、热力生

产和供应
３５９ ８０ ３４４ ７３ １８８ ７５ １９３ ９９ １６９ ６１ １５２ １７ １３５ ２３ ２３６ ９６ １６５ １６ １５７ ０９

　 　 资料来源： 根据 《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 （历年） 和 《广东省统计年鉴》 （历年） 有关数据测

算而得。

（三）广东各行业出口贸易的隐含碳排放量测算

直接碳排放未计算中间投入品产生的 ＣＯ２ 排放量， 其结果是不全面的。 因

此， 需要计算包括各种中间投入品的隐含碳排放量。 基于 ２００７ 年广东省投入产

出表， 根据 （４） 计算式， 可以测算出广东出口贸易分行业的隐含碳排放量 （见

表 ３）。 表中值包括了该行业及与该行业关联的所有中间行业的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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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广东各行业出口贸易的国内隐含碳排放量

在广 东 对 外 贸 易 中， 加 工 贸 易 所 占 比 重 很 大 （ ２０１２ 年 占 比 为

６５ ４％ ） ； 而在加工贸易中， 相当一部分出口商品的部件、 原料是进口而

来的， 其 ＣＯ２ 排放产生于国外， 如果不加以剔除， 会造成高估国内的实

际隐含碳排放值。 通过式 （９） ， 可以测算出广东各行业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

出口贸易的国内隐含碳排放量 （见表 ４ ） 。 表 ４ 中的值是剔除掉出口品中

的进口投入后， 实际产生的隐含碳排放量。 这是该行业最真实、 最终的

实际隐含碳排放量。

从总体上看， 出口贸易的增长必然会引起出口行业碳排放量的增加。 计算

表明， 广东不同行业的出口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存在基本同步的变化趋

势。 出口碳排放总量在 ２００７ 年达到了计算期峰值， 为 ３８２０１ ２１ 万吨， 其后又

有所下降。

分行业来看， 从表 ４ 可以看出，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 １３ 万吨）、 烟草制品业 （０ １２ 万吨）、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００１ 万吨）

是 ２０１１ 年出口贸易实际国内隐含碳排放量较低的 ３ 个行业。 排放量较高的是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４３３ ３２ 万吨），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４８８ ９９ 万吨）， 电

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 （５２３ １０ 万吨） ３ 个行业。

从增速来看， 总体上， 广东各个行业的出口碳排放量增速呈有增有减态

势。 图 １ 表明，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广东出口行业碳排放量平均增速下降较快的前 ３

个行业为食品制造业 （ － １６ ９３％ ）、 农副食品加工业 （ － １７ ２７％ ）、 交通运

输设备制造业 （ － ２８ ２４％ ）， 增速较高的 ３ 个行业分别为医药制造业

（２３ ６８％ ）， 通用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２７ ６１％ ）， 石油加

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５０ ８７％ ， 与其基数低有关）。

从构成来看， 排放量较高的前 ３ 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占到总体排放量的

６２ １５％ ； 排放量较高的前 ５ 个行业的碳排放量占到总体排放量的 ８３ ３２％

（加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纺织业）， 这说明广东出口贸易领域

ＣＯ２ 排放的行业集中度相对很高， 节能、 降碳、 减排可以多从这几个行业

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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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广东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各个行业出口碳排放量的平均增速

四　广东发展低碳贸易的产业选择

结合广东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的出口值、 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增长速度这 ３ 个因

素， 可以将未来出口行业分为三类， 分别是： 鼓励类行业、 限制类行业、 维持

现状类行业。 其划分原则如下： 一是将出口值高而碳排放值低， 或不计出口值

但碳排放降幅大的行业 （显示该领域已经在节能减排方面取得了突破）， 划入

鼓励类行业。 这些行业是未来广东发展低碳贸易的中坚力量， 可以给予一定的

政策倾斜， 鼓励、 扶持其快速发展。 二是将出口值低而碳排放值高， 或出口值低

但碳排放增幅大， 或不计出口值但碳排放增幅太大的行业， 划入限制类行业。 对

于这些行业， 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应该有所限制， 或是大力推动其节能减排技术

实现突破。 而将上述两者之外的其余行业， 划入维持现状类行业。

根据以上原则， 列出广东各类别出口行业的出口额、 碳排放量、 碳排放增

速情况如表 ５、 图 ２ 所示。

８１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出口行业的碳排放测算及低碳化选择

表 ５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年广东工业品出口行业的出口额、 碳排放量、 碳排放增速情况

行业名
年均出口

额（亿元）
平均占

比（％ ）

碳排放量

平均增速

（％ ）

年均碳

排放量

（万吨）

平均占

比（％ ）

维持类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１５ ６ １ ３０ ３ ３ １０ ２９ ０ ３９０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３ ９ ０ １４ ６ １７ １ ０９ ０ ０４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２４５ ３ １ ４８ ７ １１ ２ ９６ ０ １１

医药制造业 ３３ ２ ０ ２０ ２３ ６８ ９ ５３ ０ ３６

塑料制品业 ７００ ８ ４ ２１ １０ ３８ ３６ ６９ １ ３９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５６０ ２ ３ ３７ １２ ０８ ８９ ９１ ３ ３９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２１０９ ４ １２ ６８ １６ ５９ ９ １５ ０ ３５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２３８ ５ １ ４３ ２７ ６１ ４ ９４ ０ １９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２ ２ ０ ０１ － ８ ６２ ０ ５２ ０ ０２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 １ ０ ０００３ － ７ ４１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０２

鼓励类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４４４ ７ ２ ６７ － ２８ ２４ ２０ ３４ ０ ７７００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０９ ４ ０ ６６ － １７ ２７ ７１ １６ ２ ６９

食品制造业 ４８ １ ０ ２９ － １６ ９３ ７８ ５６ ２ ９７

饮料制造业 １２ ３ ０ ０７ － ９ ９５ １３ ７８ ０ ５２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制造业
７９６ ８ ４ ７９ － ３ ５５ ０ １６ ０ ００６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２８０ ２ １ ６９ － ０ ３７ ６１ ３７ ２ ３２

烟草制品业 ３ ２ ０ ０２ ０ ０ １１ ０ ００４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８５１２ ８ ５１ １８ ６ ２３ ７ ３９ ０ ２８

限制类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２３９ ５ １ ４４ ４ １８ ５０７ ６１ １９ １７００

纺织业 ５６２ ０ ３ ３８ ３ ９０ ３４２ ８０ １２ ９４

金属制品业 ７６９ ４ ４ ６３ １２ ９７ ４６ ５３ １ ７６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８８ ３ ０ ５３ ９ ０９ １４７ ３１ ５ ５６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１８２ ８ １ １０ ５ ４２ ４２４ ２０ １６ ０２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７８ ８ １ ６８ ２ ３１ ３４ ３０ １ ３０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 ５４ ３ ０ ３３ － ８ ８ ７００ ４４ ２６ ４５

橡胶制品业 ８１ １ ０ ４９ １１ ７０ ２４ ５７ ０ ９３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

工业
９ ７ ０ ０６ ５０ ８７ ２ ６１ ０ １０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 《广东省工业统计年鉴》 和 《广东省统计年鉴》 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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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广东部分行业年均出口额和国内碳排放量状况

　 　 在图 ２ 中， 越是接近右下角的行业， 越应被列入鼓励类 （出口值高而碳排

放量低）； 越是接近左上方的行业， 越应被列入限制类 （出口值低而碳排放量

高）。 再结合增速因素， 我们划分三类行业如下。

（１） 鼓励类行业。 主要包括农副食品加工业， 饮料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仪器仪表

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这些行业的

国内碳排放量较少， 而出口额较高。

例如，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出口水平在广东各行业

中居于领先地位， ２００７ 年出口额占比为 ５０ ３８％ ， 但国内碳排放量仅为 １１ ６４

万吨， 占比为 ０ ４１％ 。

（２） 限制类行业。 主要包括纺织业，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 橡胶制品

业， 金属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造纸及

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其

中，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应行业的碳排放量虽然出现负增长， 平均降幅为

８ ８％ ， 但由于其年均出口碳排放量最高， 且出口值较低， 因此被列为限制出

口类行业。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产品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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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载能量很高， 出口引起的碳排放量也较大。

（３） 维持类行业。 主要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塑料制品业，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这些行业或出

口值较低， 碳排放值也较低； 或虽然碳排放高但出口值也高， 如果对其加以限制

会引起出口大幅下降。 例如， 通用设备制造业需要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 这些产

品在国外的碳排放替代了国内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 因此碳排放量不高， 仍然具

有出口增长的条件和空间。 再如，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的单位附加值载能量

明显低于纺织品和化纤产品等初级产品制造业， 在出口规模相同的条件下， 纺织

业的年均出口碳排放量是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的 ４ 倍左右， 因此从节能减排

效果来看， 出口服装等制成品比直接出口化纤和纺织产品更合理。

五　结论及建议

本报告以投入产出模型为基础， 对广东各出口行业单位产值能耗、 直接碳

排放量、 隐含碳排放量、 实际国内隐含碳排放量进行了测算， 理清了各行业出

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状况。 得出以下结论：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造

纸及纸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纺织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

造业， 金属制品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电力、 热力生产和供

应， 橡胶制品业属于广东高碳排放、 低出口收入的行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食品制造

业， 饮料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仪器仪表及文化、 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属于低碳排放、 高附加值的行业。

基于以上研究， 为应对未来的低碳贸易壁垒， 建议对各个行业实行差别待

遇， 给予不同的扶持政策。

（１） 鼓励类行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烟草制品业， 仪器仪表

及文化、 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对其在区域规划方面预留发

展空间， 在产业规划方面进行引导， 从税收方面给予减免优惠， 鼓励其发展。

（２） 维持现状类行业———专用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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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业，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塑料制品

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对其在规

划上进行约束， 保持其发展现状。

（３） 限制类———造纸及纸制品业， 纺织业， 非金属矿物质制品业， 金属

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力、 热

力生产和供应， 橡胶制品业， 石油加工、 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对其在规划和

税收政策上给予限制， 加强行政干预和排放超标限制。

参考文献

［１］ 刘强、 庄幸、 姜克隽、 韩文科： 《中国出口贸易中的载能量及碳排放量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８ 年第 ８ 期。

［２］ 齐晔、 李慧民、 徐明：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中国人口·资源

与环境》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３］ 宋佩珊、 计军平、 马晓明： 《广东省能源消费碳排放增长的结构分解分析》，

《资源科学》 ２０１２ 年第 ３４ 卷第 ３ 期。
［４］ 尹显萍、 程茗： 《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分析及其政策含义》，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１０ 年第 ８ 期。
［５］ 张为付、 杜运苏： 《中国对外贸易中隐含碳排放失衡度研究》， 《中国工业经

济》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
［６］ 张云、 杨来科： 《中国工业部门出口贸易、 国内 ＣＯ２ 排放与影响因素———基于

结构分析的跨期对比分析》， 《世界经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７ 期。
［７］ 朱守先： 《广东低碳发展的能源基础条件分析》， 《开放导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卷第

１ 期。
［８］ Ｇｕａｎ Ｄ Ｂ ， Ｈｕｂａｃｅｋ Ｋ ， Ｗｅｂｅｒ Ｃ Ｌ ， Ｐｅｔｅｒｓ Ｇ Ｐ ａｎｄ Ｒｅｉｎｅｒ Ｄ Ｍ ，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２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１９８０ ｔｏ ２０３０”，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０８．

［９］ Ｍａｃｈａｄｏ Ｇ ， Ｒ Ｓｃｈａｅｆｆｅｒ， Ｅ Ｗｏｒｒｅｌ， “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Ｂｒａｚｉｌ： Ａｎ Ｉｎｐｕ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９） ２００１．

［１０］ Ｓｈｕｉ Ｂ ， Ｒ Ｃ Ｈａｒｒｉｓｓ，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Ｏ２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ＵＳ －Ｃｈｉｎａ Ｔｒａｄ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３４） ２００６．

［１１］ Ｗｙｃｋｏｆｆ Ａ Ｗ ， Ｊ Ｍ Ｒｏｏｐ， “ Ｔｈｅ Ｅｍｂｏｄ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Ｇｒｅｅｎ 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ｏｌｉｃｙ （３） １９９４．

２２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初级产品贸易专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ｒａｄｅ　 　 　

 ７
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

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林 勇　 郭楚莹

摘　要： 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

影响是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 它们对于改善

广东省谷物进出口贸易状况、 提高广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有一定的影响。 本报告首先梳理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及劳动

力成本的变动概况， 分析了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然

后运用协整检验模型， 以广东谷物的贸易竞争力指数为被解

释变量， 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广东劳动力成本等为解释

变量， 探讨了三者之间的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 人民币汇

率、 广东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之间具有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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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关系。 即人民币升值 １％ ， 将会使广东谷物国际竞争

力下降 ０ ８４２４％ ； 广东劳动力成本上升 １％ ， 将会使广东谷

物国际竞争力下降 ７ ３８７０％ 。 据此， 本报告提出了提高广东

省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谷物贸易　 谷物国际竞争力　 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　 广

东农业







一　问题与研究现状

谷物是广东主要的进出口商品， 对广东农业对外贸易有着显著的贡献。 ２０

世纪 ８０ ～９０ 年代， 广东谷物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顺差的状态， 近年来却处于逆

差状态， 广东谷物的国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谷物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将不利

于广东经济的发展。 因此， 研究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因素非常必要。

国际竞争力是指一个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并提升其出口利润份额

的能力。 在众多的影响因素中， 人民币汇率与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广东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的两个重要因素。 本报告重点探讨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

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在人民币升值、 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 研究人

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将有利

于改善广东省谷物对外贸易状况、 提高广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１） 关于竞争力的研究。 波特 （２００２） 做了基础性研究， 形成了国家竞

争优势理论体系， 认为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影响因素有要素条件， 国内需求，

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 公司战略、 结构和竞争四个， 并强调了产品的差异

性， 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时候， 产品的差异性成为产品或服务收益的

来源。 Ｆｅｒｔö 和 Ｈｕｂｂａｒｄ （２００３） 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ＲＣＡ） 方法和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８ 年数据来分析了匈牙利农副食品的国际竞争力。 Ｓａｓｓｉ （２００６） 运

用贸易竞争力指数、 产业内贸易指数等指标， 分析了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世界各个

区域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Ｙｅｒｃａｎ 和 Ｉｓｉｋｌｉ （２００７） 认为国际竞争力主要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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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格优势和产品质量两个因素影响。 他们认为， 长期竞争优势的形成主要依

靠一个相对较低的成本结构。 在国际竞争力的衡量方法方面， 他们使用国内资

源成本率 （ＤＲＣ） 作为评价指标， 这个比率主要用来比较国内产品的机会成

本和其国际价格中的附加值。 Ｆａｇｅｒｂｅｒｇ （１９８８） 认为影响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因

素包括实际汇率、 一国供给能力以及技术等。 他利用 １９６１ ～ １９８３ 年的数据对

１５ 个 ＯＥＣＤ 国家的出口市场份额进行了测算， 并建立模型， 分析实际汇率、

一国供给能力以及技术对一国出口市场份额的影响。 这对本报告理论模型的构

建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２） 关于汇率变动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影响的研究。 Ｇｕｅｄａｅ 等学者

（２００２） 选取了世界 １０ 个发达国家 １９７４ ～ １９９５ 年的双边贸易数据， 采用引力

模型分析汇率的不确定性对农业贸易所产生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实际汇率

的不确定性对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将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Ｆａｎｇ 等学者 （２００５）

综合考虑时间序列相关及汇率风险等因素， 运用 ＧＡＲＣＨ － Ｍ 模型分别研究货

币贬值对 ８ 个亚洲国家的净影响， 认为汇率变动通过货币贬值和汇率波动 （风

险） 两条渠道影响出口贸易。 货币贬值有助于出口增长， 但其影响十分有限。

传统的理论认为一国的货币贬值能促进出口， 但是货币贬值带来的相关后果很

可能抵消了其原有的正面影响。 Ｔｅｒｒｙ （２００６） 利用 １９７０ ～ ２００３ 年美国农产品

贸易的相关数据分析了贸易伙伴的收入和实际贸易加权汇率对美国农业出口的

影响， 结果显示美元贬值和贸易伙伴收入的增长都显著地影响着美国农业出口

的增长。 Ｋａｎｄｉｌｏｖ （２００８） 在 Ｇｕｅｄａｅ 和 Ｓｈｅｌｄｏｎ （２００２） 研究汇率波动对 Ｇ１０

集团国家农业贸易影响的基础上， 扩大了研究范围， 增加了对一些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研究， 得出以下 ３ 个结论。 一是 Ｓｈｅｌｄｏｎ 对 Ｇ１０ 集

团国家间的贸易研究说明汇率变动对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对整体贸易的

影响。 但加入其他发达国家作为贸易伙伴后， 汇率变动对农业出口的影响下降

了。 而加入其他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作为进口国后， 汇率变动

对农业出口的影响几乎完全消失。 二是汇率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出口贸易

有负面影响。 但其对这些国家整体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当小。 三是 Ｇ１０ 集团

国家间贸易中， 汇率变动对其进出口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很可能归因于这些国

家的农业政策， 特别是出口补贴政策。

（３） 关于劳动力成本对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目前， 国外只有少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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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劳动力成本对一国整体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 和 Ｋｕｒｏｄａ

（１９９１） 利用日本和美国 １９６０ ～ １９８５ 年的相关数据分析了劳动力价格对日

本和美国生产力及国际竞争力的影响， 发现汇率、 资本及劳动力在两国间

的相对价格变化是导致日本工业竞争力相对美国有所提高的重要原因。

Ｍｂａｙｅ （２００２） 对塞内加尔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分析。 他把塞内加尔

的工资、 生产率及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 发现塞内

加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比其他成功的新兴经济体慢得多； 非洲金融共同体

法郎的贬值使得塞内加尔的国际竞争力有显著的提高， 而单位劳动力成本

对出口尤其是制成品的出口则有显著的影响， 从而对该国制造业国际竞争

力的变化产生作用。

（４） 国内学者对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 国内学

者开始研究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农

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模型研究①。 有学者运用贸易竞争指数

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 定量分析了主要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认为农业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资源禀赋条件、 农业政策、 农产品流通体系以及国际

市场行情等因素②。 不少学者运用波特的 “钻石模型” 框架， 从要素条件、 国

内需求、 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及公司战略、 结构和竞争 ４ 个方面， 探讨了影

响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研究说明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整体上呈

下降趋势③。

二是关于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重点对人民币汇率变动

和劳动力成本变化的影响进行研究。 关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农业贸易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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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帅传敏、 程国强、 张金隆： 《中国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估计》，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
赵美玲、 王述英： 《农业国际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６ 期。
刘寿涛、 包玉泽、 冯思思： 《评价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实证方法研究》，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张兵： 《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状况及其提升策略研究》， 《经济问题探索》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徐会琴： 《浅析我国农业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未来与发展》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熊玉娟： 《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分析———基于 “钻石理论” 的启示》， 《商场现代化》 ２００８
期第 ５３３ 期。
柳青： 《由国际竞争优势理论看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途径》， 《山西农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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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圣军和孔祥智 （２０１０） 采用了 ＶＡＲ 模型探讨了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 结果表明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实际升值对中国农产品贸易

有影响。 人民币升值促进了中国农产品进出口， 但是， 其促进作用随着贸易商

对人民币升值波动预期的变化而变化。 程博 （２０１２） 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对中

国农产品出口价格、 出口数量及出口企业成本收益的影响。 倪艳和秦臻

（２０１２） 构建了人民币汇率对中国农产品价格传递链条的 ＳＶＡＲ 模型， 认为人

民币汇率对农产品价格影响的传递机制不完全， 与国内农产品价格相比， 农产

品进口价格波动的强度和时域均更大。 因此， 农产品进口价格对外部条件产生

更大的依赖。 孔凡玲和李彦民 （２０１３） 通过构建 Ｃ － Ｄ 函数形式的模型， 分析

了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小麦进口贸易的影响， 结果显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

变动对中国小麦进口贸易的影响存在时滞效应。 陈龙江和王厚俊 （２０１１） 通

过构建出口需求 ＡＲＤＬ － ＥＣＭ 模型， 从汇率水平和汇率风险两个角度分析人民

币汇率与广东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关系。 实证结果显示， 无论在短期内还是长期

内， 人民币升值都会对广东农产品出口贸易产生负面影响， 而汇率风险对广东

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则不显著。

关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对生产影响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定性分

析。 殷海善等 （２０１２） 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生产的影响， 一是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升； 二是农业生产方式有所改变； 三是耕种土地撂荒现象再

度出现； 四是农业生产结构出现逆向调整。 金三林 （２０１２） 认为， 影响农产

品生产价格的因素有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

关于劳动力成本变化对出口贸易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 刘厚俊和王丹

利 （２０１１） 利用实际数据构建计量模型， 探讨了劳动力成本变化与中国出口贸

易及 ＦＤＩ 流入的关系， 认为劳动力成本与中国出口量及 ＦＤＩ 流入量之间不存在显

著的相关关系。 其可能的解释是近年来中国工资水平的上涨部分由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所抵消。 耿德伟 （２０１３） 也认为前期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同时， 中国劳

动生产率也在不断提高。 但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正处于转折时期， 近年来， 中国

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幅度已明显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幅度。 跟国外主要竞争对手

相比， 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不断下降。 因此， 该问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 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贸易竞争力指数、 出口市场份额可

作为衡量一国农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二是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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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内不会显著影响农业国际竞争力， 但在长期中， 三者可能存在均衡关系。

目前， 综合研究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农业国际竞争力之间关系的文献相对

较少， 针对广东农产品的研究则更少。 因此， 本报告试图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

析相结合的方法， 探讨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

二　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与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现状

　 　 随着中国经济不断开放和发展， 人民币汇率对世界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

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之后， 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趋势， 截

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 ３０％ ①。 人民币升值问题已成为

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 而人民币升值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也成为其中的焦

点。 从劳动力要素看，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农业对外贸易的主要优势之

一。 近年来， 随着农村劳动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农业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

农业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中国农业人均工资水平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１８４ 元上升

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２６８７ 元， 上升幅度高达 ３３７ ６％ ②，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正不

断下降， 这不利于中国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分析， 弄清

楚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和机理， 有助于提升广东

谷物国际竞争力。

（一）人民币汇率波动概述

1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型， 政府对汇率制度也实行了相应的

改革， 具体可分为以下 ４ 个阶段。

（１）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４ 年， 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结算价并存期。 为了适应改革

开放的需要， 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对外经济， 政府在奖励出口、 限制进口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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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根据国际清算银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月度数据计算所得。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的年度数据计算所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时， 开始了汇率制度改革。 期间， 官方汇率与贸易内部结算并存， 中国以前的

固定汇率制度转变为双重汇率结算制度。 当时， 对外公布的官方汇率是 １ 美元

兑 １ ５ 元人民币， 而适用于贸易外汇收支的汇率则采用贸易内部结算价 （１ 美

元兑 ２ ８ 元人民币）。

（２）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３ 年， 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期。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开

始， 中国开始采用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 全国各地设

立对外贸易汇率调剂中心。 最初， 尽管外汇调剂汇率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 但

基本是同一个地方采用同一个外汇价格。 随后， 中国逐步放开外汇调剂市场，

外汇价格开始由人为决定向由市场供求状况决定转变。

（３）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５ 年， 人民币汇率并轨期。 １９９４ 年， 中国对人民币汇率制

度进行改革， 使其由双重汇率制度向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制度转

变， 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在此期间， 人民币汇率比较

稳定， １９９８ 年， 人民币汇率较 １９９４ 年升值了 ３ ９４％ ①。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４ 年， 人民

币汇率基本保持在 １ 美元兑 ８ ２７ 元人民币左右②。

（４）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至今， 浮动汇率制度期。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中国

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 参考一篮子货

币进行调节、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目前， 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本框架是：

企业、 个人以及金融机构参与银行柜台、 银行间这两个层次的外汇市场交易，

市场汇率由供求关系决定， 但其值需在国家规定的中间价波动幅度范围内， 中

间价的形成方式以及市场汇率的波动幅度由国家统一实施管理和调控。
2 1994 ~2013年人民币名义汇率走势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４ 年， 人民币名义汇率较稳定， 围绕着 １ 美元兑 ８ ２７ 元人民币

上下波动。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实行新的汇率制度， 自此，

人民币在波动中一直保持着升值的态势 （见图 １）。 ２００６ 年， 人民币名义汇率

（年平均价） 为 １ 美元兑 ７ ９７ 元人民币，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人民币名义汇率 （年

平均价） 下降到 １ 美元兑 ６ １９ 元人民币， 升值幅度约 ２２ ３３％ 。
3 1994 ~2012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走势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指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的汇率， 可以更综合地反映

９２１

①

②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的人民币年平均价计算。
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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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３ 年人民币名义汇率 （美元兑人民币）

资料来源：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根据国家外

汇管理局每个交易日的数据计算得出。

本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 ２００５ 年汇改以来，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整体呈上升

态势， 表明人民币持续升值。 具体来说，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 人民币升值幅度较

小， 年均升值幅度约为 ３ ５８％ 。 ２００８ 年， 人民币大幅度升值， 与 ２００５ 相比，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超过 １５％ 。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

数出现小幅回落， 由 １１９ １９ 降至 １１８ ７１。 ２０１０ 年至今， 人民币持续升值。 截

至 ２０１２ 年，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高达 １２８ ８６ （见图 ２）。

图 ２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 （２００５ ＝１００）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数据库。

０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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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民币汇率波动特征总结

自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汇率制度改革以来， 人民币整体保持升值的趋势， 直

到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 升值的幅度越来越大 （见图 ３）。 ２００８ 年中期

以来，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减缓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 某些时期甚至出现微小

的贬值。

由此可知， 人民币汇率变动具有一定的积聚性。 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大

小存在不同的区间：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 ２００６ 年中期，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较小；

２００６ 年中期 ～ ２００８ 年中期， 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 人民币升值速

度加快；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幅度变小。

图 ３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人民币 ／美元汇率中间价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下文选取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区间中每个交易日人民

币 ／美元汇率中间价的数据①， 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特征进行研究。

将人民币汇率进行如下处理， 使其变成比较平稳的收益性序列， 具体处理

公式如下：

１３１

①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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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 ＝ ｌｎ（ｅｔ） － ｌｎ（ｅｔ－１） （３ １）

其中， ｒｔ 为日汇率收益序列， ｅｔ 为第 ｔ 期人民币 ／美元汇率中间价， ｅｔ －１ 为第

ｔ － １期人民币 ／美元汇率中间价。 ｒｔ 的直方图及序列图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图 ４　 人民币日汇率收益序列直方图

图 ５　 人民币日汇率收益序列图

可以看出， 相对于正态分布， ｒｔ 的分布具有 “尖峰厚尾” 的特征。 人民币

日收益率的波动具有突发性、 时变性和集簇性等特征 （见图 ５）。 统计得到其

均值为 － ０ ０００１５３， 偏度为 － ６ ２６２６４６， 峰度为 １２９ ５６９８， 峰度明显高于正态

分布的峰值 ３。 均值和偏度均为负数， 可以说明日汇率收益分布呈左偏态。 左

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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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的主要原因是人民币一直面临升值的压力， 具体表现为： 人民币 ／美元汇率

自汇改以来整体上处于下降趋势，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人民币 ／美元汇率

中间价达到 ６ ０９６９①。 结合以上分析， 可证明 ｒｔ 的分布呈现 “尖峰厚尾” 的

特征。

（二）劳动力成本变动概述

长期以来， 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是中国农业对外贸易的主要优势之一。 但是

近年来， 随着农村劳动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农业劳动力供给不断下降， 工资

成本不断上升。 农业人均工资水平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１８４ 元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２６８７

元， 上升幅度高达 ３３７ ６％ ②， 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不断下降， 不利于中国

农业贸易发展。 农业贸易对中国农民收入提高、 农民就业保障及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近年来， 广东农业对外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农业国

际竞争力呈下降趋势， 这对广东经济发展、 农民收入与就业情况改善都产生了

极其不利的影响。

1 全国平均工资指数走势

改革开放至今， 中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和平均实际工资指数总体保持上

升的态势， 其间略有回落， 但影响不大 （见图 ６）。 改革开放初期， 这两个指

数的走势基本一致且基本维持在 １００ 左右， 其间只有微小的波动， 这表明中

国劳动力成本正不断上涨。 １９８７ 年至今， 中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均大于 １００，

平均实际工资指数也基本维持在 １００ 以上。 在 １９８３ ～ １９９０ 年， 中国平均货币

工资指数与平均实际工资指数的走势相背离， 且平均货币工资指数明显高于

平均实际工资指数， 这可能是由中国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所导致的。

１９９１ 年至今， 中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与平均实际工资指数基本稳定在 １００ ～

１２０。

2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的走势一致， 两者均

一直处于上升态势， 这表明中国与广东的劳动力成本均不断上涨 （见图 ７）。

３３１

①

②

资料来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 的年度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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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平均工资指数 （上年 ＝１００）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网站。

图 ７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

资料来源： 广东年平均工资数据来自 《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

数据来自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 年） 及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均处于缓慢上升阶

段， 且一直保持在较低的工资水平上， 每年的平均工资均不足 １００００ 元人

民币。 １９９９ 年至今，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均处于高速增长时

期。 １９９９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８３１９ 元和 １１３０９

元。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年平均工资与广东年平均工资分别为 ４６７６９ 元和 ５０５７７

４３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人民币汇率、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元， 全国年平均工资约是 １９９９ 年的 ５ ６ 倍， 广东年平均工资约是 １９９９ 年

的 ４ ５ 倍。

农业是广东的基础产业， 对广东对外贸易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广东劳动

力成本不断上涨， 可能会导致广东谷物的出口价格偏高， 从而对广东谷物国际

竞争力产生不利的影响。

3 广东实际与货币工资增长率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广东实际与货币工资增长率的走势整体保持一致， 且增

长率几乎均大于 ０， 这表明， 广东的实际与货币工资均在不断提高， 年均增长

率分别为 ９ ０３％和 １２ ７３％ （见图 ８）。 ２０００ 年， 广东实际与货币工资的增长

率分别高达 ２０ ５４％和 ２２ ２３％ ，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广东的劳动力成本优

势有下降的趋势。

图 ８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广东省实际与名义工资指数增长率

资料来源： 根据 《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数据计算所得。

4 劳动力成本波动特征总结

（１） 全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与平均实际工资指数的走势整体上一致。

１９７８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与实际工资指数虽有上下波动， 但总

体上均呈上升态势。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今， 中国平均货币工资指数与平均实际

工资指数基本稳定在 １００ ～ １２０。

（２） 中国年均工资与广东年均工资的走势完全一致。 １９９４ ～ １９９８ 年，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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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年均工资与广东省年均工资均处于缓慢上升阶段， 且基本保持在较低水平。

１９９９ 年开始， 两者均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

（３） 广东实际与货币工资增长率整体上保持一致的走势。 ２００１ 年至今，

广东省实际与货币工资增长率基本维持在 １０％ ～１５％ 。

（三）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现状

从进出口贸易看，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广东谷物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

态 （见图 ９）。 １９９４ 年， 广东谷物贸易逆差额为 ８５９４ 万美元， ２０１２ 年， 贸易

逆差额扩大至 １０６５１４ 万美元， 贸易逆差的年均增长率为 ２５ ０１％ 。 这表明， 广

东谷物进出口贸易状况正进一步恶化。

图 ９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广东谷物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 《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贸易竞争力指数 （ＴＣ） 是衡量国际竞争力比较常用的指标之一， 通常用

一国进出口贸易差额占一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 ＴＣ 的取值范围为

－ １ ～ １， ＴＣ 越接近 ０， 表示国际竞争力越接近平均水平； ＴＣ 为 － １ 时， 表示

该产业只进口不出口， ＴＣ 越接近 － １， 表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越低； ＴＣ 等

于 １ 时， 表示该产业只出口不进口， ＴＣ 越接近 １， 表明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越高。

从竞争力指数看， １９９４ 年至今， 广东谷物的贸易竞争力指数均小于 ０，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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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上保持下降的趋势 （见图 １０）。 近几年， 广东谷物的贸易竞争力越来越接近

－ １， 这表明广东谷物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低。

图 １０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广东谷物贸易竞争力指数

资料来源： 《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年）。

三　实证结果与分析

从理论上看， 人民币升值， 以外币表示的谷物出口价格会上升， 从而

使其出口下降。 如果谷物的出口量下降， 那么广东谷物的贸易竞争力指数

也可能下降， 这表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将降低。 长期以来， 广东劳动力

成本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促进了广东谷物的出口。 但近年来， 广东劳动

力成本有上升趋势， 且上升幅度较大， 这表明劳动力成本优势正逐步下降，

这对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将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来说， 人民币汇率和劳动

力成本如何影响广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呢？ 下文将通过构建模型对此加

以分析。

（一）模型构建

本报告参考马丹 （２００６） 对中国国际竞争力的研究， 推导出描述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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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关系的理论模型， 并利用实际数据验

证以下假说： 在长期中， 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 收入水平与谷物国际竞争

力之间存在均衡的关系。

先假设： ①世界上只有本国和外国两个国家； ②两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具有

差异性， 并非完全替代品； ③每个国家只生产一种产品， 除了满足国内需求

外， 还可用于出口； ④每个国家的产品都有不同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 由此

假设可得到本国产品的出口需求方程：

ＸＤ
ｄ ＝ Ｐｘ

ｄ

Ｐｆ
( )

－ａ

Ｙｆ
( )ｂ （１）

式 （１） 中， ａ 和 ｂ 均为正常数， ＸＤ
ｄ 为本国产品的出口需求， Ｐｘ

ｄ 为本国产

品的出口价格， Ｐ ｆ 为外国产品的国内价格， Ｙｆ 为外国收入水平。

由式 （１） 可知， 决定本国产品出口需求 ＸＤ
ｄ 的因素有： 相对价格水平

Ｐｘ
ｄ

Ｐ ｆ

和国外的收入水平 Ｙｆ 等。 具体影响机制如下： 当
Ｐｘ
ｄ

Ｐ ｆ
提高 （降低） 时， ＸＤ

ｄ 就会

下降 （上升）； 当 Ｙｆ 提高时， ＸＤ
ｄ 将会上升。

同理可得本国产品的出口供给方程：

ＸＳ
ｄ ＝ Ｐｘ

ｄ

Ｐｄ
( )

ｃ

ＬＣｄ
( )－ｅ （２）

式 （２） 中， ｃ 和 ｅ 均为正常数， ＸＳ
ｄ 为本国产品的出口供给， Ｐｘ

ｄ 为本国产品

的出口价格， Ｐｄ 为本国产品的国内价格， ＬＣｄ 为本国劳动力成本。

式 （２） 表明， 决定本国产品出口供给 ＸＳ
ｄ 的因素有： 相对价格水平

Ｐｘ
ｄ

Ｐｄ
和

该国的劳动力成本 ＬＣｄ 等。 具体影响机制如下： 当
Ｐｘ
ｄ

Ｐｄ
提高时， 该国出口企业

就会有生产并出口更多产品的激励； 当 ＬＣｄ 提高时， ＸＳ
ｄ 将会减少。

假设一国的出口需求与出口供给均衡 （ ＸＤ
ｄ ＝ ＸＳ

ｄ ）， 则可推导出本国产品

的均衡出口价格：

Ｐｘ
ｄ ＝ Ｐｆ

( )
ａ

ａ＋ｃ Ｐｄ
( )

ｃ
ａ＋ｃ Ｙｆ

( )
ｂ

ａ＋ｃ ＬＣｄ
( )

ｅ
ａ＋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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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式 （３） 代入式 （１） 可得本国产品的均衡出口：

Ｘｄ ＝ Ｐｄ

Ｐｆ
( )

－α１
Ｙｆ

( )α２ ＬＣｄ
( )－α３ （４）

其中， α１ ＝ ａｃ
ａ ＋ ｃ ， α２ ＝ ｂｃ

ａ ＋ ｃ ， α３ ＝ ａｅ
ａ ＋ ｃ 。

式 （４） 表明， 决定本国产品均衡出口的因素有： 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的

价格之比
Ｐｄ
Ｐ ｆ

、 外国的收入水平 Ｙｆ 和本国的劳动力成本 ＬＣｄ 。 基于相同的假

设， 可得外国产品的均衡出口：

Ｘｆ ＝ Ｐｆ

Ｐｄ
( )

－α１
Ｙｄ

( )α２ ＬＣｆ
( )－α３ （５）

根据一国商品出口市场份额的定义及一国商品均衡出口和外国商品均衡出

口的表达式， 可写出本国产品出口市场份额的表达式：

Ｍｘ
ｄ ＝

Ｘｄ

Ｘｄ ＋ Ｘｆ
（６）

把 （６） 式变形得：

Ｍｘ
ｄ ＝ １ ＋ Ｘｄ

Ｘｆ
( )

－１

[ ]
－１

（７）

由 （７） 可知， 影响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 Ｍｘ
ｄ 的主要因素是本国产品

出口与外国产品出口的相对值
Ｘｄ

Ｘ ｆ
， 当

Ｘｄ

Ｘ ｆ
提高 （降低） 时， Ｍｘ

ｄ 就会上升 （下

降）。

根据式 （４） 和 （５）， 可以推导出：

Ｘｄ

Ｘｆ
＝ Ｐｄ

Ｐｆ
( )

－２α１ Ｙｄ

Ｙｆ
( )

－α２ ＬＣｄ

ＬＣｆ
( )

－α３
（８）

因为本国产品出口市场份额 Ｍｘ
ｄ 和

Ｘｄ

Ｘ ｆ
成正比关系， 所以根据式 （７） 和

（８） 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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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ｘ
ｄ ＝ Ｆ Ｐｄ

Ｐｆ
，
Ｙｄ

Ｙｆ
，
ＬＣｄ

ＬＣｆ
( ) （９）

式 （９） 表明， 本国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 Ｍｘ
ｄ 由

Ｐｄ
Ｐ ｆ

（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

的相对价格水平）、
Ｙｄ
Ｙｆ

（本国与外国的相对收入水平） 和
ＬＣｄ
ＬＣ ｆ

（本国与外国的相

对劳动力成本水平） 这 ３ 个因素决定。

一般而言， 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可以界定为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保持并

提升利润份额的能力。 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出口市场份额增加， 会提升该

产品的利润份额， 从而进一步提升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 我们可以推出一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表达式：

Ｓｘ
ｄ ＝ Γ Ｍｘ

ｄ
( ) ＝ Ｇ Ｐｄ

Ｐｆ
，
Ｙｄ

Ｙｆ
，
ＬＣｄ

ＬＣｆ
( ) （１０）

式 （１０） 表明， 一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依然取决于以下 ３ 个因素： 本国

产品与外国产品的相对价格水平
Ｐｄ
Ｐ ｆ

、 本国与外国的相对收入水平
Ｙｄ
Ｙｆ

、 本国与

外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水平
ＬＣｄ
ＬＣ ｆ

。

根据上述推导， 同理可得多国模型。 假设世界上有 ｎ 个国家 （ ｎ ＞ ２ ），

那么，
Ｐｄ
Ｐ ｆ

为本国产品价格与世界其余国家产品价格的加权值之比。 若 ｎ 趋于无

穷大， 则
Ｐｄ
Ｐ ｆ

可视作本国货币的实际有效汇率 ＲＥＥＲ ；
Ｙｄ
Ｙｆ

可视作本国与世界的

相对收入水平
Ｙｄ
Ｙｗ

；
ＬＣｄ
ＬＣ ｆ

可视作本国与世界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水平
ＬＣｄ
ＬＣｗ

。

因此， 当世界上有很多国家时， 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可用下式表示：

Ｓｘ
ｄ ＝ φ ＲＥＥＲ，

Ｙｄ

Ｙｗ
，
ＬＣｄ

ＬＣｗ
( ) （１１）

由 （１１） 式可知， 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由本币实际有效汇率、 本国与

世界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 本国与世界之间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水平 ３ 个因素决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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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经济数据均为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 可以假设 ＲＥＥＲ 、
Ｙｄ
Ｙｗ

、
ＬＣｄ
ＬＣｗ

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 这将在下文中得到验证。 根据式 （１１）， 可设想 Ｓｘ
ｄ

与 ＲＥＥＲ 、
Ｙｄ
Ｙｗ

以及
ＬＣｄ
ＬＣｗ

在长期中存在均衡关系。 因此， 可构建以下计量

模型：

Ｓｘ
ｄ ＝ β０ ＋ β１ ｌｎＲＥＥＲ ＋ β２ ｌｎ

Ｙｄ

Ｙｗ
( )＋ β３ ｌｎ

ＬＣｄ

ＬＣｗ
( )＋ μ （１２）

式 （１２） 中， Ｓｘ
ｄ 为广东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ＲＥＥＲ 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Ｙｄ 为广东省的收入水平， Ｙｗ 为中国的收入水平， ＬＣｄ 为广东的劳动力成本， ＬＣｗ

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可以预测 （１２） 式中各解释变量系数的符号。 根

据 （８） 和 （９） 式，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本国产品与外国产品的相对

价格水平上升， 将引起本国产品出口市场份额降低， 其国际竞争力下降。 因

此， β１ 应为负值。 β２ 的符号无法确定， 这是因为中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

提高， 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的增速高于其他国家从中国进口的增速， 中国农业

的国际竞争力将下降； 但是， 不能忽略一国收入的增长也会促进出口———中国

的经济增速比世界平均水平快， 会有更多的外资流入中国， 从而促进中国出

口。 所以， 中国相对于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提高， 也可能提升中国农业国际竞

争力。 β３ 的符号应为负号， 这是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相对提高会引起供给能

力的相对降低， 同时使出口价格提高， 从而导致出口增长率低于其他国家的出

口增长率， 最终引起中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下降。

（二）变量选择与数据说明

以下对计量分析所需变量进行说明 （见表 １）。 汇率是用一国货币表示的

另一国货币的价格。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用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 即以一

定单位的本币为标准， 折算成一定数量的外国货币。 其方法是各种双边汇率的

加权平均 （以中国主要贸易伙伴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为权数）， 再根据

物价进行汇率调整。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年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月

度数据则来自国际清算银行 （ＢＩＳ） 数据库。 劳动力成本是企业支付给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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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及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广东省劳动力

成本数据来源于 《广东统计年鉴》。

表 １　 模型中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变量 含义 数据来源

Ｓｘ
ｄ

广东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下文将用广东省谷物的

贸易竞争力指数衡量。 在下文的实证分析部分，
将用 ＴＣ 表示

《广东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ＲＥＥＲ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Ｙｄ 广东的收入水平，用广东省的 ＧＤＰ 来衡量 《广东统计年鉴》

Ｙｗ 中国的收入水平，用中国的 ＧＤＰ 来衡量 世界银行数据库

Ｙ 广东与中国的相对收入水平，即
Ｙｄ

Ｙｗ
《广东统计年鉴》及世界银行数据库

ＬＣｄ
广东劳动力成本，采用广东城镇职工平均实际工

资指数（上年 ＝ １００）的数据
《广东统计年鉴》

ＬＣｗ
中国劳动力成本。 采用中国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

均实际工资指数（上年 ＝ １００）的数据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２００５）及《中国

统计年鉴》（２０１３）

ＬＣ 广东与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水平，即
ＬＣｄ

ＬＣｗ

《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

鉴》 （ ２００５ ） 及 《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
（２０１３）

　 　 说明： ①根据本报告定义， 应选择广东省谷物的出口利润份额来衡量广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 鉴于现实查找数据的困难， 且贸易竞争力指数在实证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下文将选取广东省

谷物的贸易竞争力指数来衡量广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 ②样本容量为 １９， 时间区间为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

（三）实证研究

变量 ＴＣ、 ｌｎＲＥＥＲ、 ｌｎＹ 和 ｌｎＬＣ 具有大致相同或相反的变化趋势， 说明它

们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见图 １１）。

（１） 平稳性检验。 下文将用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检验来检验式 （１２） 中各变量

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 如果式 （１２） 中各变量均平稳， 那么就可满足协整

检验的要求。 所以， 下文将首先采用 ＡＤＦ 及 ＰＰ 检验来对式 （１２） 中各变量的

平稳性进行检验 （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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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序列 ＴＣ、 ｌｎＲＥＥＲ、 ｌｎＹ 和 ｌｎＬＣ 的折线图

表 ２　 ＡＤＦ 和 ＰＰ 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形式 ＡＤＦ 统计量 Ｐ － Ｐ 临界值 结论

ＴＣ （ｃ，ｔ，０） － ３ ００４３ － ３ ０４９４ － ３ ２８６９ 非平稳

△ＴＣ （ｃ，０，０） － ６ ４７８３ ∗∗∗ －６ ４７８３ ∗∗∗ －３ ８８６８ 平稳

ｌｎＲＥＥＲ （ｃ，ｔ，０） － １ ９０２１ － ２ ４１００ － ３ ２８６９ 非平稳

△ｌｎＲＥＥＲ （ｃ，０，０） － ２ ８３４５∗ －２ ３９６１ － ２ ６６６６ 平稳

ｌｎＹ （ｃ，ｔ，０） ０ ７６２７ ０ ５２８５ － ３ ２８６９ 非平稳

△ｌｎＹ （ｃ，０，０） － ２ ０３３２ ∗∗ －２ ０３３２ ∗∗ －１ ９６２８ 平稳

ｌｎＬＣ （ｃ，ｔ，０） － ３ ０３６０ － ３ ０３６０ － ３ ２８６９ 非平稳

△ｌｎＬＣ （ｃ，０，０） － ６ １９９３ ∗∗∗ －８ ０２２３ ∗∗∗ －３ ８８６８ 平稳

　 　 注： ∗∗∗表示在 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 ∗∗表示在 ５％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

非平稳的原假设， ∗表示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非平稳的原假设。

从表 ２ 可知， 原序列 ＴＣ、 ｌｎＲＥＥＲ、 ｌｎＹ 和 ｌｎＬＣ 都是非平稳序列， 而一阶

差分序列 ｉＴＣ、 ｉｌｎＲＥＥＲ、 ｉｌｎＹ 和 ｉｌｎＬＣ 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均已平稳， 可以

判定 ＴＣ、 ｌｎＲＥＥＲ、 ｌｎＹ 和 ｌｎＬＣ 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满足了协整的前提， 因此

式 （１２） 中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

（２） 协整检验。 根据协整定义， 如果各变量是同阶单整序列， 那么其线

形组合可能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本报告选取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检验的方法

来确定协整向量个数 （见表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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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检验结果

原假设下协整

方程的个数
特征值 迹统计量 ５％临界值 Ｐ 值∗∗

没有∗ ０ ７７５６５９ ５９ ４１２９７ ４７ ８５６１３ ０ ００２９

最多一个∗ ０ ６３５０６８ ３４ ００４９８ ２９ ７９７０７ ０ ０１５５

最多两个∗ ０ ５７１６２７ １６ ８６８２２ １５ ４９４７１ ０ ０３０９

最多三个 ０ １３４５３４ ２ ４５６２９０ ３ ８４１４６６ ０ １１７１

　 　 注： ∗表示在 ５％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表示 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Ｈａｕｇ － Ｍｉｃｈｅｌｉｓ 的 Ｐ 值。

表 ３ 的结果显示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 存在一个协整向量， 使各变量的

某种线性组合平稳。 从而说明了式 （１２） 中的各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 （见

表 ４）。

表 ４　 协整系数估计结果

ＴＣ ｌｎＲＥＥＲ ｌｎＹ ｌｎＬＣ

１ ００００００ ０ ８４２４２８ ２ ８７７９５０ ７ ３８７０１２

（０ ２８７２０） （０ ３３７１５） （１ １４５９７）

似然比：１４８ ８４６５

　 　 注： 协整系数下面括号中的值为渐进标准误。

根据表 ４ 可写出协整方程：

ＴＣ ＝ － ０ ８４２４ｌｎＲＥＥＲ － ２ ８７８０ｌｎＹ － ７ ３８７０ｌｎＬＣ （１３）

根据表 ４ 中系数与标准误的数值， 计算各系数的 Ｔ 值， 可知各系数均为显

著。 从式 （１３） 协整方程可以看出： 一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广东谷

物国际竞争力具有负向影响， 人民币每升值 （贬值） １％ ，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

力将降低 （提高） ０ ８４２４％ ； 二是相对收入水平和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成负

相关关系， 具体地说， 广东与中国的相对收入水平每提高 （降低） １％ ， 广东

谷物国际竞争力将下降 （上升） ２ ８７８０％ ； 三是相对劳动力成本和广东谷物

国际竞争力之间成负相关关系， 即广东与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每上升 （下

降） １％ ，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将降低 （提高） ７ ３８７０％ 。 结果均与上文的预

测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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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提高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对策建议

本报告运用协整检验方法， 探讨了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

际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推导出描述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东谷物国际竞

争力关系的理论模型， 并利用 １９９４ ～ ２０１２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实证

结果表明， 三者之间均具有负相关关系， 即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 （人民

币升值）、 劳动力成本提高都会使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下降。 具体来说， 一是

人民币每升值 （贬值） １％ ，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将下降 （上升） ０ ８４２４％ ；

二是广东与中国的相对劳动力成本每上升 （下降） １％ ， 广东谷物国际竞争力

将降低 （提高） ７ ３８７０％ 。

根据实证结论， 从政府及企业两个角度， 对提高广东省谷物国际竞争力给

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角度的对策建议

（１） 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或缓慢升值的态势。 人民币升值会使得广

东省谷物的国际竞争力下降。 因此， 为保障广东省谷物进出口贸易的健康发

展， 政府应该采取市场调节及行政干预相结合的方式， 保持汇率相对稳定或者

缓慢升值的态势， 减少人民币汇率风险， 以防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对广东省谷

物进出口企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２） 科学地引导谷物进出口企业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合理预期。 人民币持

续大幅度升值将会促使谷物进出口企业不断强化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从而导

致谷物进出口企业提前出口或推迟进口， 此举不利于广东省谷物进出口贸易的

健康发展。 为此， 政府应该科学地引导谷物进出口企业对未来人民币升值产生

合理的预期， 防止出现谷物进出口企业因对人民币汇率波动预期发生突然转变

而大幅度调整谷物进出口规模的现象， 从而保障市场的稳定。

（３） 加强对农业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 提高劳动力质量。 在继续做好对

在岗农业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培训的同时， 应加强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

技能培训， 加快发展农村中高等职业教育， 培养更多适合市场需求的农业从业

人员， 从源头上提高新生代农业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从而促进农业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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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提高。

（４） 实行 “科教兴农” 战略， 提高广东农业科技水平。 政府应加大对农

业科研的投入力度， 包括科研人员及科研设施的投入等， 对取得重大农业科技

成果的人才进行精神及物质上的奖励。 同时， 政府还应鼓励科研创新以及积极

引进先进的农产品生产技术， 从而提高广东农业的科技水平。 广东必须发挥低

劳动力成本优势， 同时通过引进和自主研发新产品， 促进谷物生产的传统技术

与高新技术相结合， 加快优良品种和农业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从而提高广东谷

物的科技含量， 缩短广东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科技领域的距离， 争取早日在农业

科技领域取得竞争优势。

（二）企业角度的对策建议

（１） 提高汇率风险防范意识及对汇率风险的抵御能力。 谷物进出口企业

应提高自身的汇率风险防范意识， 充分利用各种手段对冲汇率风险， 锁定企业

的经营利润， 不断做大、 做强， 从而提高自身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

（２） 适当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平。 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涨能促进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因此， 谷物进出口企业应适当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水

平， 激发农业从业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３） 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 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 面对劳动力成本的

持续上升， 国内已有很多农产品进出口企业开始用设备替代劳动。 未来， 广东

省谷物进出口企业应继续加大设备和技术投资的力度， 鼓励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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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广东水产品生产和外贸

发展态势研究

　 张庆霖

摘　要： 广东是我国水产品大省， 水产品生产和外贸具有较强的竞争

优势。 本报告结合统计数据， 分析了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广东水

产品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态势， 详细梳理了广东水产经济

在全国的地位， 水产品生产和出口贸易的总量、 结构等。 结

果显示， 广东具有发展水产业资源禀赋的优势， 是中国重要

的水产品生产和出口基地， 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 但是广东也存在水产品安全质量问题突出、 组织化

程度低、 出口产品和市场结构单一等问题， 需要在生产和贸

易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





































关键词： 水产品　 出口贸易　 广东农业贸易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全球范围内水产品消

费需求日趋旺盛。 中国是全球重要的渔业生产和贸易大国， 渔业是农业和国民

经济重要产业组成部门。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水产品生产和对外贸易一直保持

高速增长。 从 １９８９ 年开始， 中国水产品产量就一直稳居全球首位。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水产品产量达 ６１７２ 万吨， 水产品产量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３５％ ， 其中养殖

水产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７０％ 。 自 ２００２ 年起， 中国超越泰国、 挪威成为全球

第一大水产品出口国， 占全球水产品出口额的比例在 １０％ 以上。 水产品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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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全部农产品出口总额比重一直保持在 ３０％ 以上， 是第一大出口农产品。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水产品出口额从 １３８ ２８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２ ６３ 亿美元， 出

口量从 ３３３ ８８ 万吨增加到 ３９５ ９１ 万吨。 与此同时， 中国水产品进口量也在大

幅增加，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水产品进口额从 ６５ ３６ 亿美元增加到 ８６ ３８ 亿美

元， 进口量从 ３８２ １８ 万吨增加到 ４１７ ０３ 万吨。

中国各地水产经济发展水平高低不一， 区域发展不平衡， 尤其是部分

地区没有能够充分利用水产资源优势。 广东几乎所有的海洋与水产资源禀

赋都列全国首位， 但整体渔业经济竞争力却落后于福建、 山东等省， 没有

体现出资源禀赋优势。 广东濒临南海， 大陆海岸线长 ４１１４ 千米， 占全国总

长度的 ２２ ８％ ， 位居沿海省份首位。 仅次于广东省的是福建省和辽宁省，

其大陆海岸线分别为 ３７５２ 千米和 ２２９２ ４ 千米。 广东海域面积达 ４１ ９ 万平

方千米， 仅次于海南省位居沿海省市第二位。 从沿海滩涂面积来看， 广东

拥有全国沿海省市最大的海水可养殖面积， 总量达 ８３ ５７ 万公顷； 在浅海

资源方面， 广东也具有绝对的优势， 以 ６６ ４ 万公顷领先全国。 广泛的海

域， 漫长的海岸线与优质可开发的滩涂资源， 为广东发展水产业提供了得

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早在 ２００４ 年， 广东省委、 省政府就做出了 《关于加快海洋经济发展的决

定》， ２０１１ 年国务院批准实施 《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渔业经

济是海洋经济的重要组成， 在提高渔民收入， 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对虾、 罗非鱼、 鳗鱼等是广东优势水产品种， 在广东农业经济中占

据重要地位。 ２０１３ 年广东水产品总产量达 ８１６ １３ 万吨， 占全国水产品产量的

比重为 １３ ２２％ 。 水产品进出口总额为 ４５ ８４ 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重为

１５ ８７％ ， 其中， 水产品出口额为 ３３ ３ 亿美元， 占全国的比重达 １６ ４３％ 。 水

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对拓展广东水产业发展空间， 增加农村剩余劳

动力就业机会和农民收入， 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促进广东水产品加工业、 水

产饲料业、 渔用医药业、 渔用机械制造业等关联产业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拉

动作用。

在广东水产业发展到如此规模的背景下， 研究水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的数

量和结构就显得十分必要。 首先， 广东作为水产品出口大省的特征已经显现，

根据国际市场需求变动， 调整出口结构、 减少贸易摩擦、 将 “出口大省”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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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同类型出口国家和出口省份的 “冲击” 降到最低， 无疑是广东水产品降

低出口风险， 促进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明智选择。 其次， 广东水产品在国际

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和获利情况， 不仅要取决于 “量”， 更要取决于 “质”。 工

业出口战略引致的 “贫困化增长” 已经给广东水产品出口敲响了警钟， 必须

积极促进水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最后， 根据市场的需求变动， 调

整出口规模和结构，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充分获取动态贸易利益， 是广东促

进水产品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 本报告从生产和贸易情况方面对

广东水产业发展状况进行梳理， 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的对策

建议。

一　广东水产品生产与加工基本概况

（一）广东水产业增速放慢，在全国的地位有所下降

　 　 广东是海洋大省， 水产资源丰富， 水产业发展条件得天独厚。 近几年， 广

东水产品生产增速放慢。 从水产品总产量上看， 广东水产品生产近年来保持了

平稳增长态势 （见图 １、 图 ２）。

图 １　 广东水产品产量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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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广东水产业产值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总产量从 ６６４ ３４ 万吨增长到 ８１６ １３ 万吨， 年

均增长 ２ ９８％ ， 比全国增速 （３ ８２％ ） 低 ０ ８４ 个百分点。 从产值上看，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业经济总产值从 １２１７ ４ 亿元提高到 ２１２４ ９５ 亿元，

年均增长 ８ ２８％ ， 比全国平均增速 （１０ ６３％ ） 低 ２ ３５ 个百分点。

由于水产品总产量和水产品总产值增速均慢于全国平均水平， 广东水产经

济在全国水产版图中的地位逐步下降。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广东水产业产值占全国

的比重从最高的 １２ ６７％逐步下降到 １０ ９８％， 降低了 １ ６９ 个百分点 （见图 ３）。

图 ３　 广东水产业与全国水产业增长的比较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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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产品产量占全国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下降， 从 １３ ９９％微降到 １３ ２２％ 。

山东、 广东、 福建、 江苏和浙江是中国水产经济较发达的 ５ 个省份， ２０１３

年 ５ 个省份水产业经济总产值达到 １ １９ 万亿元， 占全国的比重达到 ６１ ７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沿海其他省份获得了快速增长， 山东、 江苏、 福建、 浙江等省

的水产业产值平均增速分别为 ２２ ９６％ 、 １３ ６８％ 、 １２ ７８％ 和 ９ ９９％ ， 都高于

广东增速。 广东水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相对下降， 排名领先的优势正在逐步丧

失， 特别是与排名第一位的山东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并相继被福建和江苏所超

越。 目前， 广东水产业经济总产值保持在全国第 ４ 位 （见图 ４）。

图 ４　 中国水产业经济总产值前 ５ 名省份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二）广东水产业延续养殖业上升和捕捞业下降的态势

从水产品生产内部结构来看， 养殖产品在广东水产品生产中占据绝对比

重。 广东是中国水产养殖第一大省， 规模化品种在全国占有非常明显的优

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养殖产品产量从 ５６３ ７４ 万吨增长到 ６４７ ７４ 万吨

（见表 １）， 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从 ７７ ３３％ 进一步上升到 ７９ ３７％ ； 捕捞

产品在此期间基本保持稳定， 呈现极小幅度波动， 但占水产品总产量的比重

却在逐步下降， 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２ ６７％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 ２０ ６３％ 。 特别是在远

洋捕捞方面， 由于近年来相关海域争端形势日益严峻以及国际公约和相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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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海洋管理的加强， 产量下降得较快， 在水产品总产量中所占比重已经不

足 １％ 。

表 １　 广东水产品生产内部结构

单位： 吨， ％

产品类型
２０１０ 年

产量 占比

２０１１ 年

产量 占比

２０１２ 年

产量 占比

２０１３ 年

产量 占比

总产量 ７２９０２９９ １００ ００ ７６２５３３２ １００ ００ ７８９５００４ １００ ００ ８１６１２６８ １００ ００

养殖产品 ５６３７３５７ ７７ ３３ ５９７０４１９ ７８ ３０ ６１９８３０３ ７８ ５１ ６４７７４２２ ７９ ３７

　 海水养殖 ２４９０６８８ ３４ １６ ２６５５７４６ ３４ ８３ ２７５７３６２ ３４ ９３ ２８７００２０ ３５ １７

　 淡水养殖 ３１４６６６９ ４３ １６ ３３１４６７３ ４３ ４７ ３４４０９４１ ４３ ５８ ３６０７４０２ ４４ ２０

捕捞产品 １６５２９４２ ２２ ６７ １６５４９１３ ２１ ７０ １６９６７０１ ２１ ４９ １６８３８４６ ２０ ６３

　 海洋捕捞 １４２９５９２ １９ ６１ １４５２６１５ １９ ０５ １５１０４５７ １９ １３ １４９０８２１ １８ ２７

　 远洋捕捞 ９４７５２ １ ３０ ７３８９６ ０ ９７ ５５６１６ ０ ７０ ６３１８１ ０ ７７

　 淡水捕捞 １２８５９８ １ ７６ １２８４０２ １ ６８ １３０６２８ １ ６５ １２９８４４ １ ５９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广东水产品生产主要分布在粤西、 珠三角和粤东沿海地区 （见表 ２）。

２０１３ 年， 珠三角地区水产业经济总产值和水产品产量分别为 ４６１ １３ 亿元、

３０８ ２８ 万吨， 粤东地区分别为 １５２ ０３ 亿元、 １３６ ７６ 万吨， 粤西地区分别为

３５３ １３ 亿元、 ３２１ ２９ 万吨， 粤北山区分别只有 ４３ １５ 亿元、 ４４ １８ 万吨。 粤西

地区水产资源尤为丰富， 比较优势明显， 一般年份水产品总产量占全省的比重

都在 ２５％以上。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 湛江、 阳江两市水产品产量达 ２３４ ５４ 万吨，

占全省总产量的比重超过 ２８％ 。

从各区域在全省水产版图中的地位观察，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珠三角地区水产

品产值所占比重稳定维持在 ４６％左右， 水产品产量所占比重稳定维持在 ３８％

左右； 粤东地区水产品产值维持在 １４ ８％ 左右， 水产品产量所占比重近年来

不断下降， 从 １７ ７２％逐年下降到 １６ ８７％ ； 粤西地区水产品产值近年来逐年

上升， 占比从 ３３ ８９％上升到 ３４ ９８％ ， 水产品产量所占比重则保持在 ３９％ 左

右； 粤北地区水产品产值占比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从 ４ ５７％ 逐渐下降至

４ ２７％ ， 水产品产量所占比重则保持在 ５ ４％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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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广东水产品生产区域结构

单位： 亿元， 万吨

年份
全省 珠三角 粤东 粤西 粤北

产值 产量 产值 产量 产值 产量 产值 产量 产值 产量

２０１０ ７６５ ４６ ７２９ ０３ ３５７ ９２ ２７９ ５４ １１３ １０ １２９ １８ ２５９ ４４ ２８１ ２９ ３４ ９９ ３９ ０３

２０１１ ８５６ ６７ ７５６ １４ ４０１ ７８ ２８５ ８５ １２７ ８１ １３２ ２７ ２８８ ３８ ２９７ １９ ３８ ７０ ４０ ８４

２０１２ ９４３ ４３ ７８４ ４４ ４３４ ４１ ２９７ ０８ １４０ ０５ １３５ １３ ３２８ １２ ３０９ ６２ ４０ ８５ ４２ ６１

２０１３ １００９ ４４ ８１０ ５１ ４６１ １３ ３０８ ２８ １５２ ０３ １３６ ７６ ３５３ １３ ３２１ ２９ ４３ １５ ４４ １８

　 　 资料来源： 《广东统计年鉴》 （历年）。

（三）广东水产品加工业发展情况

水产品加工业是广东水产业的支柱产业， 加工企业数量和加工能力一直高

于山东、 江苏、 福建、 浙江等全国水产经济排名前列的省份。 但由于近年来出

口增长放缓、 加工原料和用工成本增加等原因， 广东水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呈现

逐步减少的趋势， 占全国比重逐步下降。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加工企业数量

为 １０７７ 家， 占全国的 １１ ０２％ ； 水产品加工能力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２３ １１ 万吨 ／

年锐减至 ２５９ ３７ 万吨 ／ 年， 加 工 能 力 占 全 国 的 比 重 从 １７ ７１％ 锐 减 至

９ ４５％ ； 实际水产品加工量基本保持稳定， ２０１３ 年加工量为 １４３ ３４ 万吨，

加工量占全国的比重为 ７ ３４％ 。 从加工能力利用来看， ２０１３ 年， 全国水产

品加工能力利用率为 ７１ １８％ ， 广东的利用率只有 ５５ ２７％ ， 加工能力利用

严重不足， 产能过剩明显 （见表 ３）。

表 ３　 广东水产品加工及与全国比较

年份
加工企业数目（家）

中国 广东

加工能力（吨 ／ 年）

中国 广东

加工总量（吨）

中国 广东

２０１０ ９７６２ １１７４ ２３８８４９９１ ４２３１１３３ １６３３２４７５ １４４２６３３

２０１１ ９６１１ １１５５ ２４２９３６７３ ２６１９９５０ １７８２７８４０ １４３７８６３

２０１２ ９７０６ １１３０ ２６３８０４１６ ２５９２５７３ １９０７３９１３ １４５６９８８

２０１３ ９７７４ １０７７ ２７４５３０９４ ２５９３６６８ １９５４０１７３ １４３３４４１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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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 广东水产品加工企业存在规模偏小、 综合利用率低等突出问

题。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单个企业年平均加工能力为 ２４０８ ２３ 吨，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２８０８ ７９ 吨）； 年实际加工量为 １９９９ ２ 吨，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３３０ ９６ 吨）。

二　广东水产品外贸发展情况

（一）广东水产品外贸总量与价格

　 　 广东不仅是中国水产品生产大省， 更是中国水产品国际贸易大省， 近年来水

产品出口量占全省农产品出口量的比重一直在 １ ／ ３ 以上。 尽管水产品国际贸易占广

东外贸进出口的比重较小， 却是广东东西两翼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要的出口项目， 也

是沿海渔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对广东农业发展和区域协调起着重要作用。

1 广东水产品外贸地位不断上升

从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额来看，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进出口额达到 ４５ ８５

亿美元， 其中出口 ３３ ３０ 亿美元， 进口 １２ ５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

产品贸易规模持续扩大， 外贸年均增速为 １５ ３２％ ， 其中出口年均增速为

１５ ２０％ ， 进口年均增速为 １５ ６４％ ， 都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广东水产品外贸

各项全国占比不断提高， 地位不断上升 （见表 ４）。

表 ４　 广东省水产品进出口额及与全国比较

单位： 万美元， ％

年份

进出口金额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出口金额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进口金额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２０１０ ２０３６３９０ ２９９００３ ２ １４ ６８ １３８２７６６ ２１７８４２ ２ １５ ７５ ６５３６２４ ６ ８１１６１ ０８ １２ ４２

２０１１ ２５８０９０２ ３４８６７７ ４ １３ ５１ １７７９２３１ ２５７４２０ ８ １４ ４７ ８０１６７１ ７ ９１２５６ ６５ １１ ３８

２０１２ ２６９８１３９ ３８２３２５ ７ １４ １７ １８９８３１１ ２７３６０８ ２ １４ ４１ ７９９８２７ ９ １０８７１７ ５ １３ ５９

２０１３ ２８９０１２１ ４５８５１８ １ １５ ８７ ２０２６３２６ ３３３０１２ ３ １６ ４３ ８６３７９５ １２５５０５ ８ １４ ５３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均

增速

１２ ３８ １５ ３２ — １３ ５８ １５ ２０ — ９ ７４ １５ ６４ —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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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水产品进出口贸易量来看，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贸易量基本保

持稳定， 进出口规模变化不大 （见表 ５）。 ２０１０ 年广东水产品外贸总量为

９２ ２３ 万吨， ２０１３ 年为 ９８ ５３ 万吨， 年均增长只有 ２ ２２％ 。 在此期间， 广东水

产品进出口量占全国比重也没有太大变化， 保持在 １２％ 上下， ２０１３ 年这一比

例为 １２ １２％ 。 从出口量变化来看，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广东水产品出口量基本保持

不变， ２０１３ 年有比较明显的增长， 出口量达到 ５０ ４１ 万吨， 比上年增长

１４ ７８％ ， 是近年来最大增幅。 进口数量则呈现一个反向趋势，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广东水产品进口量持续增长， 但 ２０１３ 年出现一个明显下降， 进口量降至 ４８ １２

万吨， 比上年下降 １１ ７６％ 。

表 ５　 广东水产品进出口量及与全国比较

单位： 吨， ％

年份

进出口数量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出口数量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进口数量

中国 广东
广东

占比

２０１０ ７１６０６３８ ９２２３６９ １２ ８８ ３３３８８３７ ４４８０６０ ７ １３ ４２ ３８２１８０１ ４７４３０７ ９ １２ ４１

２０１１ ８１６１１９７ ９４０７１１ １１ ５３ ３９１２４１８ ４３６５３３ ４ １１ １６ ４２４８７８０ ５０４１７７ ４ １１ ８７

２０１２ ７９２４９６８ ９８４４６５ １２ ４２ ３８０１２１１ ４３９１７１ １１ ５５ ４１２３７５６ ５４５２９４ １３ ２２

２０１３ ８１２９３７７ ９８５２５２ １２ １２ ３９５９０７２ ５０４０８１ １２ ７３ ４１７０３０５ ４８１１７２ １１ ５４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均

增速

４ ３２ ２ ２２ — ５ ８４ ４ ０１ — ２ ９５ ０ ４８ —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广东水产品对外贸易规模占全国比重高于水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 说明广

东水产业外向型特征较为明显，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

从进出口水产品价格来说， 广东出口水产品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见表 ６），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广东与全国出口水产品价差分别为每吨 ０ ０７２ 万美

元、 ０ １３４９ 万美元、 ０ １２３６ 万美元、 ０ １４８８ 万美元， 说明广东出口水产品质

高价优。 从进口水产品来看， 广东进口价格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没

有太大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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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广东水产品进出口价格及与全国比较

单位： 美元 ／吨

年份
中国平均 广东平均

出口单价 进口单价 出口单价 进口单价

２０１０ ４１４１ １７１０ ４８６２ １７１１
２０１１ ４５４８ １８８７ ５８９７ １８１０
２０１２ ４９９４ １９４０ ６２３０ １９９４
２０１３ ５１１８ ２０７１ ６６０６ ２６０８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原始数据， 按照平均单价 ＝ 出口 （进
口） 总额 ／ 出口 （进口） 总量进行粗略估算。

2 水产品外贸在农业贸易中的地位缓慢上升

水产品对外贸易一直居于广东大宗农产品贸易首位， 尤其是出口金额占全

部农产品出口金额的平均比重均在 ３５％ 以上。 最近 ５ 年来， 广东水产品进出

口金额占农产品进出口金额的比重平均在 １８％左右， 出口金额所占比重平均达

３７ ５３％， 进口金额所占比重平均为 ８ １５％ （见表 ７）。 水产品出口占农产品出口

比重远超过进口所占比重， 反映了广东水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远远超过农产品平

均水平， 对广东发展外向型农业、 加快农业 “走出去” 步伐做出了重要贡献。

表 ７　 广东水产品外贸及在农产品外贸中的比重

单位： 亿美元， ％

年份

进出口金额

农产品 水产品
水产品

占比

出口金额

农产品 水产品
水产品

占比

进口金额

农产品 水产品
水产品

占比

２００９ １２８ ４９ ２３ ７８ １８ ５１ ４８ ５８ １６ ９５ ３４ ８９ ７９ ９１ ６ ８３ ８ ５５
２０１０ １５４ ６４ ２９ ９０ １９ ３４ ５６ ７１ ２１ ７８ ３８ ４１ ９７ ９３ ８ １２ ８ ２９
２０１１ １８９ ４９ ３４ ８７ １８ ４０ ６９ ７０ ２５ ７４ ３６ ９３ １１９ ７９ ９ １３ ７ ６２
２０１２ ２１３ ２５ ３８ ２３ １７ ９３ ７５ ０４ ２７ ３６ ３６ ４６ １３８ ２１ １０ ８７ ７ ８７
２０１３ ２３０ １３ ４５ ８５ １９ ９２ ８１ ３１ ３３ ３０ ４０ ９６ １４８ ８２ １２ ５５ ８ ４３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历年）， 《广东统计年鉴》 （历年）。

（二）广东水产品对外贸易结构

1 出口水产品结构

从水产品出口内部结构来看， 广东出口水产品高度集中于 “两条鱼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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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 罗非鱼、 鳗鱼和对虾是绝对的 “拳头” 产品。 ２００９ 年 “两条鱼一只虾”

出口总额达到 １１ ８３ 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水产品的比重达 ６９ ８１％ ， 其中仅对

虾出口额就高达 ７ １ 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水产品的比重达 ４２ ０７％ 。 ２０１０ 年，

３ 个产品的出口总额为 １５ ６９ 亿美元， 占全部出口水产品的比重上升到 ７２％ ；

２０１１ 年， 这两个数据分别为 １７ ６５ 亿美元和 ６８ ５７％ （见表 ８）。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暂未有对虾出口数据， 但鳗鱼和罗非鱼的出口额占比已经大幅下降， 各类优

质鱼苗、 贝类、 沙丁鱼和金枪鱼等品种的出口规模开始扩大， 出口产品逐步走

向多元化。

表 ８　 广东主要水产品出口规模及所占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鳗鱼

出口额（万美元） １４０１８ ４９ ２２１０７ ３８ ２８６７３ １３ １５０４０ ８９ １６９３５ １８

比重（％ ） ８ ２７ １０ １５ １１ １４ ５ ５０ ５ ０９

出口量（吨） １２７７３ ８３ １３８０４ １１ １０３２９ ３７ ３６９５ ２９ ４８９４ ２８

比重（％ ） ３ ２２ ３ ０８ ２ ３７ ０ ８４ ０ ９７

罗非鱼

出口额（万美元） ３２９９５ ５６ ４４９８６ ５３ ４５２３４ ６１ ２３３３４ ８０ ３１３１５ ２４

比重（％ ） １９ ４７ ２０ ６５ １７ ５７ ８ ５３ ９ ４０

出口量（吨） １２０００６ ４０ １４００８９ ９０ １２４８８９ ６５ ６４６６８ ２３ ７３３４４ ３５

比重（％ ） ３０ ２７ ３１ ２７ ２８ ６１ １４ ７３ １４ ４５

对虾

出口额（万美元） ７１３１３ ０７ ８９７６２ １２ １０２６０４ ３０ — —

比重（％ ） ４２ ０７ ４１ ２１ ３９ ８６ — —

出口量（吨） １０７６２８ ６８ １２７０３２ ４２ １２３８４５ ６０ — —

比重（％ ） ２７ １５ ２８ ３５ ２８ ３７ — —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2 进口水产品结构

与出口水产品结构相对集中不同， 广东进口水产品呈现 “一家独大” 的局

面， 主要进口产品是生产各类水产饲料所用鱼粉 （见表 ９、 表 １０）。 ２００９ 年鱼粉

进口额占全部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高达 ６２ ３１％， 进口量所占比重为 ７３ ５５％；

２０１３ 年鱼粉进口额和进口量占全部水产品进口的比重分别为 ４２ ７４％和 ６７ ４５％。

除鱼粉外， 广东其他进口水产品品种较为分散， 没有特别明显、 比重很大、 持续

进口的单一水产品。 在所有进口水产品中， 进口额排名第二位的是对虾， ２００９

年进口额为 ２０９０ ３４ 万美元， 占全部进口水产品比重为 ３ ０６％； ２０１３ 年进口额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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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上升到 ９７７２ ９４ 万美元， 所占比重为 ７ ７９％。 除此之外， 珍珠、 鱼油类产品

进口规模相对靠前， 但进口额所占比重也仅有 ４％左右。

表 ９　 广东主要水产品进口量及所占比重

单位： 万美元， 吨， ％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鱼粉
进口量 ４３８７７３ １０ ２４８７１０ ９６ ３００９３２ ０８ ４０７６４３ ６２ ３２４５６６ ８０
比重 ７３ ５５ ５２ ４４ ５９ ６９ ７４ ７６ ６７ ４５

珍珠
进口量 ５１１ ５０ ５０４ ７５ ３８４ １０ ３１７ ７９ ３１９ ４６
比重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７

对虾
进口量 ３３４８ ２９ ８９４３ ３５ ６３８４ ８４ ６６７７ ０２ ８４５２ ０４
比重 ０ ５６ １ ８９ １ ２７ １ ２２ １ ７６

其他活鱼
进口量 ２０６０ ３２ ４０８３ ３２ ３００２ ８１ ６０２４ ２８ １０３２３ ２１
比重 ０ ３５ ０ ８６ ０ ６０ １ １０ ２ １５

大西洋

鲑鱼

进口量 ２３１０ ８９ ５４６７ １４ ３４７７ ８９ ２１５２ ０４ １６１５ ７６

比重 ０ ３９ １ １５ ０ ６９ ０ ３９ ０ ３４

鱼油
进口量 １９５８９ ９４ ３１８０８ ３２ ３４０３２ ７０ ２２２８２ ７８ ３２７７３ ３０

比重 ３ ２８ ６ ７１ ６ ７５ ４ ０９ ６ ８１

　 　 注： 其他活鱼是指海关 ０３０１９９９９ 编码所指活鱼类型。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表 １０　 广东主要水产品进口额及所占比重

单位： 万美元， 吨， ％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鱼粉
进口额 ４２５７４ ４９ ３９２６６ ４６ ４２３２９ ５０ ５４２４６ ９６ ５３６３５ ２７
比重 ６２ ３１ ４８ ３８ ４６ ３９ ４９ ９０ ４２ ７４

珍珠
进口额 ２８４１ ８５ ３５８５ ７０ ３８１０ ４０ ４２３２ ４１ ３７３６ ２９

比重 ４ １６ ４ ４２ ４ １８ ３ ８９ ２ ９８

对虾
进口额 ２０９０ ３４ ５１５４ １３ ５５９０ ７１ ６５２８ ３５ ９７７２ ９４
比重 ３ ０６ ６ ３５ ６ １３ ６ ００ ７ ７９

其他活鱼
进口额 ３８０ １８ １０８０ １７ ８３８ ６７ ２５０９ ６５ ４３８５ ５８
比重 ０ ５６ １ ３３ ０ ９２ ２ ３１ ３ ４９

大西洋

鲑鱼

进口额 １６０７ ８３ ３８３５ ９１ ２９６６ ３５ ３６７ ０１ ３７９ ８７
比重 ２ ３５ ４ ７３ ３ ２５ ０ ３４ ０ ３０

鱼油
进口额 ２３５２ ２５ ３０７６ １７ ４３１１ １２ ３９６２ ３３ ５０６０ ８４
比重 ３ ４４ ３ ７９ ４ ７２ ３ ６４ ４ ０３

　 　 注： 其他活鱼是指海关 ０３０１９９９９ 编码所指活鱼类型。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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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广东水产品对外贸易市场结构

1 水产品出口市场结构

广东水产品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 来料加工贸易为辅。 从出口市场分布来

看， 主要涉及全球 １５０ 多个国家与地区， 主要出口市场为中国香港、 美国、 日

本等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广东主要水产品出口市场及所占比重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美国

出口额（万美元） ５７１０１ ９１６５ ７１０１４ ６２４１ ６７８９５ ８８２６ ６３３７０ ０６４４ ７３７７１ ９６２３

比重（％ ） ３３ ６９ ３２ ６０ ２６ ３８ ２３ １６ ２２ １５

出口量（吨） １３０８５５ ４６８ １４８６９７ ２１４ １２２４３９ ０８３ １１６６２１ ０８３ １２６１４３ ２７

比重（％ ） ３３ ０１ ３３ １９ ２８ ０５ ２６ ５５ ２５ ０２

中国

香港

出口额（万美元） ３７６４１ ４４４８ ４６６２７ ７４４６ ５７０６８ ５２２８ ７０１０３ ７９２ ９０８４０ ４５５２

比重（％ ） ２２ ２１ ２１ ４０ ２２ １７ ２５ ６２ ２７ ２８

出口量（吨） １２０１９９ ５９ １２２９１９ ５５８ １２１７５８ ２２ １２２６９１ ９５１ １４３２７３ ９０８

比重（％ ） ３０ ３２ ２７ ４３ ２７ ８９ ２７ ９４ ２８ ４２

日本

出口额（万美元） １６３９０ ０４５５ ２２３７１ ５１５６ ３０７５４ １７４９ ３０１１５ ９９８３ ２８５９６ ４６３３

比重（％ ） ９ ６７ １０ ２７ １１ ９５ １１ ０１ ８ ５９

出口量（吨） １９８０７ ３３１ １９３２２ ９３２ １８６６０ ６４ １５４９０ １５８ １５７５９ ７２８

比重（％ ） ５ ００ ４ ３１ ４ ２７ ３ ５３ ３ １３

加拿大

出口额（万美元） ７６４８ ５８４１ １０２４０ １５２２ ９６６７ ８３９１ ８２８３ ７６０１ １０３４３ ５２６３

比重（％ ） ４ ５１ ４ ７０ ３ ７６ ３ ０３ ３ １１

出口量（吨） １１４５６ ３６５ １３９０３ １９２ １１７５０ ６８４ ９７１０ ７４４ １０７６５ ３９２

比重（％ ） ２ ８９ ３ １０ ２ ６９ ２ ２１ ２ １４

澳大

利亚

出口额（万美元） ３４２７ ３７９５ ５８２３ ２７１３ ８４７８ ０７３３ ８２７９ ６５０８ １２６７１ ９３４１

比重（％ ） ２ ０２ ２ ６７ ３ ２９ ３ ０３ ３ ８１

出口量（吨） ８２３６ ２３１ ８５６３ ７１７ ９９５８ ４８４ ９６４５ ９０１ １１４４１ ０３６

比重（％ ） ２ ０８ １ ９１ ２ ２８ ２ ２０ ２ ２７

俄罗斯

出口额（万美元） ４６４０ ６６７５ ５３６３ １６２９ ５９８２ ５３５３ ６２１４ ３９２１ ７０３９ ８５３７

比重（％ ） ２ ７４ ２ ４６ ２ ３２ ２ ２７ ２ １１

出口量（吨） １０７７８ ３７１ １０４９３ １５６ ７８３８ ３９９ ７６１０ ７２５ １０９５５ ８０６

比重（％ ） ２ ７２ ２ ３４ １ ８０ １ ７３ ２ １７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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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美国和中国香港合计在广东水产品出口市场上所占比重

保持在 ５０％ 上下。 例如， ２００９ 年对美国市场出口额为 ５ ７１ 亿美元， 占

３３ ６９％ ， 对中国香港市场出口额为 ３ ７６ 亿美元， 占 ２２ ２１％ ； ２０１３ 年对美国

市场出口额为 ７ ３８ 亿美元， 占 ２２ １５％ ， 对香港市场出口额为 ９ ０８ 亿美元，

占 ２７ ２８％ 。 日本是广东第三大水产品出口市场， 占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保

持在 １０％上下。 ２０１１ 年对日本出口水产品总额为近年来最高， 达到 ３ ０８ 亿美

元， 在水产品出口总额中占 １１ ９５％ ； ２０１３ 年对日本出口水产品 ２ ８６ 亿美元，

在水产品出口总额中占 ８ ５９％ ， 是近年来的最低占比。 除此之外，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俄罗斯也是广东重要的水产品出口目的地， 出口额所占比重均在 ２％

以上， 中国台湾地区、 澳门地区以及泰国也是广东水产品稳定的出口市场， 出

口额所占比重也在 １％以上。

如果进一步按经济组织划分可以发现，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广东最大的水产

品出口目的地。 广东对北美的水产品出口额和出口量均在 ３０％以上， ２００９ 年，

广东对北美的出口额和出口量分别达到 ７ ４６ 亿美元和 １７ １５ 万吨， 在全部水

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分别为 ４３ ９８％ 和 ４３ ２７％ 。 但近年来北美市场在广东水

产品出口目的市场中的地位呈逐步下降趋势， ２０１３ 年广东对北美市场出口额

为 １０ ５５ 亿美元， 所占比重下降到 ３１ ６８％ 。 东盟是广东第二大出口市场， 近

年来所占比重已经稳定上升到 １０％以上。 ２０１３ 年广东对东盟出口水产品 ４ ４２

亿美元， 占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１３ ２８％ ； 出口量为 ５ ４３ 万吨， 占水产品

出口总量的 １０ ７７％ 。 有意思的是， 虽然政府和水产业界一再强调欧盟市场的

重要性， 但实际上， 欧盟在广东水产品出口市场中所占份额非常小。 近年来，

对欧盟的出口额和出口量在广东全部水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均在 ３％以下， 仅

相当于俄罗斯或澳大利亚一个国家的水平。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出口欧盟水产品

９４９６ ７６ 万美元， 所占市场份额为 ２ ８５％ ； 出口量为 １ １４ 万吨， 所占市场份

额为 ２ ２７％ （见表 １２）。

2 水产品进口市场结构

相对于出口规模， 广东水产品进口规模比较小， 进口来源地呈现多样化特

征。 进口来源国主要包括 ３ 种类型： 一是全球水产大国， 如泰国、 印度尼西

亚、 越南， 进口产品主要以常见的对虾、 活鱼等大宗水产品为主； 二是海洋渔

业发达的国家， 如挪威、 加拿大， 进口产品以鲑鱼、 庸鲽鱼等深海鱼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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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２　 广东主要水产品出口市场及所占比重 （按区域分）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北美自由

贸易区

出口额（万美元） ７４５５７ ２６ ９３０２９ ２３ ９２４８２ ６９ ８４９７７ ９４ １０５５０６ ８６

比重（％ ） ４３ ９８ ４２ ７０ ３５ ９３ ３１ ０６ ３１ ６８

出口量（吨） １７１５１９ ２１ １９３２４１ ５４ １６６４５５ ００ １５５２６８ ４３ １７８２１４ ２９

比重（％ ） ４３ ２７ ４３ １３ ３８ １３ ３５ ３５ ３５ ３５

东盟

出口额（万美元） １３９８４ ９５ １８５０６ ９４ ３２０９３ ３８ ３７７４９ ０６ ４４２２２ ５１

比重（％ ） ８ ２５ ８ ５０ １２ ４７ １３ ８０ １３ ２８

出口量（吨） ３０２３４ ４５ ３０５０６ ５９ ４５７３２ ９８ ５１２３９ １３ ５４３０９ ４０

比重（％ ） ７ ６３ ６ ８１ １０ ４８ １１ ６７ １０ ７７

欧盟

出口额（万美元） ３６３６ ７２ ６１２０ ２３ ７６３５ ６０ ８０６１ ８９ ９４９６ ７６

比重（％ ） ２ １５ ２ ８１ ２ ９７ ２ ９５ ２ ８５

出口量（吨） ９１８４ ９３ １０５８２ ５９ １１６８０ ７０ １１３９３ ６６ １１４１７ ４６

比重（％ ） ２ ３２ ２ ３６ ２ ６８ ２ ５９ ２ ２７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三是水产饲料原料大国， 主要进口美国的鱼粉。 美国是广东水产品第一进口

大国，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进口自美国的水产品规模增长明显， ２００９ 年进

口额为 ４５１９ ８７ 万美元， 占全部水产品进口额的比重为 ６ ６１％ ， 进口量为

３ ０６ 万吨， 占全部水产品进口量的比重为 ５ １３％ ； 到 ２０１３ 年进口额增加到

１ ４２ 亿美元， 占全部水产品进口额的比重达 １１ ３０％ ， 进口量增加到 ５ ０８

万吨， 占全部水产品进口量的比重为 １０ ５５％ 。 泰国是广东第二大水产品进

口国， ２０１０ 年进口额为 １ ０７ 亿美元， 在进口市场中所占比重为 １３ ２１％ ；

２０１３ 年广东进口自泰国水产品总额为 １ ２５ 亿美元， 在全部水产品进口额中

所占比重为 ９ ９７％ 。 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也是广东稳定的水产品进口来源

地， 前者所占比重近年来保持在 ５％ 上下， 后者所占比重保持在 ３％ 上下。

另一个很重要的趋势是， 近年来广东进口自越南的水产品出现大幅度上涨。

２００９ 年， 广东从越南进口水产品总额只有 ３１８ ２７ 万美元， 所占比重只有

０ ４７％ ； 但到 ２０１３ 年这两个数据已经分别增长到 ７１３９ ６８ 万美元和 ５ ６９％

（见表 １３）。

进一步按经济组织划分可以发现， 东盟是广东最主要的水产品进口来源

地。 除 ２００９ 年外，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３ 年， 东盟占广东水产品进口市场的份额超过 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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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３　 广东主要水产品进口市场及所占比重 （按国别分）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美国

进口额（万美元） ４５１９ ８７ ４３９８ ３５ １０４２８ ９８ １３９９９ ３６ １４１８２ ２８

比重（％ ） ６ ６１ ５ ４２ １１ ４３ １２ ８８ １１ ３０

进口量（吨） ３０５８７ ２２ ２１０４５ ４９ ６２５５２ ０２ ６８８３７ ６３ ５０７７０ ９７

比重（％ ） ５ １３ ４ ４４ １２ ４１ １２ ６２ １０ ５５

泰国

进口额（万美元） ３６１５ ２６ １０７２１ ６７ ７０８０ ６６ ９３１３ ７５ １２５０９ １２

比重（％ ） ５ ２９ １３ ２１ ７ ７６ ８ ５７ ９ ９７

进口量（吨） ２４５３６ ６４ ５８６１９ ７４ ３７６７１ ７２ ３１７６０ ３９ ３８８０１ １３

比重（％ ） ４ １１ １２ ３６ ７ ４７ ５ ８２ ８ ０６

印度尼

西亚

进口额（万美元） ２９５６ ６３ ４８２７ ５７ ４４３４ ３３ ５６２９ ７１ ７７５７ ８３

比重（％ ） ４ ３３ ５ ９５ ４ ８６ ５ １８ ６ １８

进口量（吨） ２４５９４ ９１ ２５２３６ ３２ ２８３４４ ６０ １９７７３ ６１ ２４８５６ ２３

比重（％ ） ４ １２ ５ ３２ ５ ６２ ３ ６３ ５ １７

越南

进口额（万美元） ３１８ ２７ ２２００ ２２ ３５６４ ９２ ４５２１ ３２ ７１３９ ６８

比重（％ ） ０ ４７ ２ ７１ ３ ９１ ４ １６ ５ ６９

进口量（吨） ２５３９ ３８ ２９２２６ ００ ３４９４７ ３２ ４０１０７ ９６ ６４９９９ ３５

比重（％ ） ０ ４３ ６ １６ ６ ９３ ７ ３６ １３ ５１

挪威

进口额（万美元） ２４０９ ６５ ４５２８ １５ ２１６３ ６３ ４５５６ ２１ —

比重（％ ） ３ ５３ ５ ５８ ２ ３７ ４ １９ —　 　

进口量（吨） ５４７３ ０９ ９０７１ １５ ３７０２ ３０ ６６５０ ２０ —

比重（％ ） ０ ９２ １ ９１ ０ ７３ １ ２２

加拿大

进口额（万美元） １７４４ ８２ ２２０１ ３０ ３９３３ ３５ ３００３ ８７ ３７７８ ０７

比重（％ ） ２ ５５ ２ ７１ ４ ３１ ２ ７６ ３ ０１

进口量（吨） １３２６７ ４８ １３８５６ ７３ １３８６９ ２５ ８０９０ ７７ １０１９３ ７２

比重（％ ） ２ ２２ ２ ９２ ２ ７５ １ ４８ ２ １２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２０１３ 年， 广东从东盟进口水产品 ３ ２６ 亿美元， 占水产品进口总额的 ２５ ９４％ 。

进口自北美市场的水产品近年来也增长很快， 所占比重逐步提高。 ２００９ 年，

北美在广东水产品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只有 ９ ６６％ ， 但到 ２０１３ 年， 这一比例

已经提高到 １７ ７５％ ， 进口额达到 ２ ２３ 亿美元。 与出口情况类似， 广东进口自

欧盟的水产品也非常有限。 ２０１３ 年是近年来进口额最多的年份， 但进口额也

仅有 ２５３３ ９９ 万美元， 在全部水产品进口额中所占比重也仅有 ２ ０２％ （见

表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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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４　 广东主要水产品进口市场及所占比重 （按区域分）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东盟

进口额（万美元） ９６０９ ３５ ２１９０６ ０７ １８５６６ ３０ ２４６９５ ７８ ３２５５１ ０６

比重（％ ） １４ ０６ ２６ ９９ ２０ ３５ ２２ ７２ ２５ ９４

进口量（吨） ６１４７８ ４５ １２５４６６ ０５ １１０６５０ ９０ １０３０６０ ２１ １３８６２８ ５５

比重（％ ） １０ ３１ ２６ ４５ ２１ ９５ １８ ９０ ２８ ８１

北美自由

贸易区

进口额（万美元） ６５９９ １２ ７０９２ ３９ １８６２３ ４３ ２０２９１ ２９ ２２２８１ ８１

比重（％ ） ９ ６６ ８ ７４ ２０ ４１ １８ ６６ １７ ７５

进口量（吨） ４４５４２ ６８ ３５４１０ ０２ ８００３２ ３７ ８５６５４ ６９ ７１３３１ ８７

比重（％ ） ７ ４７ ７ ４７ １５ ８７ １５ ７１ １４ ８２

欧盟

进口额（万美元） １１８２ ６３ １４３３ ８５ １７７０ ８３ １１８７ １５ ２５３３ ９９

比重（％ ） １ ７３ １ ７７ １ ９４ １ ０９ ２ ０２

进口量（吨） ７４０６ ２５ １１９８７ ４３ １０９２５ ９７ ２４９６ ３５ ５９３７ ３１

比重（％ ） １ ２４ ２ ５３ ２ １７ ０ ４６ １ ２３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四）广东水产品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1 广东水产品资源禀赋系数

资源禀赋系数是国际上常用的一种能够比较准确地反映一个地区某种资源

相对丰富程度的计算指标①。 资源禀赋系数的具体计算形式是：

ＥＦ ＝ （Ｅｉ ／ Ｅｗｉ） ／ （Ｙ ／ Ｙｗ）

其中， ＥＦ 是指资源禀赋系数， Ｅ ｉ 指某一省份拥有的资源 ｉ 的数量， Ｅｗｉ指

整个国家拥有的资源 ｉ 的数量， Ｙ 是指某一省份的 ＧＤＰ， Ｙｗ 是指整个国家的

ＧＤＰ。 如果某地区该系数大于 １， 则说明其资源相对丰富； 反之， 则说明其资

源相对匮乏。

据有关数据计算出广东水产品资源禀赋系数 （见表 １５）。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年，

广东水产品资源禀赋系数均大于 １， ２０１３ 年最高， 达到 １ １０２３， 说明广东水产

业具有比较优势， 具有发展水产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资源基础。 此外， 广东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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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山世英、 姜爱萍： 《中国水产品等比较优势和出口竞争力分析》，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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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资源禀赋系数还在逐步提高， 说明广东水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优势在进一步

凸显。

表 １５　 广东水产品资源禀赋系数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广东水产品产量（吨） ７２９０２９９ ００００ ７６２５３３２ ００００ ７８９５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８１６１２６８ ００００

中国水产品产量（吨） ５３７３００２４ ５６０３２０９０ ５９０７６７６０ ６１７２００２９

广东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４６０１３ ０６ ５３２１０ ２８ ５７０６７ ９２ ６２１６３ ９７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３４０３１９ ９５ ３９９７５９ ５４ ４６８５６２ ３８ ５１８２１４ ７５

资源禀赋系数（ＥＦ） １ ００３５ １ ０２２４ １ ０９７３ １ １０２３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广
东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并结合原始数据进行计算。

2 出口率系数

出口率是指产品出口量占总生产量的比重， 这一指标可以近似衡量一国或

地区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或该产品的国际化程度。 因此， 出口率在某种程度

上也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据有关数据计

算出广东水产品出口率系数 （见表 １６）。

表 １６　 广东水产品出口率

单位： ％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广东 ６ １５ ５ ７２ ５ ５６ ６ １８

中国 ６ ２１ ６ ９８ ６ ４３ ６ ４１

　 　 资料来源：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并结合原始数

据进行计算。

广东水产品出口率系数近几年波动较大， 不仅总体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而且与全国的出口率成反向波动的关系。 对比世界主要水产品生产大国的情况还

可以进一步发现， 实际上， 广东水产品国际化程度非常低， 出口相对不足。

3 净出口系数

净出口系数通常是指一个国家某种商品的出口减去进口再与该类商品贸易

总额相比的比率。 净出口系数方法又被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法 （ Ｔｒａ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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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Ｃ） 或者贸易专业化系数法 （Ｔｒａｄ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ＳＣ）①。

其具体计算公式是：

ＴＣ ＝ （Ｘｉｊ － Ｍｉｊ） ／ （Ｘｉｊ ＋ Ｍｉｊ）

其中， ＴＣ 指净出口系数， Ｘ ｉｊ指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的出口， Ｍ ｉｊ指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的进口。 净出口系数的取值范围应在 － １ 和 １ 之间。 一般的， 如果 ＴＣ ＞

０， 表明 ｉ 国家第 ｊ 种商品具有比较优势； 反之， 则不具有比较优势。 ＴＣ 值越

高表示某类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越强， 出口率越高。 还有学者对净出口系数进行

了更为细致的分类： ０ ８≤ＴＣ≤１ 时， 产品具有高比较优势； ０ ５≤ＴＣ ＜ ０ ８

时， 产品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 ０≤ＴＣ ＜ ０ ５ 时， 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ＴＣ ＜ ０ 时， 分析同上②。

运用上述公式计算广东水产品净出口系数 （见表 １７）。 其结果显示， 广东

水产品净出口系数在 ０ ５ 以下， 说明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但比较优势不

够明显。 实际上， 经过测算发现， 全球水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强国， 如泰国、

越南、 印度尼西亚、 厄瓜多尔等国的水产品净出口系数基本都在 ０ ９ 上下， 与

这些国家对比， 广东水产品的国际贸易优势还不够明显。

表 １７　 广东水产品净出口系数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出口金额（万美元） １６９５０７ ０４ ２１７８４２ １６ ２５７４２０ ７６ ２７３６０８ ２ ３３３０１２ ２７

进口金额（万美元） ６８３３２ ３２ ８１１６１ ０８ ９１２５６ ６５ １０８７１７ ５４ １２５５０５ ８１

ＴＣ ０ ４３ ０ ４６ ０ ４８ ０ ４３ ０ ４５

　 　 资料来源：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并结合原始数据进行计算。

4 国际市场占有率

国际市场占有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ｈａｒｅ， ＩＭＳ） 法通常用来比较若干个

国家 （地区） 某类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大小。 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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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玫、 霍增辉： 《中国水产品产业内贸易与国际竞争力的互动关系研究》， 《世界农业》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潘文卿： 《面对 ＷＴＯ 中国农产品外贸优势及战略选择》， 《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０ 年第 １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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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国 ｉ 类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 Ａ 国 ｉ 类产品出口额 ／ 世界 ｉ 类产品出口总额

通过表 １８ 可以发现， 近年来， 广东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逐步提高，

已经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１ ７９％ 提高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 ４５％ ， ５ 年之内市场份额迅速扩

大， 体现出了一定的国际竞争力。 考虑到广东仅为中国的一个省份， 并且水产

品出口率并不高的实际情况， 广东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表 １８　 广东水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

年份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全球出口额（亿美元） ９４８ ００ １０９０ ００ １２０２ ０３ １２９０ ４０ １３６０ ４０

广东出口额（亿美元） １６ ９５ ２１ ７８ ２５ ７４ ２７ ３６ ３３ ３０

国际市场占有率（％ ） １ ７９ ２ ００ ２ １４ ２ １２ ２ ４５

　 　 资料来源： ＦＡＯＳＴＡＴ、 中国海关进出口月度数据， 并结合原始数据进行计算。

三　广东水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存在的问题

（一）广东水产品生产存在的问题

1 远洋捕捞发展滞后，捕捞渔业亟须走出国门

广东捕捞渔船主要以小型、 老旧、 木质船为主， 其中小型渔船约占 ６８％ 、

木质渔船占 ９５％ ， 大部分渔船抵御风浪能力差， 只能集中在沿岸和近海作业，

无法参与深海渔业资源的开发， 这也加剧了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①。 广东远洋

渔业， 特别是深海渔业发展严重滞后， 已经落后于山东、 浙江等沿海省份。 广

东目前从事国内捕捞的企业大约仅剩 １０ 家， 曾经开展过远洋渔业的企业只有

２０ 家左右。 以 ２０１２ 年为例， 全国远洋渔业渔船总量快速增加， 存量远洋渔船

达到 ２０００ 条左右， 但广东几乎没有增加， 远洋渔船大约只有 １２０ 条。

2 养殖方式不科学，产品质量安全无法保证

广东是全国水产养殖第一大省， 但在广东水产养殖生产经营中， 除少数养

殖企业以外， 个体养殖仍是广东水产养殖的主要方式。 大宗出口水产品， 如对

８６１

① 钟啸： 《粤力争国家支持 “深蓝渔业” 发展》， 《南方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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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 罗非鱼、 鳗鱼主要依靠大量养殖户的小规模生产。 传统个体养殖主要依靠

经验的积累， 养殖规模小， 养殖标准低， 生产管理粗放， 技术使用不当， 资金

主要依靠养殖户自筹解决， 抗御风险能力不强。 为了规避养殖过程中的风险，

不少水产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盲目用药， 造成水产品质量隐患； 养殖环境控制

技术差， 导致产品品质不高， 影响产品的外观、 口感和质量， 使生产出来的水

产品在出口时容易遭受技术性壁垒的限制。 因此， 近年来广东出口水产品屡受

欧盟、 美国、 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限制， 例如， 罗非鱼、 对虾等的养殖环境

差、 养殖用药不规范， 影响了其出口贸易的持续发展。

3 产加销组织化程度低，加工过程存在隐患

广东水产业目前主流的模式是养殖户生产， 再由加工企业收购、 加工后销

售。 水产品生产产业化和组织化程度低， 多数出口加工企业与养殖户并没有建立

紧密的 “公司 ＋农户” 型利益联结机制和供需关系， 养殖过程中缺少有关养殖

技术以及病害防治给药剂量、 用药程序、 休药期等方面操作规范的指导， 水产品

药残超标事件屡有发生。 分散化养殖加大了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收购成本， 使得加

工企业无法对养殖户进行有效的监督指导。 有的加工企业挂有出口原料基地只是

应付出口检查和出口证明， 甚至要求养殖户提供虚假供货证明。 从出塘到加工厂

期间长期泡水、 收购过程中不规范使用保鲜剂等， 都成为影响水产品品质的隐

患。 按照 ＨＡＣＣＰ 的规定， 对出口水产品要进行药物残留、 金属残留等项目的检

测。 但生产和加工企业的实际检测项目远远少于规定项目， 设备条件没有达到相

应的要求。 水产品市场信息体系和协调机制不完善， 单家独户的养殖模式的突出问

题是产加销衔接不够， 盲目跟从， 这使得广东水产养殖难以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4 加工流通技术滞后，产业化程度低

目前， 广东出口的水产品仍以鲜冷冻的初级产品为主， 主要利用本地鱼类

进行加工， 深加工水产品比例很小， 不到总产量的 １ ／ ３， 高附加值加工和出口

水产品尚未形成规模优势。 水产品加工品种多样化不足， 仍局限于传统腌熏制

品、 干制品、 罐制品三大传统产品， 对水产品制冷、 腌熏制品、 干制品、 罐制

品、 调味品、 水产药品、 水产保健品、 水产工艺品等产品多样化开发不足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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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宁凌、 唐静、 廖泽芳： 《中国沿海省市海洋资源比较分析》， 《中国渔业经济》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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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加工技术落后， 设备条件有限， 产品质量无法得到充分保证， 难以适应

国际市场越来越苛刻的质量标准。 广东水产加工企业的名牌产品意识不强， 尤

其是龙头企业尚未有效发挥开拓国际市场的带动作用。 除鳗鱼、 对虾加工已形

成一定规模外， 其他产品的加工程度仍然较低。 罗非鱼出口产品大部分为条冻

品， 高价值的鲜、 冻鱼片数量很少。 广东水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尚处于起步阶

段， 规模化、 系统化的冷链物流尚未形成， 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欧盟、 日本、 美

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进口水产品准入标准， 水产物流技术水平低已经

成为影响广东水产品质量和出口的重要障碍。

（二）广东水产品出口存在的问题

1 出口品种单一，市场低端竞争严重

目前广东出口水产品品种单一， 高度集中于 “两条鱼一只虾”， 名优新产

品比例偏低。 出口水产品以粗加工产品为主， 产品附加值低， 在国际市场上主

要还是以价格取胜， 产品贸易风险大。 鳗鱼出口比较典型， 其出口企业为争夺

日本市场， 采取 “压价” 方式， 导致广东养鳗业近年来效益明显下滑， 增产

不增收。 近几年， 对虾出口量的过快增长， 导致出口价格下滑， 并引发美国征

收反倾销税。 由于出口产品相似、 目标市场相同， 出口企业之间以 “降价”

竞争为主， 缺少必要的合作， 特别是在应对国外贸易壁垒时表现最明显， 缺乏

应诉合作， 多持等待、 观望以及 “搭便车” 的态度。 此外， 相关行业组织应

对的主动性、 协调性不够， 在水产品产、 加、 销各个环节中所起作用不够， 对

整个行业的影响能力有限， 使整个水产出口遭受重大损失。

2 出口市场高度集中，新市场开拓力度不足

广东水产品出口市场高度集中， 主要是中国香港、 美国、 日本等几个国家

和地区， 欧洲、 拉丁美洲和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份额十分有限， 巩固传统

市场压力增大而新兴市场又开发不足成为制约广东水产品出口贸易发展的另一

大障碍。 出口市场的高度集中一方面造成了水产品出口企业为了有限的市场空

间竞相压价， 甚至是恶性竞争； 另一方面容易授人口实， 被认定为市场倾销行

为， 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 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措施的限制。 市场高度集中更严

重的后果就是一旦进口国采取相关贸易措施， 出口企业就会遭受毁灭性的损

失， 这对于广东整个水产业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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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出口企业无力应对

当前广东水产品出口企业面临的严峻挑战之一就是进口国家贸易保护的重

新抬头和贸易壁垒的增强，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非关税壁垒措施层出不穷， 尤其

技术性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已经并将继续对广东水产品出口形成重大的负

面影响。 水产品进口国家为了保护其国内市场及消费者利益， 通过各种技术壁

垒、 绿色壁垒对广东水产品进行限制， 标准越来越苛刻， 手段日益隐蔽。 欧盟

的 《欧盟食品及饲料安全管理法规》、 日本的 《肯定列表制度》 都曾造成广东

水产品的大量积压和传统出口市场的大幅丢失。 以鳗鱼为例， 广东曾是全国三

大鳗鱼出口基地， 但是近年来主要鳗鱼进口国———日本先后采取命令检查、 要

求自主限量、 检查货证是否相符、 批批检测 １１ 种药物残留等贸易壁垒手段，

导致广东鳗鱼出口严重受阻， 鳗鱼企业普遍停工。 ２０１２ 年， 广东鳗鱼出口跌

至低谷， 全年出口只有 ３６９５ ２９ 吨， 占全部水产品出口总量比重只有 ０ ８４％ ，

仅相当于 ２００９ 年出口量的 ２８ ９３％ ， 曾经无限风光的鳗鱼产业面临着生死存亡

的考验。

四　促进广东水产品生产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构建安全质量监管体系

　 　 近年来， 广东水产品出口市场相继以环境安全、 食品卫生安全和人类健康

的保障为由， “不约而同” 地制定了严格的产品质量、 食品安全标准和技术法

规， 限制了广东水产品的出口贸易。 因此， 必须改善生产条件， 提高产品

质量。

（１） 推进生产条件 “资质化”， 产品质量标准 “国际化”。 水产品出口企业

最好获得出口目的地国的资质认证。 这就要求水产品出口企业符合种苗、 饲料、

生产等一系列标准化要求， 采取从育种、 饲料、 养殖、 加工、 包装、 储运， 到出

口检测的规范化操作， 要求在优质抗病种苗、 安全高效水产饲料、 健康养殖技

术、 生态养殖模式、 水产品精深加工技术、 水产加工下脚料开发利用技术、 产品

质量安全控制技术、 有害药物残留检测技术等方面深入研发， 广泛采用先进技

术， 切实建立起一整套 “从池塘到餐桌” 的食品安全保障体系， 以满足发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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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设置的各种苛刻的技术标准， 实现水产品的顺利出口。

（２） 加强法律、 法规宣传， 普及水产养殖安全用药知识， 加大药物残留

监控力度， 查处生产含禁用药物成分的渔药、 饲料、 饲料添加剂的经营单位和

个人。

（３） 继续推行 ＨＡＣＣＰ 质量管理， 加强对出口企业的培训， 引导其学习和

了解国际水产贸易的有关政策和技术规程， 增强企业的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

（二）调整水产品贸易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

目前广东水产品出口仍以传统产品为主， 而且出口市场比较集中， 容易受

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 因此， 要加大出口产品结构调整， 培育新的增长点。

（１） 要进行内涵挖潜， 在巩固提高传统出口产品市场份额的基础上， 加

大对珍珠等原有优势出口品种的培育和包装， 扩大产品出口。

（２） 结合渔业生产结构调整， 大力发展环保型、 生态型渔业， 建立一批

创汇型渔业基地， 增加特色品种的出口， 如鲍鱼、 桂花鱼、 罗氏对虾和鲟鱼

等， 培育新的增长点， 形成新的 “拳头” 产品， 增强广东水产品出口的

“后劲”。

（３） 积极开发新兴市场， 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 广东水产品国际市场

仍以美国、 日本等市场为主， 这些国家市场准入的技术性 “门槛” 比较高。

相对而言，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市场准入 “门槛” 相对较低， 是广东水产

品市场未来的开发方向。 必须针对不同国家产品的技术性要求， 努力开发新兴

市场， 积极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化解部分国家贸易壁垒等市场波动对广

东水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影响， 努力提高在广东水产品出口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占

有率。

（４） 加强渔业经济合作。 依托政府或行业组织力量， 由省内优势企业组

成产业集团或企业联合体， 针对东欧、 东盟、 中东、 南美等特定国家和地区开

展有目的的渔业经济合作， 通过市场公关扩大广东水产品的市场渗透率。

（三）探索建设水产产业园，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广东水产品生产、 加工、 营销和贸易各个环节处于分散状态， 有必要建立

产业链比较完整的水产产业园， 实现水产业基地化发展， 促进广东渔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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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

（１） 用足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政策， 探索建设水产产业园。 《广东海

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 属于国家区域发展规划， 是水产业发展的指南，

必须用好用足其政策空间， 提升近海渔业发展潜力， 开发深海渔业， 鼓励拓展

远洋渔业， 大力发展现代海洋渔业。 推动广东水产出口企业探索转型， 促使其

由出口贸易为主向贸易与投资并重转变， 力争在国外投资设厂或建立海外生产

基地， 建立一批跨国企业， 实现就地生产和就地销售。 在进一步巩固出口的同

时， 广东还可以借鉴工业发展的经验， 尝试进一步扩大开放， 利用加工能力优

势大力发展水产品来料加工， 走 “两头在外” 的发展路径。 通过引进国外先

进企业和技术， 加快出口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 提高其国际市场占有率。 积极

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 在湛江、 阳江、 茂名、 汕头、 潮州等优势产业地区建设

一批高水平的水产品精深加工园区， 并配套检验检测、 物流、 海关等服务体

系， 培育一批面向国内外市场的知名水产品牌。

（２） 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扶持力度， 促进渔业转型升级。 逐鹿远洋， 推动

捕捞渔业向深海拓展， 是广东海洋渔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尤其是在过度捕

捞和环境污染的影响下， 近海渔业资源基本枯竭， 要继续发展捕捞渔业， 就必

须加快向远洋进发的步伐。 针对远洋渔业企业， 可以从融资、 税收、 安全等多

方面给予政策支持， 缓解远洋企业贷款困难、 利息和税收负担重的问题， 加大

对远洋捕捞业的补贴和扶持力度。 可以建立远洋渔业发展基金， 支持远洋渔业

重点企业及其项目的发展，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在海外设立渔业中心基地。 重视

对远洋捕捞作业的培训， 提高远洋捕捞业的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 促进渔业技

术的进步和结构优化， 提高渔民远洋渔业作业的安全意识和海上救援能力。 从

科研经费、 人才培养、 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对远洋渔业给予重点扶持， 鼓励科研

单位同远洋捕捞企业开展密切合作， 促进新型渔船、 新渔具、 探鱼装备等硬件

设备的研发， 深化远洋捕捞业价值链条中的产学研合作。 目前， 《深圳市农业

发展专项资金扶持远洋渔业发展暂行办法》 提出， 在市农业发展专项资金中

设立远洋渔业项目， 用于扶持远洋渔业的发展。 建议广东省级主管部门积极跟

踪， 在全省范围内鼓励和发展远洋渔业。

（３） 鼓励技术开发， 提升加工与物流水平。 水产品生产具有明显的周期

性、 季节性、 集中性、 区域性、 技术性等特点， 但水产品的市场需求具有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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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不固定性。 当今全球水产品贸易和交易， 必须采用国际公认的水产品冷链

和食品安全加工控制标准， 企业在生产、 加工或储藏水产品之前， 只有通过水

产品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 ＨＡＣＣＰ 和卫生认证审查， 才能进入国际市场。

因此， 通过开发加工和保险技术提高水产品贮藏和吞吐能力， 确保水产品品

质， 是调剂淡旺季市场供应和国际竞争力的要求。 水产品加工技术主要是加工

工艺、 保鲜技术， 一般都有企业产权和专利保护。 只有保证技术研发投资能够

获利， 企业才会研制新技术。 因此， 政府必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促进外

资及其技术的进入，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四）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作用，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防范体系

广东水产业要想持续发展， 必须主动参与市场竞争， 这就要求企业加强组

织化建设， 同时与政府加强必要的合作， 以应对国际市场上的各种风险。

（１） 发展水产行业组织， 提高组织化程度。 水产行业协会是连接水产品

生产、 加工、 出口相关农户和企业的行业组织， 以其全体成员通过的各种产品

质量标准、 生产规程、 产品的可追溯制度和赔偿制度等实行行业自律， 对水产

品生产进行安全生产监管， 对违反行规的企业进行制裁， 稳定和提高产品质

量。 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 水产行业协会是应对国际贸易纠纷的主要载体。 通

过组合水产行业中的种苗生产业者、 养殖业者、 加工业者以及饲料业者、 出口

业者等产业链多方力量， 以打造广东优质水产品形象为共同目标， 使从业者从

过去的纯买卖关系或竞争关系变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通过行业内的协调， 消

除无序竞争、 恶性竞争， 增强市场竞争力， 实现出口增长方式的集约化， 保证

大多数水产品生产者、 加工者与出口企业的利益。

（２） 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防范体系。 广东水产品在扩大国际市场规模的

过程中， 所受到的限制性因素除了质量、 价格、 经营模式等， 主要还是进口国

的技术壁垒。 为此， 广东水产业外贸持续发展的关键是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

防范体系。 一是建立水产品出口预警机制。 收集、 整理、 跟踪国外的绿色壁

垒， 建立世界主要国家的绿色壁垒数据库， 重点采集中国优势水产品和主要进

口国所制定的标准， 并把信息及时传递给水产品出口企业， 以便采取防御措

施。 二是建立水产行业协会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和应诉基金， 解决政府 “管不

了”、 单个企业 “干不了” 的问题， 增强广东水产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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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建立国际市场信息机制。 在贸易信息的搜寻、 整合、 扩散等方面，

以行业组织为主体， 负责搜寻、 翻译贸易对象国的各种有关贸易的信息， 按照

国别、 行业类别， 分门别类， 把收集到的信息进一步加工整理， 建立各种数据

库， 向企业免费提供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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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天然橡胶供需走势及广东农垦

“走出去”战略分析

　 吴红宇　 黄 冠　 刘贞平

摘　要： 天然橡胶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性资源， 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
近几年， 也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 东南

亚地区是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 前几年大面积种植的橡胶，
近几年开始割胶， 导致供给迅猛增加。 世界天然橡胶呈现供

大于求的格局， 胶价仍将在低位徘徊。 中国是天然橡胶最大

的消费国和进口国， 在经济呈下行态势的背景下， 对橡胶的

需求开始放缓。 中国不具备橡胶种植的比较优势， 长期来看，
橡胶产业必须 “走出去”。 本报告以广东农垦为例， 对广东农

垦种植橡胶的 ＳＷＯＴ 进行分析， 说明 “走出去” 战略对于整

个广东农垦乃至全国天然橡胶产业来说的重要意义。 同时，
本报告分析了 “走出去” 战略可能面对的问题， 并从国家政

策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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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是一种战略性资源， 它与钢铁、 石油、 煤炭并称四大工业原料，

由于具有优良的回弹性、 绝缘性、 隔水性及可塑性等特征， 在日化、 交通运

输、 医疗卫生、 国防科技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用途。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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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消费国和进口国， 且国内天然橡胶长期处于缺口状态， 需求的 ２ ／ ３ 依赖进

口满足。 因此， 对广东天然橡胶贸易进行研究， 必须考虑国内市场需求和国际

供给状况。 天然橡胶产业是典型的资源约束性产业， 种植受区域限制， 只在热

带地区才能良好生长。 中国人多地少， 适宜种植橡胶的土地非常有限， 橡胶生

产根本无法满足自身需求。 为了掌握和保持天然橡胶这种战略性资源的自给份

额， 中国企业采取 “走出去” 战略是大势所趋。

一　国内天然橡胶市场需求分析

全球天然橡胶的需求有 ７０％ 左右集中在轮胎行业， 分析橡胶需求必然离

不开对轮胎行业发展的探讨。 汽车产量对轮胎的需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其

中， 重卡由于轮胎替换频率较高， 成为关注的重点。 工程类重卡与基础建设投

资最为相关， 而物流类重卡则与货运量息息相关。

另外， 除了轮胎行业， 天然橡胶还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 如工业所用的运

输带、 传动带、 各种密封圈； 医疗所用的手套、 输血管； 人们生活所用的胶

鞋、 雨衣、 暖水袋等日常用品， 都是以橡胶为主要原料的。 国防中使用的飞

机、 大炮、 坦克， 甚至尖端科技领域里的火箭、 人造卫星、 宇宙飞船、 航天飞

机等都需要用到大量的橡胶零部件。 影响国内天然橡胶需求的主要因素有宏观

经济形势、 车用轮胎以及其他相关产业政策 （见图 １）。

图 １　 国内天然橡胶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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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汽车用轮胎生产对橡胶需求的影响

1 汽车生产销售增长呈现下降趋势

汽车销售量对天然橡胶的需求起着决定性作用， 国内汽车生产和销售的下

降， 最终将影响天然橡胶的需求。 汽车需求受到经济发展的影响。 但是， 近两

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是由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换。 新一届政府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惠民生” 的执政理念， 摒弃了过去片面追求经济

数量增长的思路。 在确立合理增长区间的同时， 树立了 “新常态” 的观点。

中国经济增长迎来了换挡期， 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平稳增长。 另外， “三

公” 经费的控制也给汽车行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２０１４ 年以来， 汽车生产和销售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春节期间集中消费导

致了 ２ 月份生产和销售的高峰， 之后汽车生产和消费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 而全

年来看不管是生产还是销售， 增速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其中 ８ 月和 ９ 月同比增长

均不到 ５％。 尤其是销售同比增长一直处于下降通道， ８ 月和 ９ 月的同比增速分

别为 ４ ０４％和 ２ ４７％ （见图 ２）， 预计未来两年内增速仍旧难以改观。

图 ２　 ２０１４ 年汽车生产、 销售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ａｍ ｏｒｇ ｃｎ ／ ）。

（１） 乘用车销售高增速难以维持。 近年来， 国内消费者生活水平不断提

高， 引起乘用车销售的快速增长。 但最近一年来其增速开始放缓， 原因在于：

一是经济下行所导致的汽车需求下降； 二是公车消费的严格控制和车改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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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三是各城市限制汽车消费量的措施， 包括限购、 限行和停车费的大幅上

涨， 最终导致乘用车销售增速放缓， 最近 ４ 年乘用车销售情况及增速如图 ３ 所

示。

图 ３　 乘用车各月销售情况及增速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ａｍ ｏｒｇ ｃｎ ／ ）。

乘用车销售呈现典型的季节性特征， 每年春节期间达到销售最高峰， 而在

每年 ５ ～ ７ 月跌到谷底。 从乘用车销售增速来看， 最近 ３ 年乘用车的销售量呈

不断增长态势， 其中 ２０１３ 年同比增速达 １５ ７％ 。 对比过去 ３ 年， ２０１４ 年乘用

车的销售增速各期均处于较低水平。 乘用车销售的高速增长显然难以持续， 这

样一来势必给天然橡胶的需求带来较大影响 （见图 ３）。

（２） 商用车销售呈下降趋势。 商用车包括客车和货车两大类， 轮胎损耗

比乘用车大， 更换频率也较高， 也就是说， 天然橡胶在商用车上的使用数量更

多， 约为乘用车的 ３ ～ ４ 倍。 商用车的销售变动给天然橡胶的需求所带来的影

响更大 （见图 ４）。

根据图 ４， 我们发现商用车的销售同样呈现强季节性特征， 销售在每年

３ ～ ４ 月达到顶峰， 而在 １ ～ ２ 月跌至谷底。 从 ２０１４ 年的销售情况来看， 商用车

销售量在 ３ 月达到最大值 ４５ ９０ 万辆， 之后开始下滑， 至 ８ 月的 ２４ ７４ 万辆。

虽然 ９ 月份略有上升， 达到 ２８ ７６ 万辆， 但总体销售情况并不乐观， 预计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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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商用车各月销售量

资料来源：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ａｍ ｏｒｇ ｃｎ ／ ）。

年 １ ～２ 月销售量仅有 ２０ 万辆左右。 商用车主要用于物流行业， 由于物流行业与

宏观经济走势高度相关， 在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和货币总量 Ｍ２ 增速下降的背

景下， 商用车销售呈现下降趋势， 从而进一步限制了天然橡胶的需求。

（３） 重型卡车销售增长乏力。 近几年， 重型卡车需求下降引起轮胎需求

下降。 重型卡车需求下降的原因如下。 一是物流类重卡的需求与公路货运量高

度相关。 当公路货运量增加时， 物流类商用车的需求增加； 反之， 物流类商用

车的需求下降。 最近 ４ 年来， 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可以

说是一年下一个台阶。 ２０１４ 年大多数月份公路货运量增速在 １０％ 以下，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甚至降到了 ６ ６％ （见图 ５）， 低于 ＧＤＰ 的增速 （７ ４％ ）。 公路货运量

增速下降， 说明物流类商用车销售增长仍将维持偏弱的局面， 最终也将影响天

然橡胶的需求。

二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快速下降减少了对重卡的需求。 工程类重卡主要

用于基础建设类投资。 近年来基础建设降低， 大部分投资投向住宅建设方面。

虽然保障性住房建设方兴未艾， 但由于房价下降， 非一线城市房屋空置率上

升， 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增长率呈现快速下降的局面 （见图 ６）。

２０１３ 年来， 房地产开发投资额累计增长率呈现快速下降的局面， 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的 ２２ ９％一路下滑到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的 １２ ４％ 。 住宅建设投资增长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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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公路货运量同比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部分数据存在缺失。

图 ６　 房地产建设投资额累计增长率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由于统计的是累计增长率，
每年 １ 月没有数据。

下降必定抑制对工程类重卡的需求， 从而进一步给天然橡胶的需求带来负面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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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轮胎生产和需求增速呈下降趋势

由于天然橡胶的 ７０％左右用于轮胎生产， 轮胎产量又受经济形势的影响，

在经济下行的大环境下， 轮胎产量增速同样呈现下降的趋势 （见图 ７）。 除

２００８ 年受金融危机影响外，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一直处于增长状态， 但增速明

显下降，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增 速 分 别 只 有 ７ ６７％ 、 ６ ９５％ 和

７ ９８％ 。 轮胎产量增速的下降是由汽车生产和销售下降所引起， 进而， 其将直

接影响对天然橡胶需求增长。

图 ７　 橡胶轮胎外胎产量及增速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二）国际经贸形势对轮胎及橡胶国际需求的影响

中国具有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 生产的轮胎有很大一部分用于

出口， 而轮胎出口直接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 其波动幅度相对更大。 国

际金融危机引起了新的保护主义行为的盛行， 美国对中国轮胎实行 “双反”

调查， 抑制了中国的轮胎出口。 近几年， 新的充气轮胎出口数量呈现稳步

增长态势， 但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的增长幅度有所降低， 增长率分别仅为

７ ５０％和 ４ ０７％ （见图 ８）。 此外， 新的充气轮胎占轮胎总产量的比重持续

下降。 可见， 近几年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 给天然橡胶的需求带来了较大

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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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新的充气轮胎历年出口数量

资料来源： 中国国家统计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

（三）相关产业政策的影响

近几年， 汽车油耗、 尾气排放、 交通收费等相关交通运输产业政策无疑给

汽车的销售和生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１） 限购给乘用车销售带来了负面影响。 出于环保和解决拥堵的目的， 很

多城市陆续出台了不少政策限制汽车的使用， 主要政策措施有： 限购、 限行、 征

收高额通行费和停车费。 其中， 限购给乘用车销售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大。

广州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突然宣布了汽车限购政策， 从此以后， 广州市中小客

车年增量配额为 １２ 万辆， 每月 １ 万辆。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广州全年上牌量总数

为 ２２ ６ 万辆， 平均月度上牌量约为 １ ９ 万辆。 而在广州限购政策实施后， 每月

上牌量被限制在 １ 万辆。 由此来看， 广州月度上牌量将直接减少约 ５０％。 北京

在 ２０１０ 年没有实施限购时， 全年新增机动车 ８１ 万辆， 而在实施限购后的 ２０１１

年， 北京机动车的数量净增 １７ ４ 万辆， 限购至少减少了 ６０ 万辆新车上路。

目前实施汽车限购的城市有： 上海、 北京、 广州、 贵阳、 天津、 杭州和深

圳， 在最近一两年可能实施限购的城市有： 苏州、 成都等 ８ 个城市， 这是由其

城市拥堵程度所决定的 （见表 １）。 如果上述城市在未来两年内有 ５ 个城市采

取限购措施， 按照限购将减少汽车需求 ５０％ 测算， 那么， ２０１７ 年将减少汽车

需求 ３０ 万辆以上。 这对轮胎产业的影响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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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城市汽车保有量排名及千人保有量排名

城市 苏州 成都 大连 西安 沈阳 武汉 重庆 南京

保有量排名 ９ ４ １７ １４ ２１ １３ ２ ２７

千人保有量排名 ９ ２０ １５ ３５ ３７ ４５ ５７ ３３

　 　 资料来源： 公安部交通管理科学研究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ｍｒｉ ｃｎ ／ ）。

（２） 油耗准入等多项政策实施的影响。 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 预计未来

会有一系列治理汽车尾气排放问题的政策逐步实施。 例如， 营运车辆油耗管理

政策、 商用车准入制度、 生产管理政策等的出台和执行， 将对商用车市场的快

速发展起到 “降温” 作用。

（３） 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政策退出。 前几年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政府采

取了鼓励汽车消费的措施。 随着汽车下乡、 以旧换新等优惠政策的逐渐退出，

商用车的生产和销售受到了一定的抑制。

（４） 路桥费负担过重导致物流业发展受限。 过高的成本一直是制约物流

行业发展的最大障碍， 其原因在于： 在整个物流的流程中， 利润过多地向道路

交通等部门倾斜。 高昂的过路、 过桥费， 再加上滥收费、 乱罚款等， 导致物流

企业负担过重， 物流成本偏高。 ２０１３ 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率高达 １８％ ， 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１ 倍左右， 也显著高于巴西、 印度等发展

中国家的水平①。

（５） 排放升级导致潜在用户持币待购。 排放标准继续升级是大势所趋，

这意味着中心城市甚至乡村在不久的将来， 也会强制实施新排放标准。 潜在消

费者必然会产生犹豫， 是继续选择钻排放的政策空子， 还是购置符合新排放要

求但价格较高的车辆。

（四）小结：橡胶需求变化趋势

综上所述， 国内外的天然橡胶需求疲软， 整体呈下降趋势， 天然橡胶价格

缺乏上涨动力。 具体总结见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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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帅： 《高额过路费成重压物流业提速需走出多重困境》， 《中国青年报》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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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轮胎需求变化趋势

影响因素 橡胶需求

国内汽车用

轮胎生产

乘用车销售增速放缓 持平

商用车销售下降 下降

重型卡车销售增长乏力 持平

轮胎生产和需求下降 下降

国际经贸形势 轮胎出口形势不容乐观 持平

相关产业政策

限购给乘用车销售带来较大负面影响 下降

油耗准入对商用车市场的快速发展起降温作用 持平

汽车以旧换新退出对商用车的生产销售不利 下降

路桥费负担过重使物流业发展受限 下降

排放升级使潜在用户持币待购 下降

　 　

二　世界天然橡胶供给分析

天然橡胶是指从巴西橡胶树上采集的天然胶乳， 经过凝固、 干燥等加工工

序而制成的弹性固状物。 橡胶树从种植到开割一般需要 ６ ～ ８ 年， 所以其供给数

量不可能突然增加， 产量变动需要一定的周期。 供给数量主要取决于橡胶树的种

植面积、 单位产量， 并受气候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天然橡胶产业属于典型的

资源约束性产业， 种植受区域限制， 只有在热带地区才能良好生长。 ２０１３ 年全

球天然胶种植面积约为 １１００ 万公顷， 产量为 １１１５ 万吨， 其中天然橡胶生产国协

会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橡胶产量为 １０３６ 万吨， 占全球的 ９３％。 基于此， 天然橡胶

的供给分析将站在全球的角度， 重点考察 ＡＮＲＰＣ 各成员国的种植生产情况。

（一）天然橡胶国协会的橡胶种植情况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２ 年， 国际橡胶价格高企， 东南亚国家开始大面积开垦种植橡

胶， 一些国家也采取更新种植的方式。 从新种面积上看， 除了马来西亚和斯里

兰卡外， 大多数产胶国都在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种植面积。 其中， 泰国新增

面积居首位，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０ 后新增约 ６８ 万公顷； 越南次之，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２ 年新增

面积达到 ４２ １３ 万公顷 （见表 ３）。 由于橡胶生产的周期原因， 这一部分新种

橡胶在最近几年将陆续开割， 这些新增供应将给国际市场带来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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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ＡＮＰＲＣ 成员国橡胶种植情况

单位： 万公顷

年份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柬埔寨

中国

印度

印度尼

西亚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斯里兰卡

泰国

越南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总面积

新 种

更 新

开 割

６ ０４ ６ ９９ ８ ２０ １０ ８５ １５ ４４ １８ １４ ２１ ３１ ２５ ５９
０ ６２ ０ ９２ １ ８８ ２ ４８ ２ ８１ ３ ７２ ２ ５６ ３ ８０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０ ２６ ０ ４８ ０ ４１ ０ ４７ ０ ３８ ０ ２２
３ ０４ ３ ２３ ３ ０４ ３ ４３ ３ ４１ ３ ８４ ４ ５２ ５ ５３

７４ １０ ７７ ６０ ８７ ５０ ９３ ２０ ９７ １０ １０２ ００ １０７ ００ １１１ ００

４ ４２ ５ ８２ ６ ５１ ４ ９１
３ ９０ ４ ９０ ５ ００ ４ ００
０ ９５ ２ ００ ２ ２０ ２ ５０

４７ １０ ４９ ５０ ５０ ３０ ５２ ００ ５４ ２０ ５８ ２０ ６１ ９０ ６４ ００
５９ ８０ ６１ ５０ ６３ ５０ ６６ ２０ ６８ ７０ ７１ ２０ ７３ ５０ ７５ ９０
１ ６８ ２ １５ ２ ２８ ３ ０２ ２ ５５ ２ ５０ ２ ３０ ２ ４０
０ ７５ ０ ８４ ０ ８５ １ ００ １ １０ １ １０ １ ００ １ ７０

４４ ７０ ４５ ４０ ４５ ９０ ４６ ３０ ４６ ８０ ４７ ７０ ４９ １０ ５０ ４０
３２７ ９０ ３３４ ６０ ３４１ ４０ ３４２ ４０ ３４３ ５０ ３４４ ５０ ３４５ ６０ ３４８ ４０

１ ７１ ６ ７０ ６ ７３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１ ０５ １ １０ １ ００
０ ５０ ４ ４９ ５ ００ ４ ００ ５ ５０ ５ ７３ ６ ０７ ５ ００

２６３ ４０ ２７２ ６０ ２７７ ６０ ２７６ ９０ ２７０ ９０ ２７７ ３０ ２７９ ２０ ２８１ ４０
１２７ １０ １２６ ４０ １２４ ８０ １２４ ７０ １０２ ８０ １０２ ００ １０２ ７０ １０４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６０ ０ ００ ０ ３０ ０ ８３ １ ６５
２ ０６ ２ ０２ ２ ３１ ２ ０７ ２ ０４ ２ ２６ １ ４５ ３ ９７

８５ ３０ ９３ ７０ ８４ ５０ ７５ ００ ５９ １０ ６３ ４０ ６６ ４０ ６０ ５０
８ １９ ９ ４３ １１ １０ １２ ３３ １２ ８３ １３ ８７ １６ １６ １７ ８６
０ １６ １ ６３ ２ ２０ １ ５７ ０ ７９ １ ３０ ２ ５７ １ ９８
—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９
７ １２ ６ ９０ ６ ４４ ６ ５０ ６ ２１ ６ ９６ ８ ２９ ９ ２９

１１ ６１ １１ ７７ １１ ９５ １２ ２１ １２ ４３ １２５ ００ １２ ６６ １２ ８０
０ １０ ０ １９ ０ ２０ ０ ２６ ０ ３１ ０ １４ ０ １６ ０ ３０
０ ２５ ０ ４４ ０ ５２ ０ ６１ ０ ３６ ０ ５９ ０ ２８ ０ ３３
９ １２ ９ ６８ ９ ４３ ９ ３６ ９ ５２ １０ 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２１９ ００ ２２９ ７０ ２４５ ８０ ２６７ ５０ ２７６ １０ — — —
１１ ２６ １０ ９６ １６ １４ ２２ １２ ５ ００ ２ ５０ —　 —　
５ ０４ ４ ０３ ３ ５２ ３ １９ ３ ９１ ４ ０１ —　 —　

１６９ ２０ １７４ ３０ １７７ ４０ １８１ ９０ １８５ ６０ １９０ ００ １９８ ５０ —
４８ ２７ ５２ ２２ ５５ ６３ ６３ １５ ６７ ７７ ７４ ８７ ８３ ４２ ８５ ３２
２ ９６ ４ ０５ ３ ５１ ７ ７２ ５ ４９ ７ ４５ ８ ７５ ２ ２０
０ ４７ ０ ４６ ０ ７０ ０ ８０ ０ ９０ １ ０４ １ １０ １ ２３

３３ ４２ ３５ ６４ ３７ ７８ ３９ ９１ ４１ ８９ ４３ ９１ ４７ １９ ５４ ２５

　 　 资料来源： ＡＮＰＲ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ｎｒｐｃ 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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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产量变化情况

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橡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天然橡胶的产量出现稳定增

长。 橡胶产量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９２５ ４０ 万吨提高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０６６ ６２ 万吨， 年均增

长 ２ ８８％ （见表 ４）。

表 ４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天胶产量数据

单位： 万吨

成员国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初值数

２０１４ 年

预估数

泰 国 ３０５ ６０ ３０９ ００ ３１６ ４０ ３２５ ２０ ３５６ ９０ ３７７ ８０ ４１７ ００ ４１０ ５０

印度尼西亚 ２７５ ５０ ２７５ １０ ２４４ ００ ２７３ ５０ ３０２ ９０ ３０４ ００ ３１８ ００ ３２０ ６０

越 南 ６０ ６０ ６６ ００ ７１ １０ ７５ ２０ ８１ ２０ ８７ ７１ ９４ ９１ １０４ ２０

印 度 ８１ １０ ８８ １０ ８２ ００ ８５ １０ ８９ ３０ ９１ ９０ ８４ ８５ ７９ １０

中 国 ５８ ８０ ５４ ８０ ６４ ３０ ６８ ７０ ７２ ７０ ８０ ２０ ８６ ５０ ８７ １０

马 来 西 亚 １２０ ００ １０７ ２０ ８５ ７０ ９３ ９０ ９９ ６０ ９２ ２８ ８２ ６４ ７０ ００

斯 里 兰 卡 １１ ８０ １２ ９０ １３ ７０ １５ ３０ １５ ８０ １５ ２０ １２ ８３ １１ ６０

菲 律 宾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９ ８０ ９ ９０ １０ ６０ １１ ０７ １１ １２ １１ ４４

柬 埔 寨 １ ９０ １ ９０ ３ ５０ ４ ２０ ５ １０ ６ ４５ ８ ５２ １０ ５９

合 计 ９２５ ４０ ９２５ ３０ ８９０ ５０ ９５１ ００ １０３４ １０ １０６６ ６２ １１１６ ３７ １１０５ １３

　 　 资料来源： 卓创资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９９ ｃｏｍ ／ ）。

从 ＡＮＲＰＣ 各成员国情况看， 除个别国家外， 其他国家近几年的天然橡胶

产量基本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 产量排名前三位的泰国、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始

终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越南作为后起之秀， 其产量也保持持续增长态

势， 最近 ５ 年的年增长率基本维持在 １０％左右 （见图 ９）。

最近两年， 天然橡胶产量出现波动。 ２０１３ 年， 除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和

印度外， 各国产量均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增长。 尤其是泰国， 其作为最大的天然

橡胶生产国， 产量增长超过了 １０％ ， 大大增加了世界天然橡胶的供给。 ２０１４

年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产胶国大部分地区遭遇了台风、 洪水等自然灾害，

天然橡胶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减产， 但由于开割面积增加， 预计减产幅度不会太

大， 而且越南仍将保持 １０％以上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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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历年天胶产量增长率

资 料 来 源： ＡＮＲＰＣ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ｎｒｐｃ ｏｒｇ ／ ）， 卓 创 资 讯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９９．
ｃｏｍ ／ ）。

注： ２０１４ 年为预估值。

（三）天然橡胶生产国协会单产变化

由于种植和割胶技术进步， 绝大部分各产胶国的单产水平不断提升 （见

图 １０）， 这意味着即使保持现有种植面积， 全世界天然橡胶产量仍旧会保持一

图 １０　 各产胶国历年单产情况

资料来源： ＡＮＲＰ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ｎｒｐｃ ｏｒ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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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幅度的增长。 各国历年来具体的单产变化验证了单产提升的事实。 这里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 单产主要还是由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即使是采取精耕细作的

方式， 由于地理纬度较高， 单产也不可能太高， 仅仅超过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

按照资源禀赋理论， 这也再一次说明了其实我们自己种植橡胶并非最优选择。

（四）未来全球产量预测

根据现有种植、 未来开割面积及单产变动情况， ＡＮＲＰＣ 对其成员国未来

天然橡胶产量做出了预测 （见表 ５）。 可以发现， 前几年橡胶价格高涨时， 橡

胶种植面积大增， 之后 １ ～ ２ 年橡胶开割， 从而导致天然橡胶产量快速增长，

尤其是越南的产量增长迅猛。

表 ５　 ＡＮＲＰＣ 成员国未来产量预测

单位： 万吨

年份 中国 印度
斯里

兰卡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菲律宾 泰国 越南 柬埔寨

合计

增产

年产量

预计

２０１４ １４ ４７ ５ ５９ １ ０３ ３ ４０ １２ ０７ ３ １２ ３４ ４１ ６ ７７ ２ ３８ ８３ ２３ １１９８

２０１５ １０ ９１ ７ １８ １ ２４ ３ ９３ ５ １９ ２ ２１ ４４ ３０ １３ ７１ ３ ２９ ９１ ９７ １２９０

２０１６ ５ ３９ ６ ５２ ０ ９６ ３ ００ ６ ７４ １ １８ １５ ５９ １０ ２８ ３ ５８ ５３ ２４ １３４３

２０１７ ７ ６７ ６ ４３ １ ０４ ３ ７７ ６ ９７ １ ９１ １１ ３９ １３ ６６ ４ ６６ ５７ ５０ １４０１

２０１８ ８ ００ ５ ９０ ０ ８６ ３ ３５ ７ ３８ ３ ６９ — １５ ８５ ３ ２７ ４８ ２９ １４４９

　 　 资料来源： ＡＮＲＰ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ｎｒｐｃ ｏｒｇ ／ ）， 卓创资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ｃｉ９９ ｃｏｍ ／ ）。

三　国内天然橡胶供求关系及其价格走势

（一）天然橡胶维持供大于求的格局

　 　 国内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是近年来一直维持的供大于求的格

局， 而且库存数量居高不下， 且有继续增长的势头。 从 ２０１１ 年起， 国内橡胶

供应量已经开始超过消费量， 虽然差额不大， 但导致库存持续增长。 再加上进

口数量的增加， 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底国内橡胶库存将再创新高， 达 ２４１ ２ 万吨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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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所以可以说天然橡胶的熊市并未结束， 预计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其价格仍

将在低位徘徊， 甚至可能降到万元以下。

图 １１　 近年国内天然橡胶产量、 消费量及期末库存

资料来源： 杉立期货 （ｈｔｔｐ： ／ ／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ｃｎｇｏｌｄ ｏｒｇ ／ ｒｕｂｂｅｒ ／ ）。

（二）影响价格的其他因素

除了橡胶生产供给和消费需求因素对价格的影响外， 还有其他因素。

（１） 石油价格下降导致合成胶价格下跌。 ２０１４ 年来， 国际原油价格大

跌， 导致天然橡胶的替代品———各类合成胶的生产成本大幅下降， 从而进

一步拉大了合成胶与天然橡胶之间的价差， 于是企业可能更多地采用合成

胶来替代天然橡胶， 从而减少了对橡胶的需求， 最终又将拉低天然橡胶的

价格。

（２） 世界范围内橡胶库存高企。 全球巨额库存橡胶何时进入中国橡胶消

费市场， 是天然橡胶价格维持的一个巨大隐忧。 具体库存数量属于战略秘密，

但其主要有 ３ 个来源： 一是泰国国储的 ２０ 万 ～ ３０ 万吨橡胶不知何时流向中国

消费市场； 二是中国 ２００９ 年收储的橡胶或多于 １２ 万吨， 到 ２０１４ 年已经有 ５

年时间， 如果有轮储的需求， 那么相当于国内消费市场将增加 １２ 万吨以上的

供给数量； 三是海南和云南的橡胶库存总量 （全乳胶和 ５ 号、 １０ 号、 ２０ 号

胶） 可能有 １５ 万吨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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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 厄尔尼诺现象是热带太平洋海温长时间 （３ 个

月以上） 异常增暖的一种气候现象， 大范围热带太平洋增暖， 会导致全球气

候的变化。 澳大利亚气象局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来连续发布警告： 热带太平洋厄尔

尼诺现象重新显现。 澳大利亚气象局将跟踪系统从 “观察” （Ｗａｔｃｈ） 上调至

“警报” （Ａｌｅｒｔ）， 表明厄尔尼诺现象至少有 ７０％的概率发生。 厄尔尼诺将引发

亚洲的炎热天气， 从印度尼西亚到巴西， 要么将面临极度干旱， 要么将面临暴

雨①。 全球大宗商品和农产品市场将受到重创， 天然橡胶自然也不能例外， 大

幅减产成为必然。 这样一来， 供给数量减少， 可能提振价格。

（三）小结：天然橡胶价格走势及预测

未来天然橡胶价格的变动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我们选取了可能对天然

橡胶需求影响较大的因素， 分别对其未来变动趋势做出预测， 重点研究其可能

对胶价的影响及其作用方向， 具体分析见表 ６。

表 ６　 影响胶价的因素及变动趋势

影响变量 未来变动趋势及作用 天然橡胶的供需变化 对胶价影响

国际

美国 ＱＥ 退出 美国经济增长，消费增加 需求增加 正

日、欧经济 难以复苏 需求难以大幅增长 无影响

厄尔尼诺出现 出现概率较大 供给减少 正

橡胶产量 仍处于增产高峰期 供给持续增加 负

橡胶库存 世界库存仍将增长 潜在供给数量增加 负

市场需求 轮胎出口增速维持稳定 需求略有增加 基本无影响

原油价格 长时间维持低位，合成胶价格下降 减少天胶需求 负

国内

“新常态” 经济增速长时间维持在 ７％左右 需求减少 负

人民币汇率 基本维持稳定 无影响 无影响

房地产价格 不再高位运行，固定投资增速下降 需求减少 负

“三公”消费 大幅下降，公用车负增长 需求减少 负

乘用车 增速预期放缓 需求减少 负

商用车 固定资产投资减少，增速放缓 需求减少 负

橡胶进口量 有加大的可能 供给增加 负

轮胎生产 产量增速平缓 需求小幅增加 正，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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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郝静： 《全球密切关注厄尔尼诺来临》， 《经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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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表 ６ 的分析， 发现未来天然橡胶仍将维持供大于求的格局， 意味着未

来胶价仍将在低位运行， 而且价位已经低于不少国家的成本价 （如中国）。 低

胶价对下游企业降低成本有好处， 但给橡胶种植企业和胶农带来了亏损。 为保

证他们的利益， 需要政府介入， 比如可以采取种植补贴的方式， 以弥补胶农的

损失。

以 ＲＵＬ９ 橡胶指数来分析国内天然橡胶价格走势， 如图 １２ 所示。 这是

ＲＵＬ９ 橡胶指数最近十年来的 Ｋ 线图， 该指数在 ２００４ 年 ～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基本

处于上涨趋势。 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起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 ２８０００ 一路狂跌。

随着经济逐步回暖， 橡胶指数又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最低价 ８６８９ 一直上涨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９ 日的 ４３２９３， 累计上涨近 ４ 倍。 而从 ２０１１ 年至今， 橡胶价格指数虽然

在每年均有两次左右的反弹， 但一直处于下降通道之中， 按 Ｋ 线技术分析，

价格指数仍有继续探底的趋势。

图 １２　 ＲＵＬ９ 橡胶指数 Ｋ 线

资料来源： 广发证券。

四　广东农垦天然橡胶生产状况及其战略选择

广东农垦作为中国三大橡胶种植基地之一， 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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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决定 “一定要建立我们自己的橡胶生产基地”， 由 ２ 万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

转业官兵在 １９５１ 年组建的。 在几代科研人员和农垦人的共同努力下， 被世界

橡胶权威机构列为 “植胶禁区” 的北纬 １８ ～ ２４ 度地区成功地成为中国天然橡

胶种植基地， 为国际橡胶种植业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一）广东农垦天然橡胶生产状况分析

２００２ 年， 为了更好地整合资源， 进一步发展天然橡胶种植加工业， 经农业

部批准成立了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集团公司注册资本 １７ 亿元， 资产总

额超过 ６０ 亿元， 在国内外拥有 ３０ 余家企业、 ２ 个科研机构和 ３２ 个种植基地农场，

是集天然橡胶种植、 加工、 销售以及研发为一体的大型国有跨国企业集团。

目前广东农垦拥有广东地区橡胶 ８５％ 以上的种植面积， 并且地方民营企

业 （或农民） 所收的胶水绝大部分送到农场的干胶厂进行加工， 所以广东农

垦天然橡胶的产量占到全广东省产量的 ９６％ 以上。 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历

年来的产量及种植情况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广东农垦橡胶产量及种植情况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３ 年）

年份
干胶总产

（吨）
国内基地干胶产量

（吨）
年末实有

面积（亩）
当年未开割树

面积（亩）

２００１ ２１４５６ ２１４５６ ４８７３４４ ５５４６０

２００２ ２３４５２ ２３４５２ ４７６６５４ ５８３０７

２００３ ２２３８４ ２２３８４ ４５８０４０ ５１６６０

２００４ ２２３２４ ２２３２４ ４６３２７７ ５６７３０

２００５ ３９４５６ ２１３０７ ４７４５８８ ６６９６９

２００６ ５３００９ ２２３２６ ５０４４９７ ９６７６６

２００７ ５６０３１ ２２５２１ ５４０３７６ １２６４７３

２００８ ５３６１４ ５６８２ ５２６６９７ １３０８１２

２００９ ６４７２９ １３５４８ ５７９７６７ １７８０５２

２０１０ １０５３１０ １３３８３ ６２２６９９ ２２３３７０

２０１１ １１２９４７ １３７６６ ６５２３５０ ２５４６０１

２０１２ １５０７８０ １５３８２ ６６９８９４ ２７６６４３

２０１３ １７８３２６ １６０１２ ６８１８６１ ２９３０９１

　 　 资料来源： 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内部资料。 ２００５ 年起， 广东农垦海外企业开始生产橡胶，
“干胶总产” 与 “国内基地干胶产量” 差额为海外基地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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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广东农垦种植加工橡胶所占份额的现状， 研究广东天然橡胶的供给只

需着眼于广东农垦天然橡胶的生产情况。 以下运用 ＳＷＯＴ 方法分析广东农垦天

然橡胶种植的现状。 美国旧金山教授海因茨·韦里克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在其著

作 《ＳＷＯＴ 矩阵》 中提出了 ＳＷＯＴ 分析法。 该方法将研究对象内部的优势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和劣势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ｅｓ） 以及外部相关的机会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和威胁

（Ｔｈｒｅａｔｓ） 因素以矩形阵势排列出来， 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 将自身的内外

部条件进行综合和概括， 发挥优势， 把握机会， 克服劣势， 化解危机， 从而找到

企业发展的最佳战略目标。 以下运用 ＳＷＯＴ 方法分析广东农垦橡胶种植业。

1 优势

（１） 品牌优势。 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在橡胶产业发展过程中， 不断完

善销售渠道和加强客户管理， 建立了广州、 青岛、 上海、 天津、 厦门等国内营

销网点， 打造了泰国、 新加坡国际贸易平台， 形成了辐射全球的营销网络。 广

垦橡胶现已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品牌。

（２） 技术优势。 广东农垦拥有成熟的植胶技术， 依托广垦橡胶集团内的

科学研究所， 有把握地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垦区在种苗培育推广、 良种种植、

割制以及橡胶初级加工工艺等方面都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 垦区推广的品系主

要以热研７—３３—９７ 为主， 另外还有云研 ７７—４、 湛试 ３２７—１３、 化研 １—２８５

等。 这些品系的橡胶在生长、 产量和抗性上都有良好的表现。 初加工的乳胶获

得了国家级和部级的优质产品奖。

（３） 集团化生产优势。 经农业部批准， 广东农垦的天然橡胶种植生产走

产业化发展的路线， 改变了过去农场分散经营的模式， 成立了广垦橡胶集团有

限公司， 形成了省农垦集团公司—广垦橡胶专业公司—农场生产基地三级管理

模式， 将所有的橡胶加工整合在湛江、 茂名、 阳江 ３ 个厂。 这种生产组织形式

实现了统一管理、 统一加工， 保证了对良种的推广和统筹种植， 加强了对橡胶

加工质量的管理监控， 具有较强的科技推广能力①。

（４） 人力资源优势。 广东农垦有超过 ６０ 年的种胶历史， 培养了一支拥有基

层胶工、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专业种胶管胶队伍。 工作人员不仅技术过硬， 而

４９１

① 吕林汉： 《广东农垦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研究》， 载 《中国热带作物学会第七次全国会员代表

大会暨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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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对橡胶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是橡胶种植发展的重要力量。

2 劣势

（１） 地理环境在橡胶种植上不具有比较优势。 广东农垦有丰富的土地资

源， 国内现有天然橡胶面积 ３ 万多公顷， 但其中以山地和丘陵居多。 而且广东

地处沿海， 台风和寒害危害比较严重， 每隔 ４ ～ ６ 年就会有一次比较强烈的台

风。 橡胶的抗灾能力较弱， 种植期又相对比较长， 一般需要 ６ ～ ８ 年。 胶木从

长成到开割期间， 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风灾寒害的威胁。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垦区就受

到了超强台风威马逊的袭击， 大面积的胶林以及防护林带都被摧毁， 职工十多

年的努力毁于一旦， 对胶工种胶的信心造成重大打击。

（２） 以农场为种植生产单位， 管理成本偏高。 由于体制原因， 农场不仅

负有生产职能， 还负有行政职能， 需对职工的住房、 道路建设、 医疗、 教育、

文化娱乐等事务承担责任， 并且需要负担大批退休职工的工资。 管理成本过高

使得农垦天然橡胶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

（３） 体制问题造成管理上的决策摇摆。 广东农垦在决策上具有较强的行

政决策的特点， 领导的观点和决定对下属单位有着绝对影响。 由于市场胶价剧

烈动荡、 长期低位运行， 动摇了农垦管理层种植橡胶的决心， 广东农垦出现了

“种胶不如买胶” 的说法， 并开始大面积砍伐橡胶树， 改种水果， 这造成了广

东农垦在橡胶种植上的倒退①。

（４） 农垦人才流失的情况严重。 由于农垦经济条件不具备吸引力， 胶工

收入不高， 而且农场大多地处偏远地区， 工作条件艰苦， 年轻一代少有人接

班。 胶价的下滑、 决策的摇摆， 也使得农场现有橡胶生产管理队伍不稳定， 大

量的管理人员和科研人员转行或者跳槽， 而胶工也出现弃割情况。

3 机会

（１） 国家重视和扶持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 ２００７ 年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

促进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的意见》， 确定了天然橡胶作为重要战略物资与工

业原料的地位， 提出要大力发展天然橡胶产业；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农业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下发 《天然橡胶良种补贴苗木基地认定办法 （暂行）》， 推进对

５９１

① 张德生、 何长辉：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天然橡胶生产效率分析———基于广东南华农场的经

验数据》， 《热带农业科技》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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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橡胶良种的补贴；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 《关于促进我国热带

作物产业发展的意见》， 要求加大对天然橡胶的投入力度， 研究对橡胶种植的

补贴政策， 推进国际合作交流①。 中国政府也在酝酿大胶商的概念， 准备进一

步整合橡胶资源， 重点扶持橡胶种植业的发展。

（２） 需求仍将稳步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放缓， 但仍是世界上最大

的天然橡胶消费国， 对天然橡胶有着巨大需求。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 中国已经是

最大的天然橡胶消费国， 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以 ２０１３ 年为例， 国际天然橡

胶的总产量为 １１７０ 万吨， 中国消耗了其中 ３４ ９％的量。 ２０１４ 年中国经济发展

速度虽然有所放缓， 但是总体仍呈现稳步发展的态势。

4 威胁

（１） 国际橡胶种植产量不断增加。 现在全世界有 ４３ 个国家和地区在种植

天然橡胶， 随着橡胶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 产量稳步上升， 从 ２０１１ 年开始，

全球天然橡胶产业就进入了供大于求的格局。 ２０１３ 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为

１１７０ 万吨， 消费量为 １１３０ 万吨， 剩余 ４０ 万吨。 国际橡胶研究组织 （ ＩＲＳＧ）

预测 ２０１４ 年全球天然橡胶产量将达到 １２１０ 万吨， 消费量将达 １１９０ 万吨， 剩

余 ２０ 万吨②。

（２） 缺乏天然橡胶的定价权。 不管是作为天然橡胶最大生产区域的东南

亚诸国， 还是身为天然橡胶最大消费国的中国， 对天然橡胶都没有真正意义上

的定价权， 反而是没有一棵橡胶树的日本和新加坡掌握着全球天然橡胶价格的

话语权。 另外， 广东农垦的橡胶产品以初加工为主， 处于天然橡胶产业链的下

游， 严重依赖汽车、 轮胎产业的发展。 现有初级加工产品技术含量较低， 品牌

影响力较弱， 容易受到市场变化的冲击。

（二）广东农垦的战略选择

根据上述对广东农垦的 ＳＷＯＴ 分析， 可以归纳出一个 ＳＷＯＴ 战略矩阵分析

表， 并得出相关结果 （见表 ８）。 据此可以看出， 广东农垦的优势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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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叶露、 李玉萍、 刘燕群、 梁伟红、 秦小立： 《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广东

农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经商室： 《２０１４ 年全球橡胶产量将达 １２００ 万吨》，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ｃｏｍ．
ｇｏｖ ｃ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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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地缘因素的制约。 垦区土地资源虽然丰富， 但是并不适宜橡胶种植。 农垦

植胶虽然有 ６３ 年的历史， 积累了丰富的植胶经验， 有较强的技术和人才储备，

但是这些优势在地缘环境的约束下都没有被充分发挥出来。 虽然广东被称为国

内三大橡胶生产基地之一， 但是其天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仅占全国种植面积

的 ４％左右， 单就橡胶产量而言， 广东在国际上就没有很大的影响力。 而东南

亚地区气候和土壤都更加优越。 广东可以凭借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人力资源力

量， 与东南亚地区强强联合， 发挥各自的优势， 从而提高广东橡胶生产在国际

上的比重， 增强广东在橡胶国际市场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达到双赢的效果。

因此， “走出去”， 向东南亚发展， 是广东农垦橡胶产业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

表 ８　 广东农垦战略选择的 ＳＷＯＴ 分析

Ｓ：①品牌优势

②集团化优势

③技术优势

④人力资源优势

Ｗ：①地理劣势

②管理成本劣势

③体制劣势

④人才流失劣势

Ｏ：①国家政策扶持天

然橡胶发展

②中国市场仍有巨大的

潜力

ＳＯ 战略：①抓住机遇，开拓国

内和国际市场，扩大品牌影响

力

②利用国家扶持政策，优化产

业，加大产品技术投入

ＷＯ 战略：①响应国家企业“走出去”的号

召，积极将天然橡胶产业向东南亚国家扩

张

②利用国家政策的扶持，改革企业体制，
降低生产成本，调动员工积极性

Ｔ：①国际橡胶供求格

局导致价格低位运行

②天然橡胶定价被他人

掌握

ＳＴ 战略：①利用品牌优势和技

术优势，克服价格竞争带来的

不利影响，保持产品的国际竞

争力

②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减少价

格波动对企业的影响

ＷＴ 战略：①企业向东南亚发展，利用东

南亚的土地资源和人力资源，降低生产成

本

②联合东南亚国家，争取价格的话语权

　 　

五　广垦橡胶集团“走出去”战略的实践

中国橡胶生产与消费存在不平衡， 过度依赖橡胶进口， 这对于中国经济稳

定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因此， 广垦橡胶 “走出去”， 不仅是企业发展的战

略要求， 也是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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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政策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1 企业“走出去”是深化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

１９９８ 年， 党中央提出了企业 “走出去” 的概念， 并于 ２００１ 年在 《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中明确了 “走出去” 战略， 扶持企业向

海外投资发展。 ２０１４ 年中央进一步提出 《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支持企业 “到境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共赢的

农业生产和进出口合作”。 东南亚是天然橡胶的主要产地， 中国 ９０％以上的进

口天然橡胶来自该地区。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的签订给企业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和广阔的合作平台。 广东农垦抓住政策机遇，

将战略规划变为实际行动， 积极向东南亚扩张发展。

2 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为橡胶产业对外合作提供了新契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提出

愿意与东盟国家共建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倡议， 其核心内涵是信息互

通、 贸易畅通和民心的沟通， 共同创建一个稳定、 可靠、 互利共赢的海上丝绸

之路贸易平台。 丝绸之路经济带穿越欧亚 １８ 个国家， 涵盖 ４０ 多个国家， 覆盖

人口约 ３０ 亿人， 在经济版图中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在中国青岛召开的橡胶工业博览会， 开展了以 “四

海聚 ‘胶’ 丝绸之路” 为主题的多国合作对话， 让 “丝绸之路橡胶先行” 成

为东南亚经济发展的主要着眼点， 搭建丝绸之路的东盟国家的产业沟通合作

平台。 各国达成共识， 共同推动橡胶行业的快速发展。 正如中国太平洋经济

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所言： “努力提高营商便利度， 降低交易成本和

融资成本， 加强技术转移和培训， 提高供应链效能， 健全东亚橡胶价值链，

是橡胶产业合作也是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合作进程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①

与东南亚各国在橡胶产业上开展合作， 有助于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

抗衡， 争取对天然橡胶的定价权， 有利于国际橡胶价格的稳定， 从而使橡胶产

８９１

① 赵玥博： 《丝绸之路橡胶先行东南亚政要对话国家合作之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天然橡胶供需走势及广东农垦“走出去”战略分析

业更加公正和公平。 与东南亚各国的利益一致， 有助于形成更紧密合作的关

系， 从而为我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更好地发展创造良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

（二）广垦橡胶集团“走出去”发展基本情况

２００５ 年， 广东农垦抢占先机， 在 “海外再造新农垦” 战略思想的指导下，

果断做出了橡胶产业 “走出去” 的决策， 制定了 “低调进入、 务实推进、 早

见成效” 的工作方针， 采取了 “先主要产胶国， 后次要产胶国， 先投入加工

业， 后发展种植业； 先利用现存资源， 后开发未来资源” 的策略， 加快推动

东盟天然橡胶资源拓展项目。

目前， 广垦橡胶集团在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等国共成立

了 ２０ 家公司， 主要通过独资、 与当地企业合资或合作、 承办当地政府项目等

多种形式建立产业园， 业务涵盖种苗培育、 种植、 加工和贸易等多个方面， 形

成了生产、 加工、 贸易 “一条龙” 的运作。 其中， 泰国广垦橡胶 （沙墩） 有

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占地 １５ 公顷， 总投资 ２９４５ 万美元， 主要生产

ＳＴＲ５Ｌ、 ＳＴＲ２０、 ＣＰＲ２０ 等橡胶产品， 年生产能力达 ９ ６ 万吨。 泰国广垦橡胶

（董里） 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占地约 １０ ９ 公顷， 总投资 ３１７９ ８ 万美

元， 年产浓缩乳胶 ８ ８ 万吨、 胶清胶 ７０００ 吨。 泰国广垦橡胶 （湄公河） 有限

公司总投资 ２６５０ 万美元， 设计年产干胶 ４ 万吨。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 （砂捞越） 工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总投资

１７００ 万美元， 主要生产 ＳＭＲ２０ 标准胶和 ＣＰＲ２０ 复合胶， 年生产能力达 ４ 万

吨。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 （砂捞越） 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３ 日注册成立， 总

投资 １７１４ ５５ 万美元， 主营橡胶种植业务和开展胶园租赁管理， 参与马来西亚

政府橡胶扶贫计划———大马橡胶小圆丘计划。 马来西亚广垦橡胶 （婆联） 有

限公司， 与马来西亚企业合资种植 １ ２ 万公顷橡胶， 年产 ５ 万吨的橡胶加工厂

正在筹建中。

印度尼西亚广垦橡胶 （坤甸） 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是由广垦橡胶集

团有限公司和印度尼西亚华商共同出资组建的合资公司， 总投资 ２６６０ 万美元，

主要生产 ＳＩＲ２０、 印尼标准复合胶等橡胶产品， 年生产能力达 ４ 万吨。 广垦橡

胶集团与集大国际投资集团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广州隆重举行柬埔寨橡胶种

植项目协议签约仪式， 该合作项目总投资 ４ ２５ 亿美元， 以天然橡胶种植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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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配套生猪养殖、 生物有机肥和沼气生物质发电等项目， 现已成立广垦国际

（柬埔寨） 公司、 广垦橡胶 （柬埔寨） 公司和柬埔寨春丰公司 ３ 家公司， ２０１４

年目标为新开垦种植 ２７００ 公顷、 抚管往年苗 １７００ 公顷。 广垦橡胶 （新加坡）

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总投资 ２００ 万美元， 位于世界天然橡胶交易中

心新加坡， 主要经营橡胶离岸贸易、 辅料和机器设备采购、 信息收集以及期货

套保等业务， 是广垦橡胶集团的重要国际贸易平台①。

２０１３ 年， 广垦橡胶集团天然橡胶的产销量超过 ５０ 万吨， 销售收入达到 ９５

亿元， 其中最近 ３ 年从国外运回天然橡胶产品近 １００ 万吨， 为中国天然橡胶供

应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但是， 与 ２０１３ 年 ４１０ 万吨天然橡胶需求量相比， 这

个数字仍然有巨大差距。 因此， 中国需要进一步拓展海外橡胶产业。 现在广垦

橡胶集团的海外投资以建立产业园为主要形式， 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产业结

构， 产能达到 ３６ １ 万吨。 由于橡胶种植周期长、 前期投入大， 未来可以考虑

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 收购胶水进行加工。 如果国家政策许可， 还可以考虑收

购当地橡胶企业的股份， 通过控股提高中国橡胶产能。

（三）“走出去”发展存在的问题

广垦橡胶集团 “走出去” 已经起步， 但还存在不少问题。

（１） 资金上的制约。 到东南亚地区投资橡胶园投入大、 周期长、 回收慢，

往往要等待 ６ ～ ８ 年的时间才能获得经济上的回报。 例如， 广垦橡胶柬埔寨项

目， 总投资达到 ４ ２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立项， 到 ２０１４ 年仍然处于垦荒和育苗的

阶段， 而且员工宿舍、 厂房等配套设施以及员工培训等前期投入都必不可少。

如果没有融资渠道和国家政策支持， 这样的投入对于企业来说是难以负担的。

（２） 政治上的风险。 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政治风险比较大， 如政局动荡、

政策变化、 法律不健全、 对外国投资限制比较多， 以及排华反华情况等， 都给

海外投资带来不稳定的因素。 一旦发生战乱、 政府征收、 反华势力冲击橡胶园

等事件， 企业都将遭受重大打击。 例如， 广垦橡胶 （越南） 有限公司复合胶

加工厂曾是广垦橡胶集团走出国门发展的第一批企业之一， 早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就已经投产使用， 但是由于越南政局动荡、 排华情绪强烈， 现在广垦橡胶集团

００２

① 广垦橡胶集团公司概况，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ｄｇｋｒ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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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退出了越南项目。

（３） 人力资源的制约。 虽然广垦橡胶集团有一支技术过硬的橡胶种植管理

队伍， 但是很多人对到东南亚国家工作心存疑虑。 并且东南亚国家对海外企业派

驻的人员有严格的限制， 所以海外种植园在管理人才的选拔上也存在困难。 此

外， 广垦橡胶集团在拓展海外市场时常常难以雇请到合适的经理人， 尤其是具有

谈判才能和熟知欧美、 非洲地区风俗文化、 产业政策、 投资环境的高层经营管理

人才， 从而导致集团在发展战略制定、 经营理念创新、 管理方法运用等方面存在

不足。

（４） 价格波动的风险。 橡胶这几年的价格波动非常剧烈， ２０１３ 年 １ ～ １２

月， 国内天然橡胶累计平均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２ ２％ ， 到 ７ 月上旬， 天然

橡胶价格跌破 １７０００ 元 ／吨①。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天然橡胶上海期货交易所

价格已下跌至 １２６５５ 元。 这也说明， 对天然橡胶价格话语权的缺失， 导致企业

经营上的价格风险增加。

（５） 文化冲突的问题。 雇佣当地的员工进行生产， 存在管理中的文化冲

突问题。 海外员工缺乏农垦职工吃苦耐劳的精神， 因此需要谨慎选择进入的国

家。 例如， 泰国、 马来西亚、 老挝等国家的居民生活节奏较慢， 时间观念差，

经常会出现误工现象。 加之天然橡胶等经济作物具有机械化程度低、 劳动力强

度大的属性， 对于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而言， 劳动者从事

天然橡胶等农作物种植、 收割、 培育工作的积极性不高， 这导致境外企业时常

面临用工短缺的问题。

六　完善橡胶产业“走出去”战略的对策建议

广东农垦天然橡胶业 “走出去” 开拓海外种植加工基地， 势在必行， 一

方面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发展战略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维护中国战略资源安全、

提高中国整个天然橡胶国际地位的要求。 根据上述分析， 在未来一段时期内，

橡胶价格都会处于低位运行， 这从国家层面而言， 可以降低国内依赖天然橡胶

的企业的生产成本， 对于我国这一世界第一大橡胶消费国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利

１０２

① 董昱： 《２０１３ 年国内天然橡胶市场回顾与 ２０１４ 年展望》， 《中国橡胶》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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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消息。 但是， 橡胶价格下跌对橡胶生产和经营企业又有重大的经营压力。 因

此， 国家应当为企业提供支持性政策， 推动海外橡胶产业的健康发展， 保障企

业在价格低位上仍能保持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同时企业也要积极应对， 借助国

家政策扶持的良机， 把企业做大做强。

（一）对政府的政策建议

1 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

天然橡胶种植加工业属于投资回收周期比较长的产业， 一般橡胶从种植到

开割需要 ６ ～ ８ 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企业必须不断地投入资金以维持土地、

人工和肥料等成本， 企业的资金链一旦断裂， 前期的投入就会白白浪费。 因

此， 建议由农业部给予企业相应的补贴， 并给予专项贷款优惠政策， 减少企业

的资金压力， 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和积极性。

2 在税收政策上给予企业相应的优惠

税收是影响橡胶进口的重要手段。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我国相关部门发布了 《关

于 ２０１３ 年关税实施方案的通知》， 下调天然橡胶进口商品暂定税率。 但是， 目

前在进口时， 企业在海外种植生产的橡胶， 与其竞争对手相比， 在关税上并没

有特殊待遇。 如果国家能对企业的海外橡胶生产基地提供专项的进口税收优

惠， 将会提高中国海外天然橡胶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对企业的发展有更好的促

进作用。

3 尽快建立可行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 是指由政府为企业提供对政治风险的保障， 在企业由

于投资国出现国有化、 货币汇兑管制、 战争与内乱等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的时

候， 由国家对企业进行赔偿。 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过程中， 由于面对的政

治、 法律和人文环境具有不确定性， 投资风险也会相应提高。 政府应加大对企

业海外种植基地的保护力度， 为企业 “走出去” 消除后顾之忧。 这也是资本

输出国的通行做法。

（二）对企业生产经营的建议

1 做好充分的前期准备工作

在企业做出建立一个海外生产基地的决定之前， 应当谨慎研究当地的政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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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法律、 人文情况， 认真评估投资风险， 经过对比做出最优的投资选择。 农

垦的生产模式决定了其重资产的特性， 生产基地的建立涉及巨大的资金投入，

需要稳定和长期的发展才能取得相应的回报和收入。 除了资源成本， 稳定的政

治局面和当地劳工素质也是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2 建立一支海外橡胶种植加工队伍

广东农垦应当充分依托 ６０ 年种胶管胶所积累的人才储备， 从现有的员工

队伍中选拔优秀人才， 构成海外员工队伍的核心力量。 给予在海外工作的员工

以物质和精神的保障， 为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同时大力

发展当地员工队伍， 以当地劳工为海外员工队伍的主体， 通过员工培训等方式

发挥广东在橡胶种植上的经验和技术优势， 使当地群众更容易接纳海外基地，

减少敌对情绪。

3 积极推动企业融入当地社会

以企业文化建设为抓手， 团结员工队伍。 积极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通过

对学校和寺庙的捐助、 对各种文化活动的积极参与和赞助， 融入当地文化， 树

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增加企业在当地的影响力。

4 深化企业体制改革和技术革新

企业发展要从资源拥有型向资源控制型转化， 增强企业的资本运作能

力， 积极推动企业上市。 加大对企业产业链中天然橡胶种植加工技术研究环

节的投入力度， 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 提高市场竞争力。 通过建厂或入股的

方式， 发展橡胶的深加工产业， 使企业对橡胶国际市场价格变化的反应更加

灵敏， 从而为橡胶种植提供指导， 使企业在整个橡胶的种植生产上更具前瞻

性和控制力。

5 正确处理国内其他集团之间的关系

广东与海南、 云南并称为三大胶仓， 但事实上广东产胶量远远无法与其他

两大胶仓相比。 广东优势在于海外的橡胶生产加工基地。 在大胶商概念提出

后， 广东更应该处理好与其他两大产胶基地之间的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

现在海南与云南都在相继尝试发展海外基地。 因此， 一方面广东应当与海南、

云南联合起来， 形成规模优势， 扩大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另

一方面应当继续发挥广东 “走出去” 的优势， 发挥广东海外生产中的管理经

验， 稳固客源， 保持广东的品牌优势。

３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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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
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

演变：1992 ~ 2013年

　 熊启泉　 陈世礼

摘　要： 本报告考察了 １９９２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研究发现： 较高的市场开放度大大提升了油籽的进口份额，
农产品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使得棉花等原料性农产品进口份

额攀升， 质量竞争力薄弱的国内畜产品正被进口品替代； 有

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有扩大的趋

势， 但土地密集型的粮食类产品在出口中所占份额下降， 质量

和信誉竞争力急剧下降的畜产品占农产品总出口的份额呈下降

趋势。 中国农产品进出口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 使得中国从农

产品贸易顺差国演变为全球第二大贸易逆差国。 中国农产品贸

易格局演变主要是由经济快速发展、 参与农产品国际贸易比较

充分的沿海地区推动的。 广东是农业比较优势格局变化较快的

地区， 也是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的主要推动省份之一。
















































关键词： 农产品贸易　 贸易结构　 动态比较优势



一　引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推进， 中国农地日益稀缺， 劳动力成本不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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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外开放与产业发展。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断上升， 要素禀赋结构逐渐升级。 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 农业比较优

势或劣势都得到较为充分的暴露。 近 ２０ 年来， 在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 农业

的比较优势显著下降； 农业内部农产品间的比较优势格局发生了更为显著的变

化。 具体表现在贸易上， 虽然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有一定的

增加， 但处于比较劣势的农产品的进口大幅度增加， 最后导致农产品贸易结构

发生巨大变化。 在国内农产品总体竞争优势偏弱的背景下，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

局发生了逆转， 由 ２００２ 年前持续的贸易顺差演变为 ２００３ 年后持续的贸易逆

差①。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主要是由经济快速发展、 参与农产品国际贸

易比较充分的沿海地区推动的。 广东是农业比较优势格局变化较快的地区之

一， 也是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演变的主要推动省份之一。

农产品是典型的资源密集型产品②。 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产品结构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不断变化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的动态的比较优势结构。 无论是经济

发展水平提高所引起的人均资本增加， 还是农业劳动力平均人力资本提升， 或

者是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农业技术可获得性的改变， 都会使农业面临要素禀赋结

构的重大改变， 进而引起农产品比较优势格局的变化。 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

背景下， 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和劣势的变化日益暴露， 进而引起了农产品贸易格

局的变化。 本报告旨在描述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演变。 为了

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 报告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

农产品比较优势快速下降的广东省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

二　农产品的分类与数据来源

（一）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内涵

　 　 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 包括农产品进口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结构两个维度。

６０２

①

②

本报告引用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与中国海关数据略有差

异。 因此所得结论与基于中国海关数据的官方结论略有不同。
农产品究竟是何种资源密集型产品， 主要取决于所采用的农业技术。 大田农作物类产品首先

是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在撇开土地要素的情况下， 利用劳动密集型技术生产的农产品就是劳动

密集型农产品， 利用资本密集型技术生产的农产品就是资本密集型农产品。 农产品生产究竟采用

资本密集型还是劳动密集型技术， 主要是由要素禀赋结构内生的要素相对价格来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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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的农产品贸易结构是指在农产品对外贸易中出口产品或进口产品的价值构

成； 广义的农产品贸易结构还包括农产品贸易的差额结构。 农产品贸易结构随

着比较优势格局、 外贸环境和贸易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

背景下， 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出口会逐步增加而进口会减少， 处于比较劣势的

农产品的进口会逐步增加而出口会减少。 在从保护贸易向自由贸易转变的过程

中， 单个农产品的贸易差额甚至会发生逆转， 原来贸易顺差的农产品可能转变

为贸易逆差， 而最初逆差的农产品也可能发展为贸易顺差， 并最终导致农产品

贸易差额结构的巨大变化。

中国自市场化改革加速推进， 特别是 ２００１ 年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农产品贸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化无论是对世界农

产品市场还是对国内农业发展都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农产品的分类

为了分析农产品的贸易结构， 必须对农产品进行分类。 农产品种类繁多，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分类。 国际上最流行的商品贸易结构分类主要有两

种：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①和编码协调制度分类②。

出于利用统计数据的方 便， 本 报 告 采 用 编 码 协 调 制 度 分 类 （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ｄ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Ｓ）， 然后根据产品的性

质和用途以及要素密集度的相似性， 将众多的农产品进行归类。 具体来说，

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界定的农产品范围 （ＨＳ 产品口径）， 加上水产品， 构成

了本报告中的全部农产品。 具体包括谷物、 棉麻丝、 油籽、 植物油、 饮品

类、 蔬菜、 水果、 畜产品、 水产品等 ２０ 个大类。 ２０ 个大类仍然比较多， 为

了更准确地描述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 本报告按要素密集度相近、 产品用

途相似的原则， 将 ２０ 个大类农产品归纳为 １０ 大类 （见表 １）。 １０ 大类农产

７０２

①

②

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ＳＩＴＣ） 是用于国际贸易商品的统计和对比的标准分类方法。 该标准将

纷繁众多的商品分为 １０ 个门类、 ５０ 个大类、 １５０ 个中类和 ５７０ 个细类。 ＳＩＴＣ 采用经济分类

标准， 即按原料、 半成品、 制成品分类并反映商品的产业部门来源和加工程度。 ＳＩＴＣ 的分

类目录使用 ５ 位数字表示， 第 １ 位数字表示类， 前两位数字表示章， 前 ３ 位数字表示组，
前 ４ 位数字表示分组。
ＨＳ 编码是产品税号的海关编码， 为编码协调制度的简称， 全称为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

度的国际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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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界定如下。

（１） 粮食类。 包括谷物 （含小麦产品、 稻谷产品、 玉米产品、 大麦产

品）、 饼粕、 干豆 （不含大豆）、 粮食制品和薯类。 粮食类农产品属于土地密

集型农产品， 主要满足城乡居民的口粮需求， 或用作畜禽饲料粮。

（２） 棉麻丝类。 包括棉花、 麻类、 蚕茧丝。 棉麻丝类农产品既是土地密

集型产品， 又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主要用作轻纺工业的原料， 满足农产品加工

贸易发展的需求。

（３） 油籽类。 包括食用油籽、 非食用油籽。 具体包括油菜籽、 大豆、 花

生、 葵花籽、 芝麻等。 这类产品多属于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是传统的经济作物

产品， 也是油脂工业的重要原料。 在城市化过程中， 其需求有快速增加的趋

势， 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国城乡居民食用油结构的转型。

（４） 植物油类。 包括食用植物油和非食用植物油。 这类产品是土地密集

型农产品， 是油籽的加工品， 植物油贸易是对油籽贸易的替代。

（５） 调味类。 包括糖料及糖类、 饮品类、 调味香料和精油。 该类农产品

属于特色农产品， 生产需要特别的气候条件，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劳动密集型的

特征。

（６） 园艺作物类。 主要包括蔬菜和花卉。 园艺作物产品属于土地密集型

农产品， 也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产品， 在劳动力丰富的国家生产具有一定的比较

优势。

（７） 水果坚果类。 包括水果和坚果。 水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劳动密集型

农产品， 在山区和丘陵地带以及劳动力丰富的地区生产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８） 水产品类。 包括各类水产品， 不仅包括海洋捕捞和海水养殖的产品，

也包括淡水养殖的产品。 在海洋资源丰富、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 水产品生产具

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９） 畜产品类。 主要包括肉类、 蛋类和奶类。 其生产需要大量的饲料投

入， 是资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结合。

（１０） 其他农产品类。 主要包括药材等。 这类产品大多属于农林产品， 属

于产量不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在物种资源丰富、 气候多样化的国家生产有绝

对优势。

８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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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基于 ＨＳ 编码的农产品分类

产品类别 产品税号

粮食类
１００１ ～ １００８，１１０１ ～ １１０４，１９０４，２３０４，２３０６，０７１３，１１０６，１１０７ ～ １１０９，１９０２ ～
１９０５，０７１４，１１０５

棉麻丝类 １４０４，５２０１ ～ ５２０３，５００１ ～ ５００３，５３０１ ～ ５３０５

油籽类 １２０１，１２０２，１２０４ ～ １２０８，２００８，１２０７，１２０８

植物油类 １５０７ ～ １５１２，１５１４，１５１５，１５１３，１５１５

调味类
１２０９，１２１２，１７０１ ～ １７０４，１７０１，０９０１ ～ ０９０３，１８０１ ～ １８０６，２１０１，２２０１ ～ ２２０６，
２２０９，０９０５ ～ ０９１０，３３０１

园艺作物类
０７０１ ～ ０７１２，０７１４，０９０４，０９１０，１２０９，１２１２，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２１０３，０６０１ ～
０６０４

水果坚果类 ０８０１，０８０３ ～ ０８１４，１２０３，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９，２１０６，２２０４，０８０１，０８０２，０８１１，１２１２，２００８

水产品类
０１０６，０２０８，０２１０，０３０１ ～ ０３０７，０５０８，０５１１，１２１２，１５０４，１６０３ ～ １６０５，２００８，
２３０１，２８０１，３９１３，７１０１

畜产品类
０１０１ ～ ０１０６，０２０１ ～ ０２１０，０４０１ ～ ０４１０，０５０２ ～ ０５０７，０５１０，０５１１，１５０１ ～ １５０３，
１５０５，１５０６，１６０１，１６０２，２３０１，４１０１ ～ ４１０３，４３０１，５１０１ ～ ５１０３

其他农产品类

１２１１，０５０１，０５１１，０６０２，１１０６，１１０８，１２０９ ～ １２１４，１３０１，１３０２，１４０１ ～ １４０４，１５１６ ～
１５２２，１９０１，２００８，２１０１ ～２１０６，２３０２，２３０３，２３０７ ～ ２３０９，２４０１ ～ ２４０３，２９０５，３５０１ ～
３５０５，３８０９，３８２３，３９１３

　 　 资料来源： 根据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 （２０１４）》 第 １８５ ～ １８６ 页有关农产品分类和统计口

径的产品类别， 并结合农产品的最终用途和要素密集度进行整理。

（三）数据来源

本报告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 （ｈｔｔｐ： ／ ／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ｕｎ ｏｒｇ ／ ）， 并根据 ＨＳ 编码制度对农产品进出口数据进行归类汇总。 部分产品

贸易量的数据来源于历年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 在对农产品进出口数

据进行动态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农产品贸易格局的变动轨迹， 进而结合中国的实

际， 解释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动的原因。

三　农产品贸易进口格局的变化

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是市场取向的。 进入 １９９２
年， 中国明确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到 ２００１ 年， 中国正式加入世界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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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组织， 农业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农产品贸易战略也逐步实行以 “劳动

换土地” 的比较优势战略①。 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 农业

对外开放扩大带来的农业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参与国际贸易， 使得农产品

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农产品贸易格局的逆转与成因

1 农产品贸易的增长与贸易差额的转变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我国农产品贸易额快速增长，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从

１７２ ９７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４８ ８２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２ ４９％ 。 其中， 出口额从

１１５ ３３ 亿美元增加到 ６８３ ８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８ ８５％ ； 进口额从 ５７ ６４ 亿美

元增加到 １３６５ ０２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６ ２６％ 。 中国成为同期世界上农产品贸

易额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在农产品贸易快速发展的同时， 农产品贸易格局发生

了巨大变化， 农产品贸易从贸易保护背景下的小幅顺差到 ２００３ 年转为贸易逆

差，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进口农产品最多的国家。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自 ２００３ 年开始， 农产品进口额的增速大大高

于农产品出口额的增速， 使得 ２００３ 年后中国农产品贸易出现了从顺差向逆差

的转变， 且逆差呈现出持续增长的势头 （见图 １）。 农产品总体贸易逆差在

２００７ 年突破 １００ 亿美元， 在 ２００８ 年突破 ２００ 亿美元， 在 ２０１０ 年突破 ３００ 亿美

元， 在 ２０１１ 年突破 ５００ 亿美元， 在 ２０１３ 年接近 ７００ 亿美元， 与中国总体货物

贸易顺差形成鲜明对比。

2 中国农产品贸易格局逆转的成因

中国农产品贸易差额的逆转是国民经济整体融入全球经济的结果， 也是在

农业缺乏竞争优势的条件下扩大对外开放的必然结果。 在 １９９９ 年 《中美农业

合作协议》 签订， 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 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

放步伐加快。 无论是增加农产品出口， 还是扩大农产品进口， 都是打破国内资

源约束， 推进农业结构调整、 改善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手段。 在这种背景下，

农业出口竞争力较弱加上进口激增， 导致农产品贸易出现逆差。 ２００３ 年以来，

农产品贸易持续出现逆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已达到 ６８１ ２２ 亿美

０１２

① 郑新立、 潘盛洲、 冯海发： 《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问题研究》， 中国计划出版社， 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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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发展趋势与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元。 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农产品贸易逆差经济体①。

中国农产品贸易快速增长是以农业发挥比较优势为背景的， 且同时实现了

进口和出口的快速增长。 我国农业对外贸易增长从以出口驱动为主向进口、 出

口共同驱动转变， 表明我国实行了更为均衡的农业贸易开放战略。 毫无疑问，

均衡合理的农业贸易开放战略是我国农产品贸易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顺差转为持

续逆差的重要原因。

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农产品贸易顺差不是因为农业国际竞争力强或农业整

体上具有比较优势， 而是因为世界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程度不高， 农产品贸易政

策游离于世界农产品贸易规制之外。 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后， 我国农产品贸易逆

差正是中国工业化、 城市化快速推进背景下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和国际农产品贸

易自由化规制的结果。 换句话说， 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农产品贸易顺差是国际

农业贸易政策扭曲的结果； 农业扩大开放以后， 农产品贸易逆差是要素禀赋决

１１２

①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２０１３ 年国际贸易统计》 数据计算， １９９０ 年， 日本是世界上进口农产品

最多 （５０７ ６２ 亿美元） 同时也是农产品贸易逆差最大 （４７４ ６４ 亿美元） 的国家， 同年中

国进口农产品 ７８ ５５ 亿美元且实现了 ２２ ０５ 亿美元的顺差。 ２０１２ 年， 日本农产品进口额虽

然上升到 ８４６ ７２ 亿美元， 贸易逆差达到 ７９０ ６６ 亿美元， 增加了 ６６ ５８％ ， 但中国已取代日

本成为农产品进口额最大的单个国家， 进口达到 １３００ ６７ 亿美元， 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高

达 ６５４ １７ 亿美元， 农产品贸易逆差仅次于日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定的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发挥作用的结果， 是农业提高效率、 积极融入世界贸

易体系的结果， 具有一定的经济必然性。

（二）农产品进口格局：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最快

农业对外开放的关键是放宽农产品市场准入， 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让

比较优势在农产品贸易格局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正是在削

减主要农产品进口关税、 逐步扩大出口配额， 让进口产品参与国内农产品市场

竞争的过程中实现的。 下面首先分析主要农产品进口格局的变化。

1 开放度越高的农产品进口增长越快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迅速， 进口总额从 ５７ ６４ 亿美元增加

到 １３６５ ０２ 亿美元， 增长了 ２２ ６８ 倍， 年均增长 １６ ２６％ 。 同期农产品进口的

增长并不平衡。 在所有农产品中， 油籽和植物油开放度最高， 其进口增长也最

快， 年均增长 ４０ ９３％ 。 油籽进口占全部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 ０ ５４％ 上升到

３０ ３６％ 。 油籽贸易差额从 １９９２ 年 ５ ２３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转变为 ２０１３ 年

３９７ ２５ 亿美元的贸易逆差， 从占全部农产品贸易顺差的 ９ ０７％ 转变为占全部

农产品贸易逆差的 ５８ ３１％ 。 同时， 与油籽相应的植物油进口也快速增长，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进口额年均增长 １５ ４５％ 。 ２０１３ 年， 植物油贸易逆差占全部农产

品贸易逆差的 １４ ２０％ ， 油籽和植物油贸易逆差合计占农产品贸易逆差的

７２ ５１％ ， 成为中国农产品整体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 （见图 ２、 图 ３）。

2 国内农产品的信誉竞争力低导致替代性的进口农产品快速增长

农产品竞争力除了价格竞争力、 质量竞争力， 还包括信誉竞争力①。 质量

和信誉竞争力下降将严重冲击农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竞争力。 近年来， 我国农

产品， 特别是畜产品的一连串质量安全事件 （如三聚氰胺事件）， 推动了国内

消费者， 特别是城市消费者对进口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畜产品进口从 ８ ７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５ １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５ ９１％ ， 占

全部农产品进口的比重虽从 １５ ２５％下降到 １４ ２９％ ， 但畜产品贸易从 ８ ９５ 亿

美元的顺差演变为 １３０ ２５ 亿美元的逆差， 成为农产品贸易逆差的第二大来源。

２１２

① 熊启泉、 杨十二： 《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我国花卉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科技

导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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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油籽进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图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植物油进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畜产品进口贸易的变迁趋势见图 ４。

3 加工贸易推动了原料性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

中国劳动力丰富， 因此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模式。 纺织品是典型的劳动密集

型产品， 因而我国在纺织品生产方面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为了发挥这一优势，

我国保持了棉纺行业的基本产能。 然而， 棉纺行业的基本原料———棉花是土地

密集型产品， 国产棉花难以满足国内棉纺行业稳定和扩大出口的需要。 为此，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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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畜产品进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我国在扩大纺织品出口的同时， 棉花进口快速增长。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以

棉花为主的棉麻丝进口从 ４ ７０ 亿美元增长到 １２５ ７５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７ ８６％ ， 占整个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 ８ １５％上升到 ９ ６７％ 。 棉麻丝的贸易差

额从顺差 １ ２４ 亿美元演变为逆差 １２０ ９１ 亿美元 （见图 ５）。 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棉

麻丝的进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出口增长速度， 从而带来了棉麻丝的不断扩大的

贸易逆差。 棉麻丝成为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的第三大来源。

图 ５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棉麻丝进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４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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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缺乏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增长较快

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但由于物

流系统效率不高， 国内生产的环境条件和技术标准与国际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国内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比较优势不能成功转化为显著的竞争优势。 国

内有较大比例的消费者对进口农产品的偏好大于国内农产品， 导致缺乏竞争优

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进口较快增长。 水果进出口贸易就可以说明这点。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水果出口额、 进口额都出现了持续的增长， 一直呈现顺差格

局。 水果进口年均增长 ２４ ８３％ ， 而且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 ３４％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 １０％ 。 在此期间， ２００２ 年水果出口增长开始提速，

２００７ 年贸易顺差开始缩小，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水果进口加速增长 （见图 ６）。

图 ６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水果进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除了油籽和植物油、 水果、 园艺作物、 棉麻丝和畜产品外， 粮食类产品、

水产品、 以糖料为主的调味类农产品和其他农产品的进口都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 没有哪类农产品进口出现负增长①。

农产品进口全面增长是中国扩大农业对外开放、 放宽市场准入的结果。 农

５１２

① 值得指出的是， 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 谷物的开放度相对较低， 使得粮食类农产品成为进

口增长相对较慢的农产品， 其年均增长 ８ １７％ ， 大约只相当于整个农产品进口增长速度

（１６ ０６％ ）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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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不均衡的对外开放， 导致了不同农产品进口增长速度的巨大差异， 进而引起

了农产品进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表 ３ 反映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我国不同类别农产

品进口的年度规模。 图 ７ 和图 ８ 反映了农产品进口贸易格局的巨大变化。

表 ２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１０ 大类农产品进口额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粮食类 调味类
园艺

作物类

水果

坚果类
油籽类

植物

油类

棉麻

丝类

水产

品类

畜产

品类

其他农

产品类

进口

总额

１９９２ １７ ７２ ３ ５９ ０ ６６ ０ ７７ ０ ３１ ４ ８６ ４ ７０ ７ ０７ ８ ７９ ９ １９ ５７ ６４

１９９３ １０ ７７ ２ ３１ ０ ６８ ０ ９７ ０ ２９ ４ ５７ ０ ４４ ５ ９０ ９ ０６ ９ ０３ ４３ ９９

１９９４ １３ ５４ ５ ４０ ０ ７３ １ ０６ ０ ６２ １７ ４４ ９ ８５ ８ ７３ １１ ２５ ８ ２８ ７６ ９１

１９９５ ３７ ３９ １０ ４２ １ ５３ １ １３ １ １０ ２４ ３６ １５ ５８ ９ ６３ １４ ７３ １１ ５０ １２７ ３８

１９９６ ３２ １８ ５ ５３ １ ２２ ２ ３４ ３ ２６ １５ ７１ １３ ２２ １２ ０９ １４ ０２ １４ ６２ １１４ １８

１９９７ ２０ ２７ ３ ９７ １ ５２ ３ ０６ ８ ７４ １５ ７２ １５ ０１ １２ １９ １３ ６８ １２ ５２ １０６ ６８

１９９８ １６ ８９ ３ ２９ １ ６３ ３ １７ １２ ２７ １３ ８５ ４ ５５ １０ ２９ １３ １３ １２ ４５ ９１ ５１

１９９９ ７ ４６ ３ ７４ １ ９７ ３ ６５ １５ ３２ １１ ８１ １ ８６ １３ ０３ １８ ４８ １７ ０３ ９４ ３５

２０００ ８ ２５ ４ ２６ ２ ３６ ４ ７９ ２９ ４４ ７ ５５ ２ ７０ １８ ５０ ２６ ３６ ２６ ０１ １３０ ２２

２００１ ９ ２０ ６ ２０ ３ ５９ ５ １７ ３２ １６ ５ ９１ ２ ４７ １８ ７９ ２７ ７５ ２８ ０２ １３９ ２５

２００２ ７ ９５ ５ ２７ ３ ５７ ５ ５５ ２６ ４２ １４ １１ ３ ３９ ２２ ７７ ２８ ７５ ３１ ４９ １４９ ２６

２００３ ８ ５０ ５ ４３ ４ ２９ ８ ３３ ５５ ２１ ２７ ３６ １４ ４１ ２５ ００ ３３ ３８ ４３ ７７ ２２５ ６８

２００４ ２８ ８５ ７ ６２ ６ ２７ １１ ０４ ７２ ０５ ３８ ９１ ３５ ２５ ３２ ６８ ４０ ３０ ６４ ５９ ３３７ ５５

２００５ ２２ １７ １０ ７０ ７ １３ １０ ３０ ８０ ００ ３０ ９５ ３５ ５３ ４１ ６１ ４２ ２３ ７２ ５６ ３５３ １９

２００６ ２０ ７７ １４ ３９ ９ ２８ １２ ２０ ７９ ４６ ３４ ７５ ５３ ０８ ４３ ３２ ４５ ５１ ７６ ２６ ３８９ ０３

２００７ １６ ８８ １６ ４１ １０ ０８ １６ ２６ １２０ ４５ ６７ ４０ ３９ ５８ ４７ ４７ ６４ ６４ １０３ ２０ ５０２ ３７

２００８ １８ ５５ １９ ８６ ７ ５１ ２１ ７０ ２２８ ８０ ９７ ０８ ３８ ８０ ５４ ３８ ７７ １３ １１８ ５０ ６８２ ３３

２００９ ２５ ３４ １９ ５１ １２ ４４ ２７ ８６ ２０６ ８７ ７２ ５５ ２５ ３４ ５２ ８８ ６５ ９２ １０４ ７８ ６１３ ５０

２０１０ ４２ １９ ３２ ７６ １６ ９４ ３７ ９０ ２６５ ４８ ８２ ２９ ６３ ５１ ６５ ９１ ９６ ４８ １５７ ７９ ８６１ ２６

２０１１ ５２ ８３ ５５ ３５ １９ ４７ ５５ ７８ ３１３ ８２ １０２ ５８ １０３ ６３ ８１ ０９ １３３ ８９ ２０９ ４０ １１２７ ８４

２０１２ ８４ ３２ ６５ ７７ ２４ １７ ６５ １３ ３７７ ５４ １１９ ９２ １２５ ７５ ８０ ９１ １４８ ８８ ２０８ ２９ １３００ ６７

２０１３ ９２ １７ ６４ ６９ ２５ ０１ ６９ ６８ ４１４ ４８ ９９ ２４ ９３ ６１ ８３ ９０ １９５ １０ ２２７ １４ １３６５ ０２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农产品进口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具体表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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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１９９２ 年中国农产品的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图 ８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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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开放度较高又没有比较优势的油籽， 其进口呈现超高速增长， 占全

部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 ０ ５４％上升到 ３０ ３６％ 。

第二， 有比较优势的园艺作物进口所占比重从 １ １５％上升到 １ ８３％ 。

第三， 由于在质量竞争力方面存在差距， 总体上有比较优势的水果坚果类

产品的进口所占比重仍然从 １ ３４％上升到 ５ １０％ 。

第四， 为了发展棉纺工业， 在棉花市场准入 “门槛” 较高的背景下， 棉

花进口也呈现较快增长， 但由于油籽进口 “鹤立鸡群” 式的超高速增长， 棉

麻丝进口占全部农产品进口的比重从 ８ １５％下降到 ６ ８６％ 。

第五， 与棉花进口增长类似的还有植物油， 由于油籽缺乏比较优势， 植物

油进口也出现了较快增长， 所占比重从 ８ ４３％下降到 ７ ２７％ 。

第六， 由于本国畜产品质量竞争力的弱势地位， 消费者对进口畜产品的偏

好也推动了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长， 同样因为油籽进口的快速增长， 畜产品进

口所占比重从 １５ ２５％下降到 １４ ２９％ 。

第七， 水产品是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虽然水产品进口的绝对量快速上升，

但在农产品进口中所占比例却快速下降， 从 １２ ２６％下降到 ６ １５％ 。

第八， 粮食是最重要的农产品， 中国在粮食方面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地

位， 但在大国粮食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内的理念支持下， 粮食类产品进口所占比

重从 ３０ ７４％下降到 ６ ７５％ 。

总的来看， 中国农产品进口增长快速， 农产品结构变化巨大， 无比较优势

但开放度很高的油籽的进口呈现超高速增长， 这在大幅抬高油籽进口在全部农

产品进口中所占份额的同时， 也压低了一些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如园艺作

物） 进口在全部农产品进口中所占比重。

四　农产品出口格局的变化

（一）农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决定因素

　 　 只要扩大国内市场准入， 国际市场低价农产品就会进入国内市场； 国际市

场上高价的农产品， 只要有很好的品牌和信誉， 也会在国内市场上占有一定的

份额。 在收入不断提高、 食品支出占城乡居民支出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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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已不是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决定因素。

相比之下， 扩大农产品出口比扩大农产品进口遇到的障碍更多、 更大。 我

们认为，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 农产品成功出口必须依赖 ４ 个方面的竞争力。

1 农业要素禀赋决定的农产品价格竞争力

在不考虑关税的情况下， 同质农产品只有在本国生产成本低于国际平均水

平的条件下， 才可能向国际市场出口。 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是由农业要素禀赋和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程度共同决定的。 农地的价格、 农业劳动力成

本、 农业用水的价格、 农业现代投入物 （化肥、 农药、 农业机械、 农业用电）

的价格以及农产品物流系统、 农业信息系统等的支撑能力共同决定了农业的生

产成本， 进而决定了农产品的价格竞争力。

2 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标准、环境条件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竞争力

农产品中相当一部分是食品。 食品质量事关农产品消费者的生命和健康。

因此， 相对于成本， 农产品质量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 农

产品的质量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 一是农业的生产环境， 农业用水、 农业土

壤质量对农产品质量具有基础性的影响。 清洁的农业用水、 无污染的农业用地

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保证。 二是现代农业投入物———化肥、 农药的施用量影响

农产品质量， 过度施肥将导致农产品中的药物残留超标， 降低农产品的质量水

平； 三是农业生产的微观组织结构及其内生的质量可追溯制度将影响农产品质

量。 四是农产品生产的技术标准决定农产品的质量。

3 信誉对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惯性的影响

农产品质量竞争力会影响农产品质量方面的信誉。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

农业生产商会通过品牌建设加强消费者对农产品质量的信心， 并通过农产品品

牌或质量认证传递农产品质量信息。 好的农产品质量信息是长期努力的结果，

有利于加强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信誉竞争力。 但一旦农产

品质量因为一些偶发事件受到冲击， 将对农产品质量竞争力产生持续的负面影

响， 形成放大效应。

4 政府的农业支持和保护体系是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决定了政府的农业支持

和保护政策。 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在国民经济产出中所占比重越来越低， 政府

不仅有需要也有能力逐步完善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政府构建的农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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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保护体系通过改善农业基础设施、 加强农业科研和教育、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农产品出口缓慢增长

中国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国家。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中国人均国土面积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７％ ， 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３２％ 。 在中国目

前的要素禀赋结构下， 土地密集型农产品缺乏比较优势。

由于中国农业生产总体上缺乏比较优势， 加之农产品有效供给增长缓慢、

国内农产品需求刚性增长， 以及出口产品质量标准与国际标准有较大差距、 出

口产品频繁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等， 我国农产品出口总体上增长缓慢。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中国农产品出口额从 １１５ ３３ 亿美元增加到 ６８３ ８０ 亿美元， 年均增长

８ ８５％ ， 只相当于农产品进口年均增长速度 （１６ ０６％ ） 的一半多。 农产品出

口增速大幅低于农产品进口增速， 使我国从农产品贸易顺差国演变为当今世界

第二大农产品贸易逆差国， 并有进一步发展为最大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国的趋

势。

（三）农产品出口的结构变化

农产品出口增速低于进口增速， 以及农产品比较优势的差异， 引起了农产

品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见表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 农产品出口总额年均增长

８ ８５％ ， 其中， 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出口增速高于总体增速，

包括： 水果出口年均增长 １３ ８４％ ， 水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１２ ５３％ ， 园艺作物

出口年均增长 １１ ０４％ 。 而出口增速低于总体增速的农产品主要是缺乏比较优

势的农产品和那些比较优势未能转化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 畜产品出口年均增

速为 ６ ３６％ ， 油籽出口年均增速为 ５ ５５％ ， 植物油出口年均增速为 ３ １８％ ，

粮食类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３ １１％ ， 调味类产品出口年均增长 ６ １２％ ， 棉麻丝

出口年均增长 － １ ０６％ ①。 其他农产品反而表现出了较好的增长业绩， 出口额

年均增长 １０ ８８％ 。

０２２

① 棉麻丝无论是出口增长缓慢 （甚至负增长） 还是进口快速增长， 都是因为我国是纺织品出

口大国， 而棉麻丝是生产纺织品的重要原料， 棉麻丝进口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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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１０ 大类农产品出口变动情况

单位： 亿美元

年份 粮食类 调味类
园艺

作物类

水果

坚果类
油籽类

植物

油类

棉麻

丝类

水产

品类

畜产

品类

其他农

产品类

出口

总额

１９９２ ２４ ４７ １３ ９６ １３ ０７ ５ ４９ ５ ５４ １ ３１ ５ ９４ １７ ０７ １７ ７４ １０ ７５ １１５ ３３

１９９３ ２３ ３３ １３ ６７ １４ ５０ ５ ７７ ５ ２５ １ ９７ ５ ２０ １６ ７０ １７ ２１ １２ ６１ １１６ ２０

１９９４ ２６ ５４ １０ ７１ １８ ４１ ７ ８８ ７ ６７ ４ ８５ ６ ２１ ２６ ４２ ２２ １５ １５ ８４ １４６ ６７

１９９５ １０ ２６ ９ ９１ ２２ ７９ ９ ５０ ６ ３０ ４ ３９ ４ ４３ ３３ ３０ ２８ ０８ １９ ３４ １４８ ３０

１９９６ １１ １７ １０ ７２ ２２ ０５ ９ ６３ ５ ９５ ３ ５１ ３ ６４ ３０ ７４ ２８ ４５ １８ ４８ １４４ ３４

１９９７ ２０ ３３ １０ ６４ ２１ ０７ １０ ４０ ４ １８ ６ １５ ３ ５３ ３１ ８９ ２７ ２４ １６ ２８ １５１ ６９

１９９８ ２１ ６４ １０ ７８ ２０ ７９ １０ １３ ４ ０６ ２ ７６ ３ ３５ ２８ ８２ ２４ ４０ １４ １７ １４０ ８７

１９９９ １８ ８３ １０ ３３ ２１ ０６ １０ １５ ５ ０２ １ １１ ５ ９１ ３１ ８６ ２２ ２７ １１ １４ １３７ ６８

２０００ ２４ ８８ １０ ５９ ２２ ７６ １１ ２８ ５ ６３ ０ ９６ ６ ６８ ３８ ７７ ２５ ６７ １１ ３８ １５８ ６１

２００１ ２０ ４６ １１ ００ ２５ ２５ １２ ７０ ６ ３５ ０ ９７ ３ ８９ ４２ ２９ ２６ ４２ １２ ８６ １６２ １８

２００２ ２８ ６１ １２ ４３ ２８ ２０ １５ ２１ ６ ４７ ０ ８０ ４ ６８ ４７ ５１ ２５ ５９ １４ １６ １８３ ６６

２００３ ３８ ９９ １２ ４０ ３２ ９７ １９ ７９ ８ ０３ ０ ８８ ４ ０１ ５５ ６９ ２６ ９６ １６ ８１ ２１６ ５２

２００４ ２２ ２５ １５ ８２ ４０ ７０ ２３ ４８ ８ ５７ ０ ９９ ２ ８０ ７０ ６３ ３１ ７２ ２０ ８８ ２３７ ８３

２００５ ３０ ４２ １７ ８８ ４８ ２６ ２８ ３６ ９ ９０ ２ １３ ３ １４ ７９ ９７ ３５ ７１ ２４ ５４ ２８０ ３０

２００６ ２７ ８４ １９ ３６ ５８ ５５ ３４ ７８ ９ ０７ ３ ００ ２ ９０ ９４ ７９ ３７ ００ ２８ ９８ ３１６ ２７

２００７ ４３ ６６ ２２ ８６ ６６ ７３ ５０ ３６ １１ ３０ ２ ０５ ４ ４４ ９８ ９８ ４０ １１ ３９ ０３ ３７９ ５２

２００８ ３５ ３４ ２５ ６９ ７０ ４１ ５６ ３５ １４ ７０ ４ ４９ ４ ４７ １０８ ６１ ４３ ５７ ５２ ３１ ４１５ ９２

２００９ ３６ ８３ ２６ ３６ ７４ ９４ ５１ ５２ １１ ８０ １ ８３ ３ １２ １０９ ６８ ３８ ８７ ４８ ８９ ４０３ ８４

２０１０ ３８ ０６ ３２ ４０ １０６ ９６ ５９ ５３ １２ ４０ １ ７１ ４ １２ １４０ ４４ ４７ １４ ６１ ３２ ５０４ ０８

２０１１ ４２ ５４ ４１ ３５ １２５ ６３ ７３ １５ １５ １５ ２ ５４ ５ ２８ １８１ １５ ５９ ４３ ７４ ７８ ６２０ ９８

２０１２ ４６ １３ ４４ ６３ １０８ ８７ ８１ １３ １８ ４６ ２ ４７ ４ ８４ １９３ ３４ ６３ ８９ ８２ ７５ ６４６ ５０

２０１３ ４６ ６０ ４８ ６７ １１７ ９０ ８３ ５２ １７ ２３ ２ ５２ ４ ７５ ２０３ ７６ ６４ ８５ ９４ ００ ６８３ ８０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农产品出口的不均衡增长导致了农产品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 总的来说，

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上升， 而土地密集型农产品所占

比重下降 （见图 ９、 图 １０）。 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 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大力开展水产品的淡水和海水养殖， 水产

品出口所占份额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１４ ８０％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２９ ８０％ 。 水产品成为我

国最大宗的出口农产品。

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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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１９９２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图 １０　 ２０１３ 年中国农产品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数据整理。

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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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中的园艺作物 （包括

蔬菜和花卉） 产品出口所占份额从 １１ ３３％ 上升到 １７ ２４％ 。 依靠要素禀赋所

决定的比较优势， 园艺作物类产品成为第二大类出口产品。

第三， 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 水果坚果类产品出口快速增长， 所占比重

从 ４ ７６％上升到 １２ ２１％ 。 水果坚果类产品跻身为我国第四大类出口产品。

第四， 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农产品质量竞争力、 信誉竞争力的制约， 畜产

品出口所占比重迅速下降， 从 １９９２ 的 １５ ３８％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４８％ 。 畜产

品从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下降为第五大类出口产品。

第五， 作为缺乏比较优势的农产品， 在国内农产品供给约束、 优先保障国

内粮食供给的背景下， 粮食类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从 １９９２ 年的 ２１ ２２％ 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６ ８１％ 。 粮食从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下降为第七大类出口产品。

总的来看， 中国农产品出口受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双重约束， 有比较优

势的农产品出口所占份额获得了较快增长， 没有比较优势或比较优势不能转化

为竞争优势的农产品出口所占比重下降。

五　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的主要推手：

　基于广东省的分析

　 　 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演变是中国整体经济比较优势格局演变的结果。 沿海

发达省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对中国经济比较优势格局变化的推动作用最为明

显。 这里以改革开放最早、 农产品比较优势格局演变最为显著的广东省进行分

析。

广东是中国第一经济大省， 也是农业大省和农产品贸易大省①。 其市场化

改革起步最早， 对外贸易对农业资源配置影响最大， 也是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

最为显著的省份。 在全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演变中， 广东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起

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见表 ４）。 ２００５ 年以来， 广东农产品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

３２２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农业部相关数据， ２０１３ 年， 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０ ９３％ ， 广东农业增加值占全国农业增加值的 ５ ３５％ ，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占全国农产品

贸易总额的 １５ ５９％ ， 广东农产品对外贸易总额居全国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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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１％到 １３％之间波动， 进口额占全国的比重在 １５％到 ２０％之间波动， 其农

产品贸易逆差占全国的比例则在 ２２％到 ２００％之间波动。 可见， 在全国农产品

贸易结构和格局的变化中， 广东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表 ４　 农产品贸易： 广东与全国的比较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
单位： 亿美元， ％

年份
全国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广东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广东占全国的比重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２００５ ２７６ ０ ２８７ ８ － １１ ８ ３５ ８ ４５ ４ － ９ ６ １２ ９７ １５ ７７ ８１ ３６

２００６ ３１４ ２ ３２１ ７ － ７ ５ ３９ １ ５４ ０ － １４ ９ １２ ４４ １６ ７８ １９８ ６７

２００７ ３７０ １ ４１１ ９ － ４１ ８ ４１ ０ ７６ １ － ３５ １ １１ ０８ １８ ４７ ８３ ９７

２００８ ４０５ ３ ５８７ ９ － １８２ ６ ４５ ６ １０９ ７ － ６４ １ １１ ２５ １８ ６６ ３５ １０

２００９ ３９６ ３ ５２７ ０ － １３０ ７ ４８ ５ １０２ ２ － ５３ ７ １２ ２４ １９ ３９ ４１ ０９

２０１０ ４９４ ２ ７２５ ７ － ２３１ ５ ５７ ０ １３４ ５ － ７７ ５ １１ ５３ １８ ５３ ３３ ４８

２０１１ ６０７ ７ ９４８ ９ － ３４１ １ ６９ ８ １５８ ７ － ８８ ９ １１ ４８ １６ ７２ ２６ ０６

２０１２ ６３１ ９ １１２４ ４ － ４９２ ５ ７５ ６ １９２ ４ － １１６ ８ １１ ９６ １７ １１ ２３ ７２

２０１３ ６７８ ４ １１８９ ０ － ５１０ ６ ８７ ０ ２０４ ２ － １１７ ２ １２ ８２ １７ １７ ２２ ９５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４ 年历年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数据整理》。

广东农产品贸易格局变化的原因在于区位优势变化。 在对外开放过程中，

随着广东工业化、 城镇化快速发展， 不仅农业部门的比较优势总体下降， 而且

因经济发展水平、 外贸便利化程度的差异， 省内地区间比较优势也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 原来拥有农业生产比较优势的珠江三角洲 （以下简称珠三角） 丧

失了比较优势， 使得农业生产布局在珠三角、 粤东、 粤西和粤北地区出现了巨

大调整， 珠三角的农业生产能力向省内拥有比较优势的粤东、 粤北和粤西地区

转移， 引起了广东农产品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

不仅如此， 广东还通过与全国其他省份进行农产品贸易， 推动全国农产品

对外贸易结构演变。

六　结论

１９９２ 年， 中国明确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中国经济整体融

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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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界经济的速度显著加快。 包括农业在内的整体经济融入全球经济， 不仅改

变了国民经济中农业的比较优势， 而且改变了国内不同省市区的农业比较优势

格局， 从而重组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区域布局。 这不仅导致了国内不同省市区

之间农业的再分工， 而且使得中国农业进一步参与世界农业分工， 从而造成中

国农业对全球农业体系的依赖。 中国农业对全球农业体系的依赖表现为中国农

产品贸易结构的巨大变化。

本报告通过对中国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年的农产品贸易结构变迁的实证考察， 得

出了如下结论。

（１） 中国农业扩大对外开放后， 无论是农产品进口还是出口的增长速度

都加快了， 但因为中国农产品缺乏竞争优势， 农产品进口增长速度显著快于出

口增长速度， 导致农产品贸易总格局在 ２００３ 年出现了从顺差向逆差的转变。

（２） 中国农产品进口结构和出口结构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 缺乏比较优

势、 开放度又较高的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如油籽和棉花， 在总进口中所占比重

大大提高， 能充分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资源又拥有比较优势的园艺作物、 水产

品和水果， 在农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上升。

（３） 虽然畜产品在农产品总进口和总出口中所占比重都出现了较大幅

度的下降， 但原因是不同的。 畜产品在农产品总进口中所占比重下降是因

为油籽进口 “鹤立鸡群” 式的异常增长， 掩盖了国内消费者因为畜产品信

誉竞争力下降对本国畜产品的抛弃和对进口畜产品的偏爱； 畜产品在农产

品总出口中所占份额下降是因为国内农产品信誉竞争力下降导致竞争优势

缺乏。

（４） 中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和粮食消费大国， 在扩大农业对外开放的

过程中， 粮食的开放度较低， 尽管国内和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但

粮食进口和出口增长的速度都大幅低于农产品贸易整体的增长速度， 导致粮食

类产品在农产品进口和出口中所占比重都出现了大幅的下降。

（５） 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迁主要是由沿海发达地区推动的。 诸如广

东省这样的发达地区在工业化、 城市化过程中， 农业比较优势显著下降。 农业

比较优势格局重组， 导致省份内和国内省份间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度重组， 也导

致了国内农产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 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国农业对国际农业体系

的依赖， 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业对外贸易结构的演变。

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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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新变化及其对

中国石油战略的启示

　 郑庆胜　 陈万灵

摘　要： 美国多年来一直实施 “能源独立” 战略， 石油对外依赖程度

不断降低。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后， 美国石油消费量及其增速大

幅度下降， 其石油产销率回升， 供求缺口逐渐缩小。 美国石

油国际需求呈现新变化， 一是进口需求缩小， 对国际石油市

场依赖度降低， 二是进口来源地呈多元化格局。 由此导致了

国际石油供求格局的根本变化， 推动国际石油市场原油价格

下行。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变化及其能源多元化战略值得中国

借鉴。 本报告在最后提出了中国石油储备战略和进口战略及

其能源多元化战略的调整对策。





































关键词： 美国石油需求　 石油国际市场　 能源战略　 中国石油



一　研究问题及其文献简述

１９９３ 年以来， 中国从石油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而且是世界石油进

口和消费增长最快的国家。 从此中国石油消费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 不仅包括

石油生产及供给方面的影响， 而且有来自石油需求国家之间竞争的影响。 ２００８

７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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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原油进口需求及对

外依存度逐步下降。 美国是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这个重大变化对世界石油

市场产生的影响、 对中国石油战略产生的影响， 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对于美国石油进口需求降低存在两种不同的判断。 一是认为美国难以实现

能源独立。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石油危机后， 美国一直致力于改变石油对外依赖

的状况， 寻求 “能源独立” 的梦想。 每当出现石油危机， 美国都会出台能源

政策或法案。 这些能源法案仅仅起到了抑制作用， 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对外

石油依存度的走势①。 赵宏图 （２０１２） 认为美国 “能源独立” 有很强的政治正

确性， 但并不现实。 当前美国能源对外依存度下降， 主要是其经济低迷所致，

而非真正的能源独立。 事实上， 美国仍需大量进口原油。 周云亨和杨震

（２０１０） 对美国 “能源独立” 的动力和各种方案进行了分析， 认为美国能源独

立受到国际市场及其价格的限制， 其政策选择余地不大。 二是认为美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逐渐降低， 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 “能源独立”。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下降， 跌破了 ５０％ ， 出现拐点， ２０１１ 年石油对外依

存度可能降到 ４４ ９％ ， 将逐步摆脱对中东地区石油的依赖②③。 美国能源情报

署 （ＥＩＡ） ２０１３ 年 《年度能源展望》 估测数据： ２０１２ 年美国进口原油消费总

量占 ４０％ ， 比 ２００５ 年最高峰时期的 ６０％ 显著下降。 预计到 ２０１４ 年， 进口原

油消费将仅占总体的 ２８％ ， 这将会是自 １９８５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④。 武正弯

（２０１４） 认为美国近几年本土非常规油气产量迅猛增长， 带动了美国综合能源

自给率不断提高， 美国 “能源独立” 梦想逐渐成真。

美国 “能源独立” 逐步实现， 对世界格局和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余国合

（２０１３） 认为美国能源独立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 显著提高了美国能源自给

率， 降低了美国维护能源安全的成本， 为美国实体经济复苏注入了动力。 苏庆

义 （２０１３） 对美国 “能源独立” 的影响进行初步分析， 认为美国能源独立将

降低进出口逆差， 改善经常项目逆差状况， 保持和提升美元的地位； 同时降低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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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褚王涛： 《从美国能源政策演进看奥巴马能源政策宣言》， 《生产力研究》 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
张苿楠： 《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及影响分析》， 《中外能源》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余国合： 《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启示》， 《中国矿业》 ２０１３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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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成本， 增强美国制造业竞争力。 张茉楠 （２０１２） 认为美国 “能源

独立” 战略导致了全球能源格局和战略布局的调整， 中国与美国发生了角色

转变， 中国将失去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市场秩序， 国际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

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更为严峻的挑战。

这些文献多是根据有限的几年数据进行的定性分析， 其判断缺乏准确性。

本报告根据更新的数据来说明美国石油国际需求下降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和启

示。

二　美国石油进口需求变化趋势

（一）美国石油进口需求下降的背景

　 　 １９７０ 年以前， 美国是一个石油出口大国， 石油的稀缺性并未显现。 随着

经济快速发展， 美国国内石油产量难以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需求， 进口相应快

速增加， １９７０ 年美国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 １９７３ 年石油进口依存度已经上升

到 １８ ７％ 。 ２０ 世纪 ７０ ～ ８０ 年代发生了 ３ 次石油危机， 引起了美国对石油自给

自足、 能源独立的重视。

第一次石油危机发生在 １９７３ 年中东战争时期， 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阿拉伯成员国利用石油武器助战， 采取减少石油产量、 提高石油价格的措施对

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石油禁运， 导致西方国家国际收支赤字， 引发了 １９７３ ～

１９７５ 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美国经济受到重创， 经历了对外石油依赖的重大

威胁。 为此， 美国政府被迫采取了一系列降低石油消费的措施， １９７５ 年颁布

了 《能源政策和节约法案》， 这是美国第一个综合能源政策； 而且尼克松总统

提出了美国 “能源独立” 目标， 他认为美国应 “满足自己的能源需求， 而不

依赖于任何外国资源”①。 之后， 历届总统都把降低能源对外依存度、 实现

“能源独立” 作为重要施政纲领。

第二次石油危机起因于 １９７９ 年 “伊朗革命” 引起的政局动荡和 １９８０ 年爆

发的 “两伊战争”， 两大石油生产国伊朗和伊拉克大幅度降低石油产量， 甚至

９２２

① 罗伯特·布莱斯： 《能源独立之路》， 路妍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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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产， ＯＰＥＣ 国家先后实施 “限产保价” 和 “削价保额” 政策， 引发了国际石

油市场的严重混乱， 对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冲击。 美国加大对本国石油

和非 ＯＰＥＣ 国家石油的开采和投资， 同时出台了 《国家能源法案》 （１９７８ 年）

和 《能源安全法案》 （１９８０ 年）。

第三次石油危机是由 １９９０ 年海湾危机和随后的海湾战争引起的油价上涨。

由于国际能源署 （ＩＥＡ） 启动原油储备和 ＯＰＥＣ 部分成员国快速增产， 这次高

油价的石油危机持续时间不长， 但引起了美国对石油供给的更进一步的重视，

先后制订和颁布了 《能源政策法案》 （１９９２ 年） 和 《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

（２００７ 年）。

由此可见， 每一次石油危机都对美国能源政策的出台发挥着关键性的影

响。 从这些政策可以看出， 历届政府非常重视美国 “能源独立”。 但是， 美国

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总体上， 美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呈现波动上升

的趋势， １９６０ 年为 １０ ２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高达 ３０％， １９８５ 年探底至 １９ ０５％，

从 １９８６ 年开始， 美国石油进口依存度不断攀升， 到 ２００８ 年达到了 ５０ ０９％。 可

见， 由于美国本土能源产量有限， “能源独立” 目标一直难以实现。

２１ 世纪以来， 特别是 “９·１１” 事件后恐怖主义猖獗， 加之国际金融危机

的影响， 使得油价不断攀升，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国际油价达到 １４７ 美元 ／桶。 这次石

油价格快速上升和剧烈波动， 对世界各国经济造成了沉重打击， 再次刺激美国

加强 “能源独立” 政策的实施。 ２００８ 年以来， 陆上非常规油气水平压裂开采

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带来了以页岩油气为代表的油气产量的激增， 美国能源即

将在 １５ ～ ２０ 年内实现自给自足， 进而成为能源净出口国， “能源独立” 日渐

成真。

（二）美国石油消费与进口需求的变化

国际石油市场变化及其风险促使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实施的力度增强，

使其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存度不断降低。

1 石油供求缺口及进口需求变化

（１） 石油产消率回升。 美国是世界石油生产大国， ２０１２ 年， 其石油生产

总量为 ３９４ １３ 百万吨， 占世界总量的 ９ ５９％ ， 按国家排名位居世界第三。 为

说明本国石油生产量在消费量中的地位， 采用产消率———石油生产量与石油消

０３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石油战略的启示

费量之比来说明。 美国石油产消率变化分为 ３ 个阶段 （见表 １、 图 １）： 一是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４ 年， 产消率较高但逐年下降， 从 １９９１ 年的 ４４ ３７％ 逐渐下降至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６ ２５％ ， １４ 年间下降了 １８ １２ 个百分点； 二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 产

消率平稳筑底， 维持在 ２５％ 左右； 三是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年， 产消率大幅度回升。

２００９ 年产消率为 ２８ ５０％ ， 一直回升至 ２０１３ 年， 达到 ３９ ４０％ ， ４ 年时间上升

了 １０ ９ 个百分点。

表 １　 美国石油供求关系变化

年份
石油产量

（百万吨）
消费量

（百万吨）

占世界

消费总量

比重（％ ）

产消率

（％ ）

产量缺

口比率

（％ ）

国际进

口率

（％ ）

储产比

（％ ）

原油净

进口量

（百万吨）

原油对

外依存

度（％ ）

１９９０ ４１６ ６０ ８６８ １０ ２７ ４５ ４３ ３０ ５６ ７０ ４７ ２０ — ３６５ ９２ ４２ １５
１９９１ ４２２ ９２ ８５４ ０６ ２７ ０１ ４４ ３７ ５５ ６３ ４５ ６３ — ３３８ ５８ ３９ ６４
１９９２ ４１３ ０３ ８７０ ３８ ２７ ０７ ４２ １０ ５７ ９０ ４６ ３１ — ３５４ ５３ ４０ ７３
１９９３ ３９７ ０２ ８８０ ７７ ２７ ６５ ３９ ７２ ６０ ２８ ５０ ０１ — ３８９ ２７ ４４ １９
１９９４ ３８７ ５２ ９０５ ４２ ２７ ８５ ３７ ６０ ６２ ４０ ５０ ７７ — ４１１ ５６ ４５ ４６
１９９５ ３８３ ５７ ９０５ ７４ ２７ ５０ ３７ ０１ ６２ ９９ ４９ ８５ — ４０２ ９６ ４４ ４９
１９９６ ３８２ ０８ ９３５ ６１ ２７ ７８ ３５ ３１ ６４ ６９ ５１ ７７ — ４３４ ２４ ４６ ４１
１９９７ ３７９ ９７ ９５１ ５１ ２７ ５２ ３４ ６５ ６５ ３５ ５４ ５７ — ４６７ ９８ ４９ １８
１９９８ ３６８ １４ ９６６ ６７ ２７ ７７ ３３ ０５ ６６ ９５ ５６ ６１ — ４９８ ９２ ５１ ６１
１９９９ ３５２ ６０ ９９７ ４２ ２８ １０ ３０ １４ ６９ ８６ ５５ ６０ — ５０６ ５３ ５０ ７８
２０００ ３４７ ６４ １００６ ７４ ２８ ０９ ２９ ５５ ７０ ４５ ５８ １６ — ５３２ ４１ ５２ ８８
２００１ ３４４ ５６ １００４ ０４ ２７ ８１ ２９ ５３ ７０ ４７ ６０ ４２ １０ ６５ ５５７ ０１ ５５ ４８
２００２ ３４１ ９８ １００９ ７８ ２７ ７３ ２９ ０７ ７０ ９３ ５８ ３５ １０ ７６ ５３８ ９２ ５３ ３７
２００３ ３３２ ２９ １０２３ ６９ ２７ ４８ ２８ ２０ ７１ ８０ ６１ ２２ １１ ２７ ５７４ ２５ ５６ １０
２００４ ３２５ ０８ １０５９ ３８ ２７ ３８ ２６ ２５ ７３ ７５ ６３ ４１ １１ １０ ６１８ １５ ５８ ３５
２００５ ３０９ １０ １０６２ ９９ ２７ １２ ２４ ９１ ７５ ０９ ６５ ９３ １１ ７５ ６４１ ２５ ６０ ３２
２００６ ３０４ ６６ １０５７ １３ ２６ ７０ ２４ ６０ ７５ ４０ ６６ ２６ １１ ９３ ６３３ １５ ５９ ８９
２００７ ３０５ ２１ １０５６ ７７ ２６ ３０ ２４ ５５ ７５ ４５ ６５ １３ １１ ７３ ６１５ ０３ ５８ ２０
２００８ ３０２ ２６ ９９５ ９６ ２４ ９０ ２５ ６５ ７４ ３５ ６６ ２６ １２ ３６ ５６７ ９１ ５７ ０２
２００９ ３２２ ４２ ９５９ ２２ ２４ ４４ ２８ ５０ ７１ ５０ ６２ ２８ １０ ８１ ４９３ ９６ ５１ ５０
２０１０ ３３２ ９４ ９８０ １１ ２４ ４６ ２８ ５８ ７１ ４２ ６１ ４９ １１ ２６ ４８２ ４２ ４９ ２２
２０１１ ３４５ ７０ ９６４ ８７ ２３ ６２ ２９ ９０ ７０ １０ ６０ ５７ １０ ７９ ４３１ ８１ ４４ ７５
２０１２ ３９４ １３ ９４４ ８５ ２２ ８２ ３５ １４ ６４ ８６ ５７ ３２ １０ ７４ ３７７ ７９ ３９ ９８
２０１３ ４４６ ２３ ９６５ １２ ２３ ０６ ３９ ４０ ６０ ６０ ５２ ２０ １２ １０ ３１８ ７３ ３３ ０３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能源月度报告》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数据整理， 其中世界石油消费总量、 储产比来自 ＢＰ 能源数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

１３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图 １　 美国石油生产与消费对比关系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ＢＰ 能源数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整理。

　 　 （２） 产量缺口比率下降明显， 国际进口率小幅下降。 产量缺口比率与产

消率是相对应的比率， 说明石油消费量中自产满足之外的缺口。 进入 ２１ 世纪

以来， 美国石油产量缺口比率变化在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形成两个明显的阶段。

一是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８ 年， 产量缺口比率逐年上升。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５６ ７０％逐年上升，

２００７ 年达到峰值 ７５ ４５％ ， ２００８ 年为 ７４ ３５％ ； 同期国际进口率缓慢上升， 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４７ ２０％缓慢上升， ２００６ 年达到峰值， 为 ６６ ２６％ ，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８ 年维

持在高位。 二是国际金融危机后， 产量缺口比率处于较高水平， 并缓慢下降，

２０１３ 年为 ６０ ６０％ ， 比 ２００８ 年下降了 １３ ７５ 个百分点； 同期国际进口率下降

了 １４ ０６ 个百分点 （见表 １、 图 １）。

从上述 ３ 个指标的变化可以看出， 美国石油产销率近几年不断上升， 产量

缺口比率和国际进口率明显大幅下降。 随着美国国内自产石油不断增长， 相对

于石油需求变化而言， 能源自给率明显提升。

2 石油消费量在世界消费总量中占比下降

随着美国科技进步， 节能和能源多元化措施取得了效果， 其石油消费量在

世界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大幅下降。 １９９０ 年以来， 美国石油消费量变化可分为

两个阶段： 一是 ２００５ 年以前， 其石油消费总量逐年增长， 从 ８６８ １０ 百万吨增

至 １０６２ ９９ 百万吨， 占世界消费总量的比例维持在 ２８％ 左右； 二是 ２００５ 年之

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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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其石油消费量缓慢下降， ２０１３ 年为 ９６５ １２ 百万吨， 占世界石油消费总量

的比例下降到 ２３ ０６％ （见表 １、 图 ２）。

图 ２　 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 ＢＰ 能源数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整理。

3 原油净进口和对外依存度大幅度降低

近几年， 随着美国能源自给率提高、 能源多元化和节能效果显现， 原油净

进口量绝对量明显下降。 ２００５ 年前， 原油净进口量不断上升，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的 ３６５ ９２ 百万吨上升到 ２００５ 年的峰值 ６４１ ２５ 百万吨， 同期石油对外依存

度从 ４２ １５％左右上升到峰值 ６０ ３２％ ， 之后大幅度下降，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 年

均增长 － ８ ３６％ ， 石油对外依存度大幅度下降低至 ３３ ０３％ ， ８ 年间下降了

２７ ２９ 个百分点 （见表 １）。

（三）美国石油进口依存度影响因素

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反映石油进口需求情况， 近几年的数据可以说明石

油对外依存度逐渐降低。 美国石油进口需求主要受到经济增长率、 本国石油

产量增长率、 天然气消费量增长率、 石油消耗强度、 石油平均价格等因素的

影响。

1 美国经济增长对石油进口的影响

国际金融危机致使美国经济衰退。 从国家层面来看， 美国经济增速明显降

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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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债务规模不断扩大， 使得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减少； 从国民层面来

看， 高失业率和低储蓄比使得家庭石油消费能力降低。 从经济增长率来看，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 美国 ＧＤＰ 年增长率平均达到 ３ １２％ ；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

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 ＧＤＰ 年增长率平均为 １ １６％ 。

在美国经济总体趋势下行的大背景下， 美国石油消费量呈下降趋势， 进口

量也呈下降趋势。 但是， 在经济形势有所好转的背景下， 美国的石油消费量却

在筑底， 石油进口量仍然下降。 从经济周期来考量， 美国经济的增长与石油进

口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５ 年， 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３１％ ，

其石油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 ３ ４％ ， 其中 １９９９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４ ８３％ ， 而石

油进口量增长率为 ０ ２９％ ， ２００２ 年 ＧＤＰ 增长率为 １ ８１％ ， 而石油进口量增

长率为 － ２ ０２％ 。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长率为 １ ４９％ ， 其石油

进口量年均增长率为 － ３ ５％ 。 近期的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 美国石油进口增长率

分别为 － ３ ０３％ 、 － ７ ３３％ 和 － ６ ９７％ ， 美国 ＧＤＰ 增长率分别为 １ ８５％ 、

２ ７８％和 １ ８８％ 。 特别是近几年美国石油进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变化方向

相反 （见图 ３）。

图 ３　 美国石油进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ＢＰ 能源数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整理。

2 石油价格变化对美国石油进口的影响

市场价格由供求双方决定， 反过来， 价格一般会影响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变

４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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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但在有的情况下， 一些商品价格对供求双方的选择不起作用。 供求双方在

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数量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显然， 石油需求由经济增长对石

油需求的刚性决定， 石油供给由开采条件、 生产技术等因素决定， 当然也受石

油开采主体的影响。 就价格对美国石油进口的影响来看， ２００５ 年以前， 石油

价格在高位运行， 石油进口除个别年份外都在高速增长 （１９９５ 年和 ２００２ 年为

负增长）。 ２００６ 年以来， 随着石油价格上升或高位运行， 石油进口增速降低，

或为负增长 （见图 ４）。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世界石油价格大幅下降， 就是由国际

石油组织 （ＯＰＥＣ） 为了保份额而不惜增加产量所致。 可见， 美国石油进口增

长与石油价格上升和下降并没有因果联系。

图 ４　 美国石油进口增长与石油价格变化的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 ＢＰ 能源数据整理。

3 美国能源资源开采对石油进口的影响

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的逐步推进， 加大了美国国内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并使其逐步替代进口石油， 直接引起进口石油增长率的降低。

美国国土面积比较大， 煤炭、 石油、 天然气资源储藏丰富， 只是开采成本

高于其他国家。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美国工业化快速推进， 能源需求大幅度上

升， １９７３ 年的石油危机促使美国大力开采国内能源资源， １９７８ 年 《电厂和工

业燃料使用法案》 鼓励煤炭和天然气资源的开采和使用。 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到 ９０ 年代末， 煤炭年均增长率保持 ２ ５０％以上， 在 １９９８ 年达到高峰， 产量达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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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６０３ １６ 百万吨油当量。 进入 ２１ 世纪初后， 煤炭生产增长乏力， 产量逐步下

滑 （见表 ２、 图 ５）。

表 ２　 美国石油进口与自产能源比较

年份

石油进口 石油产量 煤炭产量 天然气生产

进口量

（百万吨）
增长率

（％ ）
产量

（百万吨）
增长率

（％ ）
产量（百万

吨油当量）
增长率

（％ ）
产量（十亿

立方米）
增长率

（％ ）

１９９０ ４０９ ７０ － ０ ５３ ４１６ ６０ － ２ ８９ ５６５ ８９ ５ ２０ ５０４ ３１ ２ ６８

１９９１ ３８９ ７３ － ４ ８７ ４２２ ９２ １ ５２ ５４４ １６ － ３ ８４ ５０１ １５ － ０ ５３

１９９２ ４０３ ０６ ３ ４２ ４１３ ０３ － ２ ３４ ５４５ ０４ ０ １６ ５０５ １７ ０ ８０

１９９３ ４４０ ５０ ９ ２９ ３９７ ０２ － ３ ８７ ５１０ ２７ － ６ ３８ ５１２ ４１ １ １４

１９９４ ４５９ ７１ ４ ３６ ３８７ ５２ － ２ ３９ ５５７ １８ ９ １９ ５３２ ９５ ４ １１

１９９５ ４５１ ４７ － １ ７９ ３８３ ５７ － １ ０２ ５５５ １３ － ０ ３７ ５２６ ６６ － １ ３７

１９９６ ４８４ ３５ ７ ２８ ３８２ ０８ － ０ ３９ ５７１ ６２ ２ ９７ ５３３ ８９ １ ３７

１９９７ ５１９ ２６ ７ ２１ ３７９ ９７ － ０ ５５ ５８４ ９１ ２ ３３ ５３５ ２５ ０ ２６

１９９８ ５４７ １８ ５ ３８ ３６８ １４ － ３ １１ ６０３ １６ ３ １２ ５３８ ６９ １ １３

１９９９ ５５４ ５５ １ ３５ ３５２ ６０ － ４ ２２ ５８４ ２８ － ３ １３ ５３３ ２７ － １ ３９

２０００ ５８５ ５７ ５ ５９ ３４７ ６４ － １ ４１ ５７０ ０９ － ２ ４３ ５４３ １７ １ ６６

２００１ ６０６ ６３ ３ ６０ ３４４ ５６ － ０ ８９ ５９０ ２８ ３ ５４ ５５５ ４６ ２ ５６

２００２ ５８９ ２０ － ２ ８７ ３４１ ９８ － ０ ７５ ５７０ ０７ － ３ ４２ ５３５ ９８ － ３ ６１

２００３ ６２６ ７１ ６ ３７ ３３２ ２９ － ２ ８３ ５５３ ６３ － ２ ８８ ５４０ ８２ １ ００

２００４ ６７１ ７１ ７ １８ ３２５ ０８ － ２ １７ ５７２ ３７ ３ ３８ ５２６ ４４ － ２ ８５

２００５ ７００ ７８ ４ ３３ ３０９ １０ － ４ ９２ ５８０ １９ １ ３６ ５１１ １５ － ２ ７２

２００６ ７００ ４３ － ０ ０５ ３０４ ６６ － １ ４４ ５９５ １０ ２ ５７ ５２３ ９７ ２ ５１

２００７ ６８８ ２３ － １ ７４ ３０５ ２１ ０ １８ ５８７ ７２ － １ ２４ ５４５ ５５ ４ ０２

２００８ ６５９ ９７ － ４ １１ ３０２ ２６ － ０ ９６ ５９６ ７２ １ ５３ ５７０ ８４ ４ ６３

２００９ ５９７ ４０ － ９ ４８ ３２２ ４２ ６ ６７ ５４０ ７５ － ９ ３８ ５８４ ００ ２ １１

２０１０ ６０２ ６３ ０ ８８ ３３２ ９４ ３ ２６ ５５１ ２４ １ ９４ ６０４ ０７ ３ １５

２０１１ ５８４ ３９ － ３ ０３ ３４５ ７０ ３ ８３ ５５６ １１ ０ ８８ ６５１ ２９ ７ ３４

２０１２ ５４１ ５６ － ７ ３３ ３９４ １３ １４ ０１ ５１７ ７９ － ６ ８９ ６８１ ４０ ５ ２５

２０１３ ５０３ ７８ － ６ ９７ ４４６ ２３ １３ ２２ ５００ ５５ － ３ ３３ ６８７ ５９ １ ０３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能源月度报告》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４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 计算而得； 储产比来自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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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美国石油进口增长率变化与相关途径来源的能源产量增长率变化关系

从石油生产看， １９７０ 年以前， 美国石油生产一直呈现快速增长， 美国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还是世界产油大国， 其国内石油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 ６０％ 以

上； 之后， 随着中东和非洲地区石油产量增长， 美国石油产量占比逐步下降，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占世界总产量的 ２５％ ， 这种下降态势持续到 ２００６ 年。 这时

美国石油生产出现缓慢增长， 从 ２００６ 年 ３０４ ６６ 百万吨增长到 ２０１３ 年 ４４６ ２３

百万吨， 年均增长 ５ ６０％ ， 最近两年增速更快，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增长率分别

达到 １４ ０１％和 １３ ２２％ 。 最近几年， 美国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产量中的比重

大约为 １０％ 。

但是， 美国石油储产比水平偏低。 一般来说， 当油田储产比小于 １０ ～ １４

时， 产量开始递减， 很难保持稳产； 若要保持稳产， 必须新增可采储量。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的石油储产比一直保持在 １０ ～ １２ ５， 偏低的储产比说明美国石

油剩余开采能力不高。

在美国出产的能源资源中， 天然气资源最有潜力替代进口石油。 美国天然

气资源丰富， 在世界上占有重要地位。 近几年， 天然气在美国能源中的地位逐

渐提高。 探明的天然气储量呈逐年增长趋势， 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４ ７４ 万亿立方米增

长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９ ３４ 万亿立方米， 年均增幅为 ６ ０７％ 。 其储产比也呈逐年增长

趋势， 从 ２００１ 年的 ９ １７％提高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３ ６０％ ， 说明其剩余可采储量正

逐年增长 （见表 ３）。 ２０１３ 年， 美国天然气探明储量占世界储量的 ５ ０３％ ， 按

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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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排名列世界第五。 同年， 世界探明储量为 １８５ ７０ 万亿立方米， 排名前四

的国家分别为： 伊朗 ３３ ７８ 万亿立方米， 占世界储量的 １８ １９％ ； 俄罗斯

３１ ２５ 万亿立方米， 占 １６ ８３％ ； 卡塔尔 ２４ ６８ 万亿立方米， 占 １３ ２９％ ； 土库

曼斯坦 １７ ４８ 万亿立方米， 占 ９ ４１％ 。

表 ３　 美国天然气储量与生产情况

年份
探明储量

（亿立方米）
在世界探明储

量中占比（％ ）
产量

（亿立方米）
占世界产量的

比例（％ ）
消费量

（百万吨）
储产比

（％ ）

１９９０ ４８０００ ４ ３９ ５０４３ １０ ２５ ４３ ４９３ ９９ —
１９９１ ４７３００ ４ １２ ５０１１ ５０ ２４ ９７ ５０４ ８２ —
１９９２ ４６７００ ３ ９８ ５０５１ ７０ ２４ ９４ ５２１ ９７ —
１９９３ ４６０００ ３ ８９ ５１２４ １０ ２５ ０３ ５３４ ９６ —
１９９４ ４６４００ ３ ８９ ５３２９ ５０ ２５ ６３ ５４７ ５４ —
１９９５ ４６８００ ３ ９０ ５２６６ ６０ ２４ ９２ ５７１ ３０ —
１９９６ ４７１００ ３ ８１ ５３３８ ９０ ２４ １０ ５８１ ７２ —
１９９７ ４７４００ ３ ７４ ５３５２ ５０ ２４ １７ ５８５ ２０ —
１９９８ ４６５００ ３ ５７ ５３８６ ９０ ２３ ７７ ５７５ ３１ —
１９９９ ４７４００ ３ ５５ ５３３２ ７０ ２２ ９０ ５７７ ３０ —
２０００ ５０２００ ３ ６１ ５４３１ ７０ ２２ ５３ ６００ ３５ —
２００１ ５２０００ ３ ３９ ５５５４ ６０ ２２ ４０ ５７３ ８６ ９ １７
２００２ ５２９００ ３ ４３ ５３５９ ８０ ２１ ２１ ５９２ ４４ ９ ６４
２００３ ５３５００ ３ ４３ ５４０８ ２０ ２０ ６３ ５７５ ３３ ９ ５３
２００４ ５４５００ ３ ４９ ５２６４ ４０ １９ ４８ ５７７ ６５ ９ ８０
２００５ ５７９００ ３ ６９ ５１１１ ５０ １８ ４０ ５６８ ６４ １０ ３７
２００６ ５９８００ ３ ７９ ５２３９ ７０ １８ １８ ５６０ ４１ １１ ３１
２００７ ６７３００ ４ １８ ５４５５ ５０ １８ ４１ ５９６ ２９ １０ ９５
２００８ ６９３００ ４ ０９ ５７０８ ４０ １８ ６０ ６００ ８３ １１ ５６
２００９ ７７２００ ４ ５７ ５８４０ ００ １９ ５９ ５９０ ０７ １１ ６８
２０１０ ８６３００ ４ ９０ ６０３５ ９０ １８ ９２ ６１９ ２７ １２ ６３
２０１１ ９４６００ ５ １０ ６４８５ １０ １９ ７３ ６２８ ８４ １３ ０４
２０１２ ８７２００ ４ ７１ ６８１２ ４０ ２０ ３８ ６５７ ２９ １２ ５０
２０１３ ９３４００ ５ ０３ ６８７５ ９０ ２０ ４０ ６７１ ０１ １３ ６０

　 　 资料来源： 根据 ＢＰ 能源数据、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整理而成。

在天然气开采方面， 美国的天然气产量居世界前列。 １９７３ 年， 美国天然

气生产达到一个峰值 ６１４４ ７６ 亿立方米， 之后有所下降， 直到 １９８６ 年的

４５５９ ０１ 亿立方米， 之后开始缓慢增长。 １９９０ 年以来总体呈增长趋势， 从 １９９０

８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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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５０４３ １０ 亿立方米增长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６８７５ ９０ 亿立方米， 年均增长 ２ ４１％ ，

２００５ 年以来稳定增长， 增速加快，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年均增长 ３ ７８ （见表 ３）。 在

这个时期， 美国与俄罗斯在天然气产量方面交替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 ２００９

年开始美国一直位列世界第一。 储量居前的伊朗、 卡塔尔、 土库曼斯坦由于缺

乏先进的开采技术， 开采的经济性差， 产量与美国相差较远。

在天然气开采和利用中， 页岩气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美国能源信息署

（ＥＩＡ） 估计， 全球技术上可开采的页岩气储量为 １８８ ９３ 万亿立方米， 其中中国

储量为 ３６ １０ 万亿立方米， 居世界首位； 美国为 ２４ ４１ 万亿立方米， 位列第二；

其后主要是阿根廷 （２１ ９２ 万亿立方米）、 墨西哥 （１９ ２８ 万亿立方米）、 南非

（１３ ７３ 万亿立方米）、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大约都为 １０ ９９ 万亿立方米） 等。 美

国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就开始开采页岩气， 其采用先进的水力压裂技术， 处于领

先地位。 ２０ 世纪 ８０ ～ ９０ 年代，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能源发展公司在得克萨斯州中北部巴尼

特页岩， 实现了深层页岩气的商业价值， 由此开启了美国页岩气的新纪元①。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度能源展望： 各类天然气年产量参

考手册》， 美国天然气总产量将从 １９９５ 年的 ５２６６ ８８ 亿立方米增长到 ２０４０ 年

的 ９３８４ １１ 亿立方米， 增长 ７８ １７％ ， 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页岩气产量的增长：

页岩气年产量将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６７ ９６ 亿立方米增长至 ２０４０ 年的 ４７２８ ８７ 亿立方

米， 增长近 ６９ 倍。 １９９７ 年， 美国页岩气产量达到 ３３４ １４ 亿立方米，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年年均增长 １７ ２６％ 。 ２０１０ 年， 美国页岩气在天然气中的比重提高

到 ２３ ０％ ， 预计 ２０３５ 年将达到 ４９ ０％ 。

国际能源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在英国伦敦发布 《２０１２ 年世界能源展

望》， 认为由于页岩油气等非常规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水力压裂技术的日臻成

熟及推广应用， 美国从饱含碳氢化合物的页岩中大规模开采出油气资源， 到

２０２０ 年前后美国将超过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国， 到 ２０３０ 年前

后北美地区有望成为石油净出口地区②。 天然气价格足够高使生产具有经济可

行性， 并且页岩气开采用到的水力压裂法将会对环境尤其是水资源造成污染，

９３２

①

②

周琪： 《美国能源安全政策与美国对外战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１２。
白杨、 崔悦、 吴成良： 《全球能源颁布格局变化重大———美国将成最大产油国》， 《人民日

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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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因素将阻碍预言的实现， 所以笔者对该预言采取保守态度。

4 美国新能源开发对石油进口的影响

美国能源部 ２０１１ 年发布了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能源战略规划》 及一系列能源

投资和新能源支持计划。 关于新能源技术的政策， 奥巴马总统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提出发展新能源技术的 ３ 项计划： 加大对清洁能源技术的资助力度， 终

结对化石能源的税收补贴； ２０１５ 年推行先进技术电动汽车 １００ 万辆， 使得美

国到 ２０３０ 年石油消费量减少 ７ ８５ 亿桶； ２０３５ 年实现清洁能源发电占比翻番。

为此， 美国实施了一系列新能源计划。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美国能源部发起 Ｓｕｎｓｈｏｔ

计划， 在 ２０２０ 年前将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总成本降低 ７５％ ， 达到每千瓦时 ６

美分。 在储能技术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未来 ５ 年投资近 ７００ 万

美元开展独立成本分析， 支持燃料电池和储氢系统的研究和开发； １２ 月， 美

国能源部宣布斥资超过 ７００ 万美元支持加州、 华盛顿州、 俄勒冈州的 ４ 个项

目， 用于促进燃料电池电动车储氢技术的开发， 这些投资帮助美国国内汽车制

造商将更多的燃料电池车销往主流市场。 在新能源汽车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美国能源部公开了 ２ 项推动电动汽车普及的计划， 一是将拨款 ５００ 万美元用于

电动汽车基础设施和充电站的建设； 二是促进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和谷歌合

作， 推出一个涵盖全美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充电桩的数据库， 消费者可以通过谷

歌地图获得其位置， 并获得驾驶路线； ８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 未来 ３ ～ ５ 年

拨款 １ ７５ 亿美元以上， 以加速先进汽车技术的开发和部署①。

美国能源部推行了新能源计划或项目的贷款担保和拨款， 以保障清洁能源

技术的先进地位， 确保新能源持续发展。 在地热能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美国

能源部为美国地热公司的俄勒冈地热发电站项目提供 ９６８０ 万美元贷款担保； ９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 在未来三年拨款 ３８００ 万美元发展地热能技术。 在生物

质能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与农业部一起向 ８ 个研发项目提供

４７００ 万美元资金， 用于促进生物质能的研究和发展； ６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投

资 ３６００ 万美元用于资助生物燃料以及生物产品的研发项目； ８ 月， 美国总统

奥巴马宣布， 美国农业部、 能源部和海军部门将在未来三年投资 ５ １ 亿美元，

与私营公司合作生产先进的航空和航海用生物燃料， 用于军事和商业交通。 在

０４２

① 杨来、 曾少军、 曾凯超： 《中美新能源战略比较研究》， 《中国能源》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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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电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在 “核能大学研究计划” （ＮＥＵＰ）

框架下投资超过 １７００ 万美元， 为由 ２３ 个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提供资助， 用以

开展下一代核能技术和现有技术的升级换代。 在风电方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美

国能源部宣布， 将在未来两年内为 ４ 个风电项目提供近 ７５０ 万美元资金， 以加

快海上风电的部署； ９ 月， 美国能源部宣布， 在未来 ５ 年拨款 ４３００ 万美元， 以

资助海上风力发电系统研发。

总之， 随着美国新能源技术的快速发展， 新能源在美国未来能源消耗中的

占比将逐渐提高， 而美国储量丰富的天然气将成为常规石油与新能源保持平衡

或者向其过渡的桥梁。

5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转型推动能源消耗强度下降

随着美国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轻型化， 能源消耗强度不断降低， 这也降低

了经济对石油的依赖。 １９９０ 年后， 石油消耗强度呈现持续下降趋势， 从 ０ ８６４

万吨 ／亿美元持续下降， 降到 ２０１３ 年 ０ ５２７ 万吨 ／亿美元。 从综合能源消耗强

度看， 能源消耗强度指标一直下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大部分年份维持在 ２ ０ 万吨

油当量 ／亿美元以上， １９９８ 年跌破 ２ ０ 万吨油当量 ／亿美元， 降到 １ ９３７ 万吨油

当量 ／亿美元； 之后一直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 １ ４５２ 万吨油当量 ／亿美元 （见表 ４、 图

６）。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３ 年， 美国 ＧＤＰ 年均增长 １ ７６％ ， 综合能源消耗下降 ０ １１％ 。

可见， 美国 “能源独立” 政策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表 ４　 美国石油消耗强度与石油消耗强度变化

年度
ＧＤＰ（不变

价，亿美元）
石油消费量

（万吨）
石油消耗强度

（万吨 ／ 亿美元）
能源总消耗

（万吨油当量）
能源消耗强度

（万吨油当量 ／ 亿美元）

１９９０ ８９４５４ ３０ ７７２５０ ０ ８６４ １９７３８８ ３４ ２ ２０７

１９９１ ８９３８８ ８０ ７５５４４ ０ ８４５ １９７１９２ ０５ ２ ２０６

１９９２ ９２５６６ ８０ ７７２２３ ０ ８３４ ２００３８８ ８７ ２ １６５

１９９３ ９５１０７ ８０ ７７８５０ ０ ８１９ ２０４６１０ ６８ ２ １５１

１９９４ ９８９４７ ００ ７９９１１ ０ ８０８ ２０８３７１ ３７ ２ １０６

１９９５ １０１６３７ ００ ７９６７０ ０ ７８４ ２１２８０６ ０５ ２ ０９４

１９９６ １０５４９４ ８０ ８２４８４ ０ ７８２ ２１９８８２ ３６ ２ ０８４

１９９７ １１０２２８ ８０ ８３６２０ ０ ７５９ ２２１６３５ ８５ ２ ０１１

１９９８ １１５１３４ ２０ ８５１８１ ０ ７４０ ２２３０４５ ２７ １ ９３７

１９９９ １２０７１３ ５０ ８７５６５ ０ ７２５ ２２６８３０ ４８ １ ８７９

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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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度
ＧＤＰ（不变

价，亿美元）
石油消费量

（万吨）
石油消耗强度

（万吨 ／ 亿美元）
能源总消耗

（万吨油当量）
能源消耗强度

（万吨油当量 ／ 亿美元）

２０００ １２５６５１ ７０ ８８４１３ ０ ７０４ ２３２０４３ ０９ １ ８４７

２００１ １２６８４４ ５０ ８８４１１ ０ ６９７ ２２６６０８ ０３ １ ７８７

２００２ １２９０９７ ２５ ８８４８８ ０ ６８５ ２３０１３７ １７ １ ７８３

２００３ １３２７００ ２５ ９００７５ ０ ６７９ ２３０９４８ ２６ １ ７４０

２００４ １３７７４０ ００ ９３６５４ ０ ６８０ ２３５６５９ ６６ １ ７１１

２００５ １４２３５５ ７５ ９３９７８ ０ ６６０ ２３５９１２ ８９ １ ６５７

２００６ １４６１５２ ００ ９３０６６ ０ ６３７ ２３４１７０ ８７ １ ６０２

２００７ １４８７６８ ００ ９２８７７ ０ ６２４ ２３８１１１ ８９ １ ６０１

２００８ １４８３３５ ７５ ８７５３６ ０ ５９０ ２３３１３０ ９２ １ ５７２

２００９ １４４１７９ ２５ ８３３１６ ０ ５７８ ２２１８６４ ７３ １ ５３９

２０１０ １４７７９３ ５０ ８５００７ ０ ５７５ ２２９９７１ ２５ １ ５５６

２０１１ １５０５２３ ７５ ８３４９１ ０ ５５５ ２２８２４６ ４７ １ ５１６

２０１２ １５４７０７ ２５ ８１７０１ ０ ５２８ ２２２７２１ ３９ １ ４４０

２０１３ １５７６１３ ００ ８３１０３ ０ ５２７ ２２８８１１ ６０ １ ４５２

　 　 数据来源： ＢＰ 能源数据和美国信息能源署 （ＥＩＡ） 数据的整理。

图 ６　 美国石油进口与石油消耗强度的关系

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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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国石油进口需求趋势对国际市场的影响

（一）美国石油需求降低将助推原油价格下行

　 　 国际油价主要受石油市场基本面因素 （各国经济增速、 供求关系和石油

库存） 和非基本面因素 （美元走势、 石油期货基金、 货币政策和地缘政治局

势） 的综合影响， 这些因素最终将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供求关系， 所以供求关

系是影响国际油价的根本因素。 如上所述， 美国石油国际需求降低， 将减少对

国际石油市场的需求， 且美国正成为全球重要的油品出口国。 ２０１１ 年， 美国

６０ 年来首次成为油品净出口国， 净出口 ４１ 万桶 ／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美国馏分油

净出口量为 ９８ 万桶 ／日， 创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超出同期俄罗斯 ７３ 万桶 ／

日的馏分油出口量， 居世界第一位①。

２０１３ 年美元预计将温和升值， 压制油价； 《多德 －弗兰克法案》 的实施将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投资基金通过原油期货控制油价； 紧张的中东地区局势趋向

常态化， 将减弱对油价的刺激作用。 这些助涨油价的因素在减弱。 另外， 还存

在一些油价助涨的因素， 主要是一些国家 （尤其是美国） 采取了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②。

在世界经济下行风险犹存、 国际原油需求增长乏力的背景下， 油价助涨综

合力量减弱， 全球石油供求关系缓和。 在对国际原油需求降低的同时， 美国成

品油出口加大， 这将形成油价下行的显著压力。

（二）美国石油进口来源地构成变化

面对世界主要石油产地， 美国挑选的石油进口来源地呈现多元化和动态化

特征。 总体看， 按进口来源地区分， 北美、 中东、 南美是美国石油进口三大来

源地， 进口量共占其石油总进口量的 ８０％ 左右。 北欧和亚洲地区一直在美国

３４２

①

②

王佩、 高瑞明、 李涵： 《美国石油贸易变化趋势及其对全球的影响》，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张跃军、 王婧： 《２０１３ 年国际原油价格分析与趋势预测》，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 （社科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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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进口中占次要地位， 且呈逐渐下滑趋势①。 美国从俄罗斯的进口量一直较

小，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２ 年平均占比不到 ２％ ； 从非洲进口石油的占比呈明显下降趋

势。 当美国对国际石油的需求减少后， 从俄罗斯和非洲进口的石油将会更少。

具体而言， 美国石油进口来源地主要有以下特征 （见表 ５）。

表 ５　 美国石油进口来源地构成

年份
进口总量

（千桶）

区域结构（％ ）

北美 中东 中南美 非洲

国别结构（％ ）

加拿大 墨西哥 沙特

１９９７ ３００２２９９ ３１ １０ １９ ９５ ２２ ４６ １６ ９９ １４ ５７ １６ ５３ １５ ７２
１９９８ ３１７７５８４ ２９ ７３ ２３ ５８ ２１ ９１ １６ ２７ １４ ５５ １５ １８ １６ １３
１９９９ ３１８６６６３ ２７ ８５ ２７ ３２ ２０ ７４ １３ ７３ １３ ４９ １４ ３６ １５ ８９
２０００ ３３１９８１６ ２９ ３３ ２６ ５７ １９ ０１ １５ ０４ １４ ８６ １４ ４７ １６ ８０
２００１ ３４０４８９４ ２９ ４７ ２８ ６８ １８ ６０ １４ ５９ １４ ５３ １４ ９４ １７ ２７
２００２ ３３３６１７５ ３２ ２２ ２４ ５４ １８ ２１ １２ ３３ １５ ８１ １６ ４１ １６ ６２
２００３ ３５２７６９６ ３２ ２６ ２６ ２５ １６ ４７ １４ ７２ １６ ０３ １６ ２３ １７ ８５
２００４ ３６９２０６３ ３１ ８７ ２６ １１ １７ ６６ １６ ０５ １６ ０２ １５ ８５ １４ ８２
２００５ ３６９５９７１ ３１ ５０ ２４ ４８ １８ ０２ １７ ３５ １６ １３ １５ ３７ １４ ２７
２００６ ３６９３０８１ ３３ ３９ ２５ ８３ １７ ２６ １６ ７７ １７ ８１ １５ ５８ １４ ０６
２００７ ３６６１４０４ ３２ ８６ ２６ ９１ １７ ３７ １７ ８３ １８ ８２ １４ ０４ １４ ４３
２００８ ３５８０６９４ ３２ １３ ２８ ５４ １８ ０９ １６ ７２ ２０ ００ １２ １３ １５ ３７
２００９ ３２８９６７５ ３３ ６７ ２３ ０１ ２０ １６ １６ ４ ２１ ５６ １２ １１ １０ ８８
２０１０ ３３６２８５６ ３３ ９０ ２３ ０１ １９ ６３ １７ １９ ２１ ３９ １２ ５１ １１ ７４
２０１１ ３２６１４２２ ３７ ２３ ２２ ７８ １９ ８５ １３ ９２ ２４ ９０ １２ ３３ １３ ２８
２０１２ ３１０７８２５ ３９ ８０ ２７ ５１ ２０ ２６ ９ ０７ ２８ ３６ １１ ４４ １５ ９７

　 　 资料来源：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整理。

（１） 北美重于中东的多元进口格局。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美国石油进口来源

三大地区占比基本未变， 北美以年均占比 ３２ ３９％位居第一， 其次是中东， 年

均占比为 ２５ ３２％ ， 再次是中南美， 年均占比为 １９ １１％ 。 非洲地区也是美国

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０ 年， 年均进口量占比为 １５ ８６％ ， 然

４４２

① 北美地区是指加拿大和墨西哥； 中东地区包括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 西亚的伊拉克、
科威特、 卡塔尔、 沙特、 阿联酋、 阿塞拜疆等； 南美地区包括委内瑞拉、 玻利维亚、 阿塞

拜疆、 厄瓜多尔、 伯利兹城、 哥伦比亚、 阿根廷、 巴西等； 北欧地区包括挪威、 俄罗斯、
英国等； 亚洲地区包括澳大利亚、 文莱、 中国、 印度尼西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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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近几年的进口占比却大幅下滑， ２０１２ 年为 ９ ０７％ ， 比之前的年均占比低

６ ７９ 个百分点。

（２） 加拿大持续为美国石油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加拿大石油储量丰富，

２０１２ 年探明储量为 １７３８ ９ 亿桶， 占世界储量的 １０ ４２％ ， 储量位居世界第三。

美国与加拿大具有地缘优势， 政治关系良好， 首选加拿大作为其石油进口来源

地符合双方利益。 ２００４ 年， 加拿大石油在美国石油进口中的占比 （１６ ０２％ ）

超过沙特 （１４ ８２％ ）， 一直保持美国石油第一大进口国的位置， 而且近几年

的进口占比逐渐加大，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２８ ３６％ ， 比 ２００４ 年上升了 １２ ３４ 个百分

点， 比 ２０１０ 年上升了近 ７ 个百分点。 加拿大至美国的多条输油管线已经开通

（包括输油能力为 ５９ 万桶 ／日的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管线， 以及正在审批的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ＸＬ 项

目）， 在可预见的未来几年内， 加拿大将继续成为美国石油第一大进口国。

（３） 以拉美国家为后备， 与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石油贸易有涨有落。 墨西

哥和委内瑞拉分属北美和南美， 与美国有地缘优势， 而且美国与墨西哥在

１９９４ 年签订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墨西哥石油在美国进口中

年均占比为 １４ ３４％ ， 自委内瑞拉进口石油年均占比为 １２ ３７％ ， 分别位居美

国石油进口国第三和第四。 但是， 两国的占比都呈下降趋势， 其中墨西哥从最

高 １９９７ 年的 １６ ５３％ 降至最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１ ４４％ ； 委内瑞拉从最高 １９９７ 的

１６ ９４％降至最低 ２０１１ 年的 ９ ７１％ ， ２０１２ 年回升至 １０ ６７％ 。

墨西哥在美国石油进口中占比下降的原因是其最大的老油田卡特里尔油田

原油产量逐年下降。 其石油探明储量、 生产量和储产比等数据也表明， 墨西哥

的石油供应能力在下降。 １９９７ 年墨西哥石油探明储量 ４７８ ２ 亿桶， ２０１２ 年下

降为 １１３ ６ 亿桶； 其生产量从 １９９７ 年 ３４０８ ６３ 千桶 ／日下降为 ２０１１ 年 ２９３７ ７８

千桶 ／日； 其储产比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维持在 １０ ５５％的低位①。

近几年， 美国与委内瑞拉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其石油贸易与投资将不断

增强。 尽管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不高， ２０１２ 年为 １３９７２ 万吨， 在世界石油总产

量中占比为 ３ ４％ ， 但其探明储量近几年增长明显， 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８７３ ２ 亿桶增

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２９７５ ７ 亿桶， 增长 ２ ４ 倍， ２０１２ 年的储量甚至超过沙特的 ２６５８ ５

亿桶， 以世界占比 １７ ８３％位居全球第一 （沙特的世界占比 １５ ９３％ ）。 随着两

５４２

① 谌园庭： 《墨西哥与美国关系： 变化与前景》， 《拉丁美洲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６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国政治关系的改善， 美国会加大对委内瑞拉石油开采技术的输入， 美国自委内

瑞拉的石油进口量将提高。 可见， 委内瑞拉巨大的石油储量将稳定地成为美国

的石油储备。

（４） 沙特成为美国石油进口的 “蓄水池”。 沙特作为世界产油大国， 是美

国调节石油进口量的 “蓄水池”。 美国与沙特是盟国关系， 在经济与军事安全

上的合作历史悠久。 但是两国在意识形态、 文化和巴勒斯坦问题等方面存在分

歧和矛盾。 所以，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美国有意弱化沙特在其石油战略中的重

要性， 进一步采取石油进口多元化措施， 与俄罗斯、 拉美产油国签订协议。 沙

特在现代化发展上也表现出多元化趋势， 通过 “海合会” 积极发展与欧盟、

俄罗斯和中国的多边外交， 同时加紧与上述各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 但是， 鉴

于即使 ２０２０ 年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的预言实现， 沙特石油储量对全

球的石油安全还是有一定的威胁， 而且沙特在经济现代化和军事安全方面仍然

离不开美国的支持①， 美国与沙特仍然会保持 “石油美元” 关系。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９

年， 美国与沙特石油贸易总体上呈现波动态势， 从最高 ２００１ 年 １７ ２７％ 降至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０ ８８％ ； ２０１０ 年后有所上升， ２０１２ 年达到 １５ ９７％ 。 在美国石油进

口量下降的背景下， 美国仍然能提高从沙特的进口比例， 足以说明两国的石油

关系是稳固且有弹性的。

（三）影响国际石油供求格局的变化

美国天然气产量猛增、 节能技术普及和新能源快速发展将提高美国能源自

给率， 美国正向 “能源独立” 的战略目标迈进， 美国石油进口量将继续减少；

而且美国对进口来源地构成进行调整， 导致国际石油供求格局发生巨大变化。

美国及与其有地缘优势的加拿大、 委内瑞拉和墨西哥 ３ 个国家的石油储备丰

富， ２０１２ 年， 这 ４ 个国家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４８２８ ２ 亿桶， 占世界探明储量的

２８ ９３％ ， 其中以加拿大和委内瑞拉为主。

1 美洲板块石油供求主导不断增强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２０１１ 年美国成品油开始呈现净出口， ２０１２ 年

６４２

① 张学昆： 《九一一事件后沙特与美国的关系》， 《西非亚洲》 ２００３ 年第 ４ 期。
王国栋、 周春艳： 《美沙关系与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科版）
２０１１ 年第 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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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４ 个月， 美国油品净出口量为 ９４ 万桶 ／日。 分油品来看， 馏分油净出口量为

８１ 万桶 ／日， 占各类油品净出口量的比例高达 ８６％ 。 从流向来看， 美国油品主

要的出口对象为拉美地区， 对拉美油品出口量为 ６９ 万桶 ／日， 占其总出口量的

３４％ ， 如果加上墨西哥， 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油品出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 ５０％

以上①。

美国利用地缘优势， 从石油储量丰富的南美洲各国进口原油， 美国再利用

其先进的炼油技术及经济性， 将成品油出口给这些邻国， 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

原油进口和成品油出口的石油供求板块。 因此， 纽约 （ＷＴＩ） 原油价格通常低

于中东 （Ｄｕｂａｉ） 和欧洲 （Ｂｒｅｎｔ） 原油价格。

2 亚太与中东地区供求合作关系不断增强

亚太地区的中国、 日本和印度是除美国之外的世界三大石油消费大国， 都

严重依赖石油进口， 且进口来源主要都在中东。 ＥＩＡ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２ 年， 中东

石油占日本进口的 ７９％ ②， ２０１３ 年， 中东石油占印度石油进口的 ６２％ ③， 占中

国石油进口的 ４２％ ④。

随着美国对中东地区石油进口的减少， 占世界石油储量一半的中东会有更

多的额度销往石油需求不断增长的亚太地区。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１ 年， 中国和印度自

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占比都呈直线上升趋势， 中国从 １９９７ 年的 ５ ６４％ 上升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１ ３８％ ； 印度从 ２ ５２％ 上升至 ４ ００％ 。 日本自中东地区进口石油

占比则呈下降趋势， 从 ７ ７１％ 下降至 ４ ９６％ ， 但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福岛核危机后，

日本一直在增加原油进口⑤。

近几年， 尽管中东地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 亚太各主要国家却仍然不断与

中东地区改善关系。 中东国家也需要把石油转化为其他资源和产品。 据最新消

７４２

①

②

③

④

⑤

王佩、 高瑞明、 李涵： 《美国石油贸易变化趋势及其对全球的影响》， 《国际石油经济》
２０１２ 年第 ８ 期。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ｔｌａｓ， ＭＥＴＩ， “Ｊａｐａｎｓ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ａｂ ｃｆｍ？ ｆｉｐｓ ＝ ＪＡ
Ｕ 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ｔｌａｓ， “ Ｉｎｄｉ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ｉｑｕｉ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ａｂ ｃｆｍ？ ｆｉｐｓ ＝ ＩＮ
ＦＡＣ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ｅｒｇｙ，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Ｓｏｕｒｃｅ，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ｉａ ｇｏｖ ／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ｃａｂ ｃｆｍ？ ｆｉｐｓ ＝ ＣＨ
数据来源于 ＥＰＳ 全球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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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报道， 面对美国及其盟友对其石油出口和银行业务的制裁， 伊朗通过 “物

物交换” 方式与中国、 印度等国家进行石油交易， 各取所需。

3 俄罗斯和非洲成为各国石油进口增长点

俄罗斯与非洲也是石油储量丰富的国家和地区之一。 ２０１２ 年， 俄罗斯探

明储量为 ８７２ ３ 亿桶， 世界占比为 ５ ２３％ ， 非洲探明储量为 １３０３ ０ 亿桶， 世

界占比为 ７ ８１％ 。

俄罗斯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通过的 《２０３０ 年前能源战略规划》 规定， 今后探明

石油储量 （包括海上油田） 年增长率要达到 １０％ ～ １５％ ； 天然气储量年增长

率要达到 ２０％ ～２５％ 。 预计 ２０３０ 年前， 俄罗斯天然气年开采量将达 ８８００ 亿 ～

９４００ 亿立方米， 年出口 ３４９０ 亿 ～ ３６８０ 亿立方米； 年开采石油 ５ ３ 亿 ～ ５ ３５ 亿

吨， 石油出口包括油品出口将增加到 ３ ２９ 亿吨； 向独联体以外国家输油管道

主干线的长度增加 ２０％ ～ ２３％ ， 输送能力增加 ６５％ ～ ７０％ 。 尽管欧洲仍将是

俄罗斯油气出口的主要方向， 可是俄罗斯整个油气出口的增长将主要取决于东

部方向的超前发展①。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引起的欧美国家制裁足

以说明俄罗斯石油市场向东部转移的重要性。

ＩＥＡ 数据显示， 阿尔及利亚已探明石油储量为 １２５ ９ 亿桶， 到 ２０１３ 年，

其探明石油储量将增至 １３５ 亿桶。 有 “北非油库” 之称的阿尔及利亚两度修

改石油法， 实行开放炼化、 运输、 配售等下游油气领域的政策， 鼓励企业投

资。 乌干达 ２０１２ 年探明石油储量由先前预计的 ２５ 亿桶提高至 ３５ 亿桶， 成为

未来非洲石油储量保持稳定的重要油源之一。

在石油生产方面， 非洲石油生产出现恢复性增长。 利比亚战后石油产量迅

速恢复，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已达 １５５ 万桶 ／日， 预计近期可恢复到战前 １７０ 万桶 ／日的

水平。 安哥拉石油产量也出现转机， 估计全年产量将增长至少 ４％ 。 ２０１２ 年

底， 非洲仍有大量在建石油开发项目， 数量超过 ６０ 个。 这些项目将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投产， 届时可新增石油产能 ４００ 万桶 ／日。 预计未来 １０ 年， 东非近海会

成为全球石油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

美国瓦莱罗能源公司和美国 Ｐｈｉｌｌｉｐ ６６ 石油公司均表示已停止向墨西哥湾

地区进口轻质原油， 因为他们在国内找到了更便宜的替代品。 花旗银行分析师

８４２

① 孙永祥： 《俄罗斯： ２０３０ 年前的能源战略》， 《中国石油石化》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８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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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 “到 ２０１３ 年底， 西非对美国的石油出口量很可能降为零。” 抛开美国市

场， 非洲原油出口国将更多地考虑亚洲和欧洲市场①。

四　中国石油战略的启示和对策

（一）美国石油国际需求变化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能源独立化程度不断提高， 导致进口需求降低， 引起世界石油市场供

求关系的变化， 主要是北美洲石油供求关系、 能源结构及其市场价格将主导石

油国际市场的变化。 这将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 其途径有两条： 一是价格变化

的传递影响； 二是能源结构及其低碳化的示范影响。 从前者看， 石油价格变化

对中国产生中短期影响。 美国石油进口需求降低， 减轻了国际石油价格上行压

力， 石油价格降低有利于降低中国石油进口成本， 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利。 从后

者看， 美国进口需求降低的背后是美国能源技术进步、 能源独立、 能源结构调

整， 特别是天然气开采技术的成熟和清洁能源的推广使用， 这将促使美国在能

源低碳化、 节能减排方面形成 “新标杆”， 掌握节能、 低碳的话语权。 为美国

在贸易和投资方面设置碳关税、 低碳技术标准提供了条件， 为其设置 “低碳

壁垒” 提供了掌握 “道德制高点” 的权杖。 这对中国构成了深远的战略影响，

特别是美国主导的国际能源市场秩序、 市场中心、 定价制度发生变化， 将出现

更加多的不确定性， 中国能源安全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②。

（二）美国能源战略对中国的启示

中美两国的石油储产量、 消费量和对外依存度都具高度可比性和相似性，

美国降低石油国际需求及其实现 “能源独立” 的战略谋划， 为中国提供了重

要启示和借鉴。

1 美国石油储备和进口战略的启示

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库所储备石油量巨大， 这些石油不仅在质量上高于国际

９４２

①

②

焦旭： 《非洲石油需要新买家》， 《中国能源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
张苿楠： 《美国 “能源独立” 战略及影响分析》， 《中外能源》 ２０１２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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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一般原油， 而且其成本仅为每桶 ２８ ４２ 美元。 根据 ２００５ 年颁布的新

《能源政策法》， 美国能源部最终将把石油战略储备增加到 １０ 亿桶。 其成功的

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 坚持石油储备经济性、 科学性的思路和原则。 美国建立石油战略储

备的总体思路是： 以最低的成本， 储备高质量的原油； 在扩大战略石油储备

时， 把它对国际、 国内市场的不利影响减小到最低程度。

（２） 构建完善的法律体系、 管理体系和市场化运营体系。 美国石油储备

战略形成了一个完整体系。 一是从储备计划到释放储备都有一系列的法律和法

案， 以 １９７５ 年颁布的 《能源政策与储备法》 为核心， 颁布和修订一系列石油

法案， 比如 《美国应对石油供应中断政策》 （１９９４ 年）、 《美国关于战略石油

储备政策的国家声明》 （１９９８ 年）、 《能源政策法》 （２００５ 年） 等 ７５ 部 （项）。

二是构成了石油储备种类体系， 包括战略石油储备、 海军石油和页岩油储备、

家庭取暖油储备等。 三是构建了石油储备三级管理机构体系： 能源部—战略石

油储备办公室—石油储备基地。 四是运行和管理机制高度市场化体系： 从储油

地选择、 储油规模确定、 储油设施利用、 补仓和释放的时机到动用储备机制等

都采用了市场化方式①。

（３） 积极引导商业储备的健康发展。 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 截至

２０１２ 年底， 美国石油总储量为 １７ ４８ 亿桶， 其中， 国家战略储备 ６ ９５ 亿桶，

约占 ３８ ９６％ ； 企业商业储备 １０ ８９ 亿桶， 约占 ６１ ０４％ 。 企业商业储备的建

设和运营由企业独立决策。 企业没有法律规定的石油储备义务， 可根据自身

实力和市场供求情况自主决定石油储备运营计划。 政府主要通过公布石油供

求信息、 免除石油进口关税和进口许可费等方式， 引导和鼓励企业增加石油

储备。

（４） 充分发挥石油储备的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作用。 美国的石油战略储

备自 １９７７ 年以来， 总计有 ６ 次大规模的释放， 在国家战争时为满足石油暴涨

的需求、 遏制石油供应短缺和油价暴涨等态势起到了有效作用； 在两次金融危

机油价高涨时实施 “高拋低吸” 策略， 成功抑制了油价上涨； 在应对自然灾

０５２

① 黄承雷： 《美国石油储备体系综述》， 《中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 ２０１３ 年第 ７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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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引起的石油供应紧张时也能成功起到缓解作用①。

2 美国新能源及其能源多元化的启示

我们可以从近几年美国新能源战略及其能源多元化举措中得到许多启示。

《美国新石油》 报告指出了新石油的政策要义： 大力发展新石油， 结束美国对

石油进口的高度依赖， 实现石油独立， 应对全球气候危机。 ２００９ 年上任的奥

巴马政府极力推行新能源战略， 实现能源多元化， 主要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②。

（１） 在石油安全方面实行能源战略转型， 建立一个国家性的低碳燃料标

准。 重点是发展替代能源， 减少对进口石油的依赖， 投入 １５００ 亿元资助替代

石油研究， 并提供税务优惠， 资助太阳能、 风能等产业发展。 注重对以页岩气

为代表的非常规油气的开发， 在页岩气开采技术上实现突破， 促使美国页岩气

产量快速增长。

（２） 在传统石油电力领域， 发展国内可再生电力， 缓解对中东地区石油

的过分依赖， 积极发展智能超导电网产业， 争取实现部分太阳能、 风能、 地热

能等新能源的统一入网管理。

（３） 发展新能源技术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政府和企业大力投资一些新

石油技术， 比如混合动力汽车、 电动车等， 减少石油消费， 力争在 ２０５０ 年实

现二氧化碳减排 ８０％ 。 推进节能技术， 鼓励消费者节约石油， 每年帮助 １００

万户家庭实现住房节能改造， 通过建筑改造和设施升级减少建筑能耗。 向新石

油项目投放低利率贷款， 激励更多的投资者在新石油领域发展。

（４） 大力发展水电、 风能、 太阳能、 核能等清洁能源。 对混合电动汽

车、 风能、 太阳能等技术研发提供资金支持， 对乡村清洁石油产业的发展提

供一定的信贷支持。

（三）中国石油战略的调整

1 加强中国石油战略储备的调整

中国石油储备建设比较迟， ２００３ 年开始筹建， 储备规模小， 至今不过

２０００ 万吨， 占年消费量的 ４％ ～ ５％ ， 远远低于美国储备的比例———３９％ 。 所

１５２

①

②

陈柳钦：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之路》， 《当代石油石化》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０ 期。
陈孝俊： 《美国石油安全战略分析及对中国的启示》， 《经济研究导刊》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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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比较严重， 必须加大石油战略储备。

（１） 加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中国石油储备缺乏法律依据， 目前， 国家

能源主管部门正在起草 《石油储备条例》， 主要适用于石油储备体系建设的起

步期和过渡期， 还必须加快 《石油储备法》 的制定。

（２） 加强石油商业储备。 必须明确商业储备与国家战略储备之间的互补

地位和协调作用， 加强对石油商业储备的引导和激励。

（３） 采取石油储备的市场化方式， 降低运作成本。 中国现在采取地面油

罐储存方式， 存在建造维护成本高、 不利于长期保存高质量油品、 使用寿命

短、 易成为打击目标等弊端。 必须研究石油的市场化储备方式和政策， 降低储

藏成本。

2 加强石油进口战略的调整

中国石油进口来源地集中度较高， ＥＩＡ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中国原油进口来

源地中， 中东占 ４２％ ， 非洲占 １６％ 。 因此， 中国必须加强实施石油进口多元

化策略。

（１） 抓住时机尽快调整石油进口来源地结构。 近年来国际油价下跌， 石

油市场处于买方市场， 中国调整进口来源地的机遇来临。 在油价低位、 地区冲

突平稳时期， 应该加大石油进口力度。 中国与伊朗的 “地铁换石油” 策略值

得借鉴和推广，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伊朗用 １０ 亿美元原油换购中国 ３１５ 节地铁车厢。

另外， 中国与伊朗的 “轻工产品换石油” 方式也值得鼓励。

（２） 继续加强中东—非洲板块石油进口的首要地位。 中东在世界石油版

图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 到 ２０１１ 年， 中东石油储量的世界占比仍为

４８ １％ ， 产量世界占比为 ３２ ５７％ ， 非洲石油储量的世界占比为 ８％ ， 产量

世界占比为 １０ ４５％ 。 而美国从该地区进口石油的数量正处于下降趋势， 正

是中国与该板块国家进行大规模石油交易的时机， 应该抓住机遇抢在日本和

印度前面， 与该板块的主要石油输出国建立更紧密的、 长期的石油合作关

系。

（３） 提升俄罗斯等中亚—里海板块的战略防御地位。 从中东和非洲进口

的石油都由海路迂回运输， 经过霍尔林兹海峡、 马六甲海峡等 ６ 道海峡关口，

运输成本高、 路途风险高， 从中东—非洲板块进口石油的比例不宜过高。 从中

亚—里海板块进口的石油经由 ２０１１ 年开闸的陆地中俄原油管道运输， 该管道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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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长近 １０００ 公里， 设计年输油量 １５００ 万吨， 最大年输油量 ３０００ 万吨， 合同

期 ２０ 年， 提高了原油运输的安全性和经济性。 当海上石油遭遇风险时， 该板

块石油将成为中国防御风险的最重要支柱。

２０１３ 年， 俄罗斯探明石油储量为 ９３０ ３ 亿桶， 世界占比为 ５ ５１％ ， 世界

排名第八； 储产比较高， ２０１３ 年为 ２３ ６０％ 。 同板块的哈萨克斯坦也有比较丰

富的石油储量， ２０１３ 年探明储量为 ３００ ０ 亿桶， 世界占比为 １ ７８％ ， 但其储

产比很高， ２０１３ 年为 ４６％ ， 可开采潜力巨大。 中国从该板块进口石油有地缘

和传统政治关系优势， 进出口双方也有经济互补和成为战略伙伴的需要。

（４） 挖掘委内瑞拉等南美板块的潜力。 ２０１３ 年， 委内瑞拉石油探明储量

为 ２９８３ ５ 亿桶， 世界占比为 １７ ６８％ ， 超过沙特的 １５ ７５％ ， 位居世界第一。

其石油生产基础设备和技术落后， ２０１３ 年石油产量只有 １３５ ０９ 百万吨， 只占

沙特产量的 ２４ ９％ 。 近几年， 美国利用地缘优势， 加强对委内瑞拉石油业的

资金和技术支持， 美国原油进口总量的十分之一来自委内瑞拉。 此外， 委内瑞

拉向美国出口大量石油， 占委内瑞拉石油出口总量的 ６０％ 以上， 是美国第四

大原油供应国。 但委内瑞拉希望改变这种石油出口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局面，

正努力寻求扩大向欧盟、 东亚和南亚的石油出口。 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加大对委

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资金和技术投资， 强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争取获得更大份

额的石油进口。

（四）加快实现中国能源多元化

中国石油探明储量并不丰富， 属于一个石油贫乏的国家， ２００１ 年以来呈

明显的下降趋势， 自 ２００１ 年的 １８３ ０ 亿桶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４７ １ 亿桶； 其储量

占世界储量的比例也一直下降， ２０１１ 年仅为 ０ ８９％ ； 其石油储产比从 ２００１ 年

的 １９ ８８ 下降至 ２０１１ 年的 ９ ８６， 低于 １０ 的荣枯分界线， 也低于美国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７９％的水平①。 这些指标说明中国石油可持续开采前景不尽如人意。 此外，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石油依赖程度较高，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２ 年， 消费量一路上扬，

从 １９３ ９４ 百万吨 ～ ４８３ ７０ 百万吨， 年均增长 ６ ２８％ ； 在世界石油消费中的占

比从 ５ ６４％提升到 １１ ７１％ ， 并且自 ２００２ 年以 ６ ８２％超过日本的 ６ ７％以来，

３５２

① 数据来源于 ＥＰＳ 全球统计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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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稳居世界石油消费第二大国的位置。

可见， 中国石油需求增长与储量减少的矛盾日益突出。 《中国的能源政

策》 白皮书表明， 自 １９９３ 年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 中国石油对外依存

度由当年的 ６％ 一路攀升， ２００９ 年突破 ５０％ 的警戒线， ２０１１ 年达到 ５６ ５％ ，

时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助理的高世宪表示， 预计 ２０１３ 年我国石油对

外依存度将达 ６０％左右。 面对石油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 石油安全问题凸显。

中国应该据此制定科学的石油战略， 不仅加强战略储备和石油进口战略调整，

还要加强新能源战略、 能源多元化战略的制订和实施。

（１） 力求石油供应多元化。 在多元化方面积极学习美国经验， 近年来，

美国石油供应呈现出向本土及周边地区收缩的态势。 中国应该加强与加拿大及

拉美和非洲国家的石油贸易与合作， 加强与中亚国家的石油、 天然气贸易与投

资， 从而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同时， 加大对国内石油的勘探， 加强对本国

近海油田的开发， 大幅增加陆上石油产量； 二是加大从美洲进口石油的力度，

逐步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２） 大力发展替代能源， 实现能源品种多元化。 借鉴美国开发替代能源

的经验， 在技术创新、 成果商业化、 产业布局等方面实施投资、 信贷、 税收优

惠等多项综合性措施。 调整能源产品消费税征收范围、 环节、 税率， 把高耗

能、 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 从制度上保障新能源技术的

应用及其产品的推广使用， 促进能源生产方式变革。 重视对煤层气、 页岩气等

天然气资源的开发； 积极开发利用太阳能； 促进风电规模化发展； 大力开发利

用生物质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 加强对可燃冰开采技术的研发。

（３） 加快新能源技术研发， 推进自主创新。 中国一直扶持新能源产业发

展， 但是在新能源领域的科技水平相对落后。 只有通过新能源技术研发， 才能

提升新能源技术及其应用水平。 最近， 国际石油价格降低， 降价的部分收入被

政府以 “成品油消费税” 吸收进入财政收入， 这部分收入应该用于新能源研

发， 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

（４） 积极参与先进技术的合作。 积极开展与美国、 日本、 欧洲等发达国

家和地区的先进能源技术的国际合作， 开展能源资源领域的对话和合作。

（５） 加强能源管理， 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和市场化运营体系。 运用能源

市场机制， 加强政府的协调管理， 实现能源管理的法治化。 从能源消费、 使用

４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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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出发， 实行碳排放限制和交易制度， 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 合理引导消费

需求， 促进石油资源的节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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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及理论专题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ｎ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１２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

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程伟帅　 张 捷

摘　要： 对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变动趋势， 一直以来

争议颇多， 其中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在长

期存在着恶化趋势的 “普雷维什 － 辛格假说” 长期占据主流

地位。 然而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 可以观察到一些初级产品

的价格存在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一些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则在

显著下降。 本报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贸易条件， 尤其是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重新进行了理论和实证上

的考察， 探讨了贸易条件变动的决定机制和影响因素， 并结

合结构突变对分类的 １５ 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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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在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２ 年的变动趋势进行了考察， 直接和间接地

证实了价值、 供需对贸易条件的基础性影响。 基于研究结

果， 本报告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初级产品　 产品贸易　 工业制成品　 贸易条件　 供求关系



一　前　言

贸易所得、 贸易模式与贸易政策是贯穿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三大主题， 三者

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贸易条件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作为衡量一国贸易利

益的主要指标， 在国际贸易中的意义不容小觑。 传统的贸易条件即价格贸易条

件①， 也称净实物贸易条件 （Ｎｅｔ Ｂａｒｔｅｒ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ＮＢＴＴ）， 以进出口商品

的交换比价来表示， 其上升或下降意味着一国经济福利的改善或者恶化。

多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 包括农、 矿产品在内的初级产品在要素报酬递减

及自然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 其价格应该是不断上升的， 而随着技术的进步，

工业制成品的成本则会逐渐下降， 价格也会逐渐降低。 劳尔·普雷维什 （Ｒａｕｌ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和汉斯·辛格 （Ｈａｎｓ Ｓｉｎｇｅｒ） 则认为， 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在需

求收入弹性、 市场容量、 技术变迁以及劳动市场组织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

异， 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与生产制成品的发达国家因生产力提高而得到

的贸易利益分配并不平等， 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好转在现实

中是不存在的，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存在长期恶化的趋势。

然而， 近年来一些新的经济现象表明，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

条件恶化趋势似乎并不如过去表现得那样明显。 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类初级产

品与以咖啡、 玉米、 大豆等为代表的非能源类大宗初级产品的价格均有较大幅

度的提升， 而以电子类产品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不断下降。 在前者带

动下， 石油输出国组织 （ＯＰＥＣ） 中的石油出口国以及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不

８５２

① 本报告中的贸易条件均指价格贸易条件， 除非特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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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好转， 而在后者的影响下， 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贸易模式的

转型之后， 似乎仍面临日益恶化的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面对历史及现实经济现象， 有必要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变

动趋势重新进行理论和实证的研究， 探讨其决定和影响机制以及最新变化结

果。 这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我国优化贸易结构、 争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二　文献综述

贸易条件的概念源于经济学主要创始人亚当·斯密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的 《国

富论》， 并经历了由单一的价格贸易条件， 到综合的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

件的演变过程。 传统的贸易条件指的是价格贸易条件， 也被称为净实物贸易条

件， 表现为进出口商品之间的比价， 其公式为 ＮＢＴＴ ＝ ［Ｐ（Ｘ） ／ Ｐ（Ｍ）］ × １００ ，

其中 Ｐ （Ｘ） 和 Ｐ（Ｍ） 分别代表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单位价格指数。 价格贸

易条件作为贸易条件的基础， 对贸易利益的反映直接明了， 在实证研究当中，

其简便的计算方法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使其得到了广泛应用。

“普雷维什 －辛格假说” （Ｐｒｅｂｉｓｈ Ｓｉｎｇ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ＳＨ） 从实证上反驳

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从长期来看将不断好

转的论点。 ２０ 世纪中叶， 普雷维什在向联合国提交的一份报告中， 通过对进

口初级产品并出口工业制成品的英国贸易数据的分析得出， 半个多世纪以来，

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下降了 ３５ ９％ ， 折合至每年约分摊 ５ ８

个百分点①。 稍后， 德国经济学家辛格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二者的这一研究

成果被学术界称为 “普雷维什 －辛格假说”， 即通俗意义上的 “贸易条件恶化

论”。

普雷维什和辛格对于传统贸易理论有效性以及南北贸易利益分配公平性的

质疑， 使得众多学者纷纷加入了这场讨论。 根据黄满盈 （２００９） 综述， 许多

学者对于该命题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础纷纷予以质疑。 其反驳意见集中于： 一

是典型性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不具有世界代表性； 二是进

９５２

①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 Ｒ， “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ｆｏｒ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７） 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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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价格计算不够科学； 三是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对贸易福利的解释尚不完整。

由于 ＰＳＨ 的结论来源于实证研究， 不少学者也纷纷以经验性数据进行辩

解或反驳。 研究大致可以分为 ３ 类。

（１） 关于国别代表法研究。 以某一国家为代表， 对世界初级产品与工业

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的研究， 如刘易斯 （Ｗ Ａ Ｌｅｗｉｓ， １９５２） 和埃尔斯沃斯

（Ｐ Ｔ Ｅｌｌｓｗｏｒｔｈ， １９５６）。 前者尽管对产品进行了新的分类， 并剔除了运输成本

对数据的影响， 但并没有改变 ＰＳＨ 的结论； 后者则通过选取发展中国家为典

型代表， 对同一时期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实证研究， 再次支

持了 ＰＳＨ 的结论。

（２） 关于直接法研究， 即基于这两种产品相对价格本身对贸易条件进行

的研究。 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组数据当属世界银行的格瑞利和杨 （Ｅ Ｒ Ｇｒｉｌｌ ＆

Ｍ Ｃ Ｙａｎｇ， １９８８） 编制的 １９００ ～ １９８６ 年 ２６ 种初级产品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

（简称 Ｇ － Ｙ 数据）。 其后，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卡辛和麦克德莫特 （Ｐ Ｃａｓｈｉｎ

＆ Ｃ Ｊ ＭｃＤｅｒｍｏｔｔ， ２００２） 将研究扩展至 １９９８ 年， 世界银行的 Ｓ Ｐｆａｆｆｅｎｚｅｌｌｅｒ，

Ｐ Ｎｅｗｂｏｌｄ 和 Ａ Ｒａｙｎｅｒ （２００７） 则将其扩展至 ２００７ 年。

Ｇ － Ｙ 数据采样的 ２６ 种初级产品价格包括 ２４ 种非燃料初级产品价格和两

种燃料初级产品价格， 工业制成品价格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工业制成品单位价值

出口指数。 格瑞利和杨通过研究发现， 包含燃料的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

而言， 其相对价格年均下降约 ０ ５％ ， 非燃料初级产品的这一降幅则为 ０ ６％ 。

该综合价格指数的走势基本上支持了 ＰＳＨ 的结论。 卡辛和麦克德莫特在对Ｇ －

Ｙ 数据进行扩展的基础上， 同时采用了由经济学家智库提供的工业制成品价格

指数， 通过对长达近一个半世纪 （１８６２ ～ １９９９ 年） 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

的贸易条件进行分析发现， 相较于前者，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面

临更大降幅， 约为年均 １ ３％ ， 但长期而言， 贸易条件变动表现为小趋势、 大

波动。 随着 Ｇ － Ｙ 数据的推广， 对大类商品贸易条件的研究启发了经济学者对

更为具体分类的商品贸易条件的考察， 新的计量方法也得到了不断的应用， 且

大多数研究都在新的实证基础上支撑了 ＰＳＨ 的结论。

（３） 关于国家视角法研究。 该方法主要以国别为差异， 对其整体或某类

商品 的 进 出 口 贸 易 条 件 进 行 研 究， 如 Ｐ Ｓａｒｋａｒ （ １９８６ ）， Ｐ Ｓａｒｋａｒ ＆

Ｈ Ｗ Ｓｉｎｇｅｒ （１９９１）， Ｗｏｏｄ （１９９７）， 庄芮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９）， 黄宁 （２００９） 等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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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绝大多数都印证了 ＰＳＨ 的结论， 并进一步发现， 发展中国家的初级

产品贸易条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的下滑趋势更为明显。

三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理论分析

（一）贸易条件决定机制的本质性回归

　 　 根据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的定义， 设 ＰＣ 代表初级产品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的价格指数， ＰＭ 代表工业制成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的价格指数， ＴＯＴ 代表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指数， 用公式表示即为：

ＴＯＴ ＝ ＰＣ ／ ＰＭ。

很明显， ＴＯＴ 是一个以净实物表示的相对价格， 而对相对价格变动的研究

有必要回到价格与价格贸易条件的决定机制上。 关于价格的决定机制， 目前已

有众多学者予以分析研究。 就当前流派划分而言， 其主要包括 ４ 种。

一是劳动价值论 （Ｌａｂｏ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遵守等量社会必要劳动相交

换的原则； 价格随供求关系变化而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

定， 而是价值规律的表现。 实际上， 劳动价值论强调了生产对价值和价格的影

响， 是一种生产价值论。

二是边际效用价值论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 Ｕｔ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Ｖａｌｕｅ）。 效用是价值的必

要条件， 物品的稀缺性 （即供给的有限性） 是价值形成的前提条件， 二者相

结合才能形成价值； 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供需双方对物品的主

观评价在均衡之时便形成了 “市场价格”。 边际效用论的实质是一种需求价值

论， 强调消费者的主观需求对价值的作用。

三是均衡价格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Ｐｒｉｃｅ）。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商品

的市场价格是由供需双方相互作用形成的。 该理论实质上是前两者的结合， 认

为供需决定价格。

四是斯拉法价格论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Ｓｒａｆｆａ Ｐｒｉｃｅ）。 生产投入—产出关系与劳资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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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关系共同决定了商品的价格。 斯拉法本身否认 “生产费用” 的说法①， 但

其研究的关注点在生产的成本上， 因而其实质也是一种生产价值论。

综观上述各流派观点， 发现在不同研究框架内， 各个价值价格理论都给予

了合乎逻辑的解释， 但这并不足以形成完整的价值价格理论体系。 这里参考白

暴力 （２００６） 著作 《价值价格通论》 的观点， 认为价值价格理论是 “价格和

价值的本质、 价值实体与价格最终基础、 交换价值 （价格直接基础） 与自然

价格、 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运行、 绝对价格与价格总水平以及价格管理调控与

制定 ６ 个层次理论的统一”。 据此， 本报告将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决定机制表

示为图 １。 具体分析如下。

图 １　 贸易条件决定机制

第一， 价格分为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 相对价格即商品之间的比价， 抑或

称为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 而绝对价格则表现为商品与金 （货币） 的交换比

２６２

① 郭熙保： 《斯拉法价格理论初探》， 《经济研究》 １９８６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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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在金属货币体系中， 假定在货币本身的价值不变或变化极其微小时， 绝对

价格的变化与相对价格的变化是一致的； 在纸币体系中， 绝对价格的变动表现

为通货膨胀。

第二， 相对价格按照时期的长短可以分为日常市场价格、 短期市场均衡价

格以及长期市场均衡价格 （也称为自然价格）。 对价格贸易条件的研究即对自

然价格的研究。

第三， 价值是价格的最终基础， 价值的转化形式是交换价值， 即价格直接

基础。 在简单商品生产中， 价格直接基础的表现形式即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本

身， 而在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之后， 价格直接基础便脱离了价格最终基础； 在自

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 生产价格成为价格直接基础的表现形式。

第四， 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是自然价格， 即净实物贸易条件 ／价格贸

易条件。 由此可知， 价值是决定价格贸易条件的最终基础， 交换价值是决定价

格贸易条件的直接基础， 而在目前的商品市场经济中， 生产价格作为交换价值

的表现形式， 直接影响了价格贸易条件的走势。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由于自由

竞争属于市场经济的理想状态， 其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不存在的， 市场中或多

或少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 因而通常， 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价格加上一定程

度的垄断利润。

第五， 尽管价格贸易条件被称为 “净实物贸易条件”， 但现实生活中并不

是以 “以物易物” 的方式进行交易的， 纸币作为商品交换的媒介， 必然参与

到了各种市场经济活动当中。 因而不论是价值还是交换价值， 一旦借助纸币这

一介质， 必然要考虑到两点： 一是任何影响纸币价值的因素都必将对价格贸易

条件的变动有所影响； 二是纸币作为价值以及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其究

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二者的实际值有待考量。

第六， 价格制定调控与价格管理多是直接针对价格总体水平进行的， 继而

将通过价格总体水平传导至交换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 从而最终影响到价格贸

易条件。

第七， 由前六条的分析可知， 价格贸易条件是通过两条路径受到影响的。

第一条路径是图中的④③路径， 第二条路径是图中的⑤①②③路径。

综上所述， 在实际经济生活中， 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研究既不是仅仅研究

价值量之间的交换， 也不仅仅考虑价格的涨跌起伏， 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是一

３６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个多因素扰动的、 极其复杂的结果。 但这并不能掩盖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最根

本原因， 即价值量与交换价值的决定性作用 （④③路径）。 当价格总体水平、

交换价值的表现形式能正确体现商品的价值与交换价值时， 价格贸易条件的变

动就非常直观地反映了不同价值量的交换比例变动； 当这种反映存在谬误时，

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动将变得十分复杂。 通常情况下， 谬误反映是存在的， 而且

是一种常态， 这也就是为什么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价格

贸易条件在长期过程中存在好转的趋势， 而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却认为该价格

贸易条件在波动中趋于恶化 （ “中心—外围” 论）。

（二）供需框架下贸易条件的决定

通过以上分析， 本报告得出贸易条件决定机制的两条路径， 但具体的分析

还需要借用一定的工具。 通过对不同流派观点的总结发现， 尽管在具体的理论

阐述上， 各流派之间存在分歧， 但它们至少在一点上是一致的， 即价格是通过

交易形成的， 而交易源自供给和需求， 因而价格是在供给和需求的力量对比下

最终形成的 （尽管学派之间对供需中谁起主要作用存在争议）， 各种因素通过

影响供给和需求最终影响商品的价格。 鉴于此， 本报告将采用供给和需求这一

最为常用的工具对贸易条件的变动进行分析。

1 传统供需曲线图与新供需曲线图

本报告对传统的供需曲线图的形式进行微调①， 以便后续分析。

传统供需曲线如图 ２ 所示。 当商品价格提高时， 消费者的需求将减少， 而

厂商则因有利可图而增加供给， 因而需求和供给曲线在坐标中分别是向右下方

和右上方倾斜的。

图 ３ 展示了当需求不变时供给的增加将带来均衡的改变。 最初的供给曲线

为 Ｓ１ ， 均衡点为 Ｅ１（Ｑ１，Ｐ１） ， 当供给增加时， 供给曲线右移， 分别到达了 Ｓ２

和 Ｓ３ 的位置， 均衡点也相应地变为 Ｅ２（Ｑ２，Ｐ２） 和 Ｅ３（Ｑ３，Ｐ３） ， 由此可以看出，

当需求不变而供给增加时， 供给的运动向量是向右下方倾斜的， 如箭头所示。

４６２

① 新供需曲线图的构想受到了白全胜 《交易理论》 的启发， 但笔者认为新供需曲线是对供给

和需求的运动向量的描述， 白全胜则认为新供需曲线代表的是 “实际之量” 而非 “意图之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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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传统供需曲线

图 ３　 Ｓ 的运动向量

图 ４ 展示了当供给不变时需求的增加将带来均衡的改变。 同样根据上述分

析过程可以得到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运动向量。

将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运动向量表示在一个坐标系内， 就得到了如

图 ５ 所示的新供需曲线图。 新供需曲线图虽然看似与传统供需曲线图相

反， 但二者并不矛盾， 原因是在新的供需曲线图中， 供给和需求曲线表示

的是供给和需求的运动向量， 即当供给不变时， 需求增加使得价格上升；

当需求不变时， 供给增加将使价格下降， 这种运动轨迹即构成了新的供需

曲线。

５６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图 ４　 Ｄ 的运动向量

图 ５　 新供需曲线

2 供给与需求的变动

下面运用新的供需曲线图分析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对价格所产生的影响， 以

二者均增加为例予以分析。

为简化分析， 假设新供需曲线图中供需曲线均为线性， 设商品 Ａ 的供给

曲线为 Ｐ Ａ
１ ＝ ａ Ａ

１ － ｂ Ａ
１ × Ｑ Ａ

１ ； 需求曲线为 Ｐ Ａ
２ ＝ ａ Ａ

２ ＋ ｂ Ａ
２ × Ｑ Ａ

２ 。

当供给增加 ΔＱ Ａ
１ ， 需求增加 ΔＱ Ａ

２ 时， 价格的变化为

Δ Ｐ Ａ ＝ Δ Ｐ Ａ
２ － Δ Ｐ Ａ

１ ＝ ｂ Ａ
２ × Δ Ｑ Ａ

２ － ｂ Ａ
１ × Δ Ｑ Ａ

１ 。

当 Ａ 商品价格上升时， 有 Δ Ｐ Ａ ＝ ｂ Ａ
２ × Δ Ｑ Ａ

２ － ｂ Ａ
１ × Δ Ｑ Ａ

１ ＞０。 该式表明：

当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时， 价格的变动取决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幅度。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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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供给的增加等于需求的增加， 即 ΔＱ Ａ
１ ＝ ΔＱＡ

２ 时， 价格保持不变， Ｐ１ ＝

Ｐ０， 如图 ６ 所示。

图 ６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 Δ Ｑ Ａ
２

当供给的增加小于需求的增加， 即 ΔＱ Ａ
１ ＜ ΔＱ Ａ

２ 时， 价格上涨， Ｐ１ ＞ Ｐ０ ，

如图 ７ 所示。

图 ７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且 ΔＱ Ａ
１ ＜ ΔＱ Ａ

２

当供给的增加大于需求的增加， 即 ΔＱ Ａ
１ ＞ ΔＱ Ａ

２ 时， 价格下降， Ｐ１ ＜ Ｐ０ ，

如图 ８ 所示。

当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时， 只有需求相对于供给有更大幅度的增长， 才能使 Ａ 商品的

价格不至于下降， 如图 ９ 所示。

当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时， 情况正好相反， 如图 １０ 所示。

７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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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且 Δ Ｑ Ａ
１ ＞ Δ Ｑ Ａ

２

图 ９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且 Ｐ １ ＝ Ｐ ０

图 １０　 ｂ Ａ
１ ＜ ｂ Ａ

２ 且 Ｐ １ ＝ Ｐ ０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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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存在 Ｂ 商品时， 很容易地将二者的价格贸易条件以相对供给和相对需

求的变化进行分析得出类似的结论， 在此不再赘述。

可见， Ａ 与 Ｂ 贸易条件的变动是在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的作用下形成的，

其恶化或是好转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相对供给量和相对需求量的变动大

小， 二是相对供需曲线的斜率， 即其对价格的敏感度， 近似地可以用价格的相

对供需弹性 （即相对供需的价格弹性的倒数） 来表示①。 通常， 当某个商品

（假设为 Ａ） 本身存在供不应求时， 市场上的竞争主要存在于消费者之中， 消

费者为得到一种稀缺的商品， 愿意付出更多的价钱， 因而价格的上涨对消费者

的调节作用是不明显的， 但相对于其生产者来说则正好相反 （如图 １０ 所示）；

本身存在供过于求的商品 （假设为 Ｂ） 一般需求富有弹性而供给相对缺乏弹性

（如图 ９ 所示）。 当考察 Ａ 与 Ｂ 的贸易条件时， 同样大小的相对供给量与相对

需求量的增加仍会使该贸易条件偏向于 Ａ 的增长， 这时相对供需的价格弹性

就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基于供需对贸易条件的一个理论探索

上述图文分析是对贸易条件供需影响的一个简要论述， 下文将在杜丽永

（２０１１） 的需求收入弹性和 ＰＳＨ 理论模型的基础上， 通过更为严格的逻辑推

导， 对存在技术变迁、 边际成本递增、 人口增长和不同供给需求弹性时贸易条

件的变动予以探讨。

在忽略替代品的前提下， 假定某商品的长期需求 ＱＤ 是收入 ｍ 、 人口 ｎ 和

商品价格 Ｐ 的单调函数， 长期供给 ＱＳ 是边际成本 ＭＣ 与商品价格 Ｐ 的单调函

数， 当市场出清时有：

ＱＤ（ｍ，ｎ，Ｐ） ＝ ＱＳ（ＭＣ，Ｐ） （１）

在只考虑商品为正常品且忽略人口年龄结构的情况下， 随着收入的增加和

人口的增长， 对商品的需求是增加的； 而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 厂商对商品的

供给将会增加； 商品价格的上涨将促使消费者减少需求， 并促进厂商增加供

给， 因而有：

９６２

① 严格意义上讲， 斜率与弹性是不同的， 但斜率的大小可以近似地看作弹性的大小。 价格的

相对供需弹性在数值上即相对供需的价格弹性的倒数， 由于其在数值上是一致的， 但在提

法上更为常见的是后者， 本报告在后文采用的一致说法为供需的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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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Ｄ

∂ｍ ，
∂ＱＤ

∂ｎ ，
∂ＱＳ

∂Ｐ ＞ ０　 　 　
∂ＱＤ

∂Ｐ ，
∂ＱＳ

∂ＭＣ ＜ ０ （２）

对 （１） 式求全微分可得：

∂ＱＳ

∂Ｐ －
∂ＱＤ

∂Ｐ( )× ｄＰ ＝
∂ＱＤ

∂ｍ × ｄｍ ＋
∂ＱＤ

∂ｎ × ｄｎ －
∂ＱＳ

∂ＭＣ × ｄＭＣ （３）

根据 （２） 式可知， （３） 式左侧括号内的值显然为正， 代表了价格每增加

ｄＰ 的量， 经过供给和需求的调整， 市场成交量最终将上升的比例。 （３） 式右

侧分为 ３ 个部分， 分别表示了收入变动、 人口变动以及边际成本变动对需求和

供给的影响。 当收入增加、 人口增长， 即 ｄｍ ＞ ０， ｄｎ ＞ ０ 时， 对商品的需求将

会增加， 即
∂ ＱＤ
∂ ｍ × ｄｍ ＞ ０，

∂ ＱＤ
∂ ｎ × ｄｎ ＞ ０； 当边际成本减少， 即 ｄＭＣ ＜ ０ 时，

对商品的供给将会增加， 即
∂ ＱＳ
∂ ＭＣ × ｄＭＣ ＞ ０； 当边际成本增加， 即 ｄＭＣ ＞ ０

时， 对商品的供给将会减少， 即
∂ ＱＳ
∂ ＭＣ × ｄＭＣ ＜ ０。 边际成本的增加和减少是与

技术进步和要素成本紧密相关的。

至此， 本报告上述理论分析与杜丽永 （２０１１） 的需求收入弹性和 ＰＳＨ 理

论模型前期推导基本是一致的。 在后面的论述中， 本报告对原模型做了部分改

动， 主要包括以下 ３ 点。

（１） 摒弃了原模型中只考虑 ｄｎ ＝ ０ 和 ｄＭＣ ＝ ０ 的情况， 将人口增长带来

的 ｄｎ ＞ ０、 技术进步带来的 ｄＭＣ ＜ ０ 以及边际成本递增带来的 ｄＭＣ ＞ ０ ３ 种情

况纳入对贸易条件影响的考察范围。

（２） 修正了原模型中的两个小的谬误， 第一个谬误是认为 ｄＴＯＴ ＝
ｄＰＡ
ｄＰＢ

（ Ｐ Ａ与 Ｐ Ｂ分别为商品 Ａ 和 Ｂ 的价格， ＴＯＴ 为 Ａ 与 Ｂ 的贸易条件， ｄＴＯＴ 为变动

量）。 按照严格的数理推导来说， 只能由 ＴＯＴ ＝
ＰＡ
ＰＢ

得出 ｄＴＯＴ ＝ ｄ
ＰＡ
ＰＢ

， 而 ｄ
ＰＡ
ＰＢ

≠

ｄＰＡ
ｄＰＢ

， 因而 ｄＴＯＴ ≠
ｄＰＡ
ｄＰＢ

。 第二个谬误是认为需求的价格弹性为负值， 即 εＤ ＝

∂ ＱＤ
∂ Ｐ × Ｐ

ＱＤ
， 而在经济学中， 为了表示的方便， 通常将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示为

０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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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 即定义 εＤ ＝ －
∂ ＱＤ
∂ Ｐ × Ｐ

ＱＤ
。 这两点谬误并不在实质上推翻原作者的结

论， 此处只是基于严谨对其进行小的修正。

（３） 考虑了供需价格弹性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在这里， 假设存在 Ａ 和 Ｂ

两种商品， 商品 Ａ 与商品 Ｂ 的价格分别为 Ｐ Ａ和 Ｐ Ｂ， 其贸易条件表示为 ＮＢＴＴ ，

于是有 ＮＢＴＴ ＝
ＰＡ
ＰＢ

。 在 ｔ１ 时刻， 该贸易条件为 ＮＢＴＴ１ ， 商品 Ａ 的价格为 Ｐ １
Ａ，

商品 Ｂ 的价格为 Ｐ １
Ｂ； 在 ｔ２ 时刻， 相应数值表示为 ＮＢＴＴ２ 、Ｐ ２

Ａ和 Ｐ ２
Ｂ， 于是有：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Ｐ２
Ａ

Ｐ２
Ｂ

( )
Ｐ１

Ａ

Ｐ１
Ｂ

( )
＝

１ ＋
Ｐ２

Ａ － Ｐ１
Ａ

Ｐ１
Ａ

( )

１ ＋
Ｐ２

Ｂ － Ｐ１
Ｂ

Ｐ１
Ｂ

( )
＝

１ ＋
ｄＰＡ

Ｐ１
Ａ

( )

１ ＋
ｄＰＢ

Ｐ１
Ｂ

( )
（４）

当商品 Ａ 与商品 Ｂ 的贸易条件上升时， 有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１。 根据 （４） 式可

知：

①若 ｄＰＡ ＞ ０ 且 ｄＰＢ ＞ ０， 则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１ 等价于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１

②若 ｄＰＡ ＜ ０ 且 ｄＰＢ ＜ ０， 则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１ 等价于 ０ ＜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１

③若 ｄＰＡ ＞ ０ 且 ｄＰＢ ＜ ０， 则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１ 等价于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０

当商品 Ａ 与商品 Ｂ 的贸易条件下降时， 有
ＮＢＴＴ２
ＮＢＴＴ１

＜ １， 同理可以用不同的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的取值范围表示， 在此不再赘述。 由此可见， 对于贸易条件变动的考

察可以间接地转变为研究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的取值， 下面对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进行推导。

由 （３） 式可得：

ｄＰ ＝ ∂ＱＳ

∂Ｐ －
∂ＱＤ

∂Ｐ( )
－１

× ∂ＱＤ

∂ｍ × ｄｍ ＋
∂ＱＤ

∂ｎ × ｄｎ －
∂ＱＳ

∂ＭＣ × ｄＭＣ( ) （５）

于是有：

１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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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ＰＡ

ｄＰ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ＱＡ
Ｄ

∂ＰＡ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ｄｍ ＋
∂ＱＡ

Ｄ

∂ｎ × ｄｎ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

∂ＱＢ
Ｓ

∂ＰＢ
－

∂ＱＢ
Ｄ

∂ＰＢ
( )

－１

× ∂ＱＢ
Ｄ

∂ｍ × ｄｍ ＋
∂ＱＢ

Ｄ

∂ｎ × ｄｎ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６）

因而，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ｄＰＡ

ｄＰＢ
×
Ｐ１

Ｂ

Ｐ１
Ａ

＝

∂ＱＡ
Ｓ

∂ＰＡ
－

∂ＱＡ
Ｄ

∂ＰＡ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ｄｍ ＋
∂ＱＡ

Ｄ

∂ｎ × ｄｎ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

∂ＱＢ
Ｓ

∂ＰＢ
－

∂ＱＢ
Ｄ

∂ＰＢ
( )

－１

× ∂ＱＢ
Ｄ

∂ｍ × ｄｍ ＋
∂ＱＢ

Ｄ

∂ｎ × ｄｎ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
Ｐ１

Ｂ

Ｐ１
Ａ

（７）

情形一： ｄｎ ＝ ０ 和 ｄＭＣ ＝ ０ 时贸易条件的变动

这种情形即杜丽永 （２０１１） 不考虑人口增长和成本变动时的情形。 ｄｎ ＝ ０

和 ｄＭＣ ＝ ０ 时， （６） 式可以简化为：

ｄＰＡ

ｄＰ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ＱＡ
Ｄ

∂ＰＡ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ｄｍ( )
∂ＱＢ

Ｓ

∂ＰＢ
－

∂ＱＢ
Ｄ

∂ＰＢ
( )

－１

× ∂ＱＢ
Ｄ

∂ｍ × ｄｍ( )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Ｄ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ｍ
ＱＡ

Ｄ
( )× ＰＡ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Ｄ

( )
－１

× ∂ＱＢ
Ｄ

∂ｍ × ｍ
ＱＢ

Ｄ
( )× ＰＢ

（８）

此处运用了市场出清时 ＱＤ ＝ ＱＳ 这一公式进行替换。 设 εＳ 为供给的价格

弹性， εＤ 为需求的价格弹性， ε１ 为收入的需求弹性， 结合 （７） 式和 （８） 式可

得：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Ｄ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ｍ
ＱＡ

Ｄ
( )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Ｄ

( )
－１

× ∂ＱＢ
Ｄ

∂ｍ × ｍ
ＱＢ

Ｄ
( )

＝
（εＡ

Ｓ ＋ εＡ
Ｄ） －１ × εＡ

１

（εＢ
Ｓ ＋ εＢ

Ｄ） －１ × εＢ
１

（９）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以 Ａ 表示初级产品， 以 Ｂ 表示工业制成品， 随着收

入的增加 （ ｄｍ ＞ ０）， ｄＰ Ａ和 ｄＰ Ｂ均大于零， 当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

（即 εＡ
１ ＜ εＢ

１ ） 时，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倾向于一个较小的正值， 因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

２７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件有恶化的趋势。

情形二： ｄｍ ＝ ０ 和 ｄＭＣ ＝ ０ 时贸易条件的变动

为了只分析人口变动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假定 ｄｍ ＝ ０ 和 ｄＭＣ ＝ ０。

于是 （６） 式可以简化为：

ｄＰＡ

ｄＰ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ＱＡ
Ｄ

∂ＰＡ
( )

－１

× ∂ＱＡ
Ｄ

∂ｎ × ｄｎ( )
∂ＱＢ

Ｓ

∂ＰＢ
－

∂ＱＢ
Ｄ

∂ＰＢ
( )

－１

× ∂ＱＢ
Ｄ

∂ｎ × ｄｎ( )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Ｄ

( )
－１

× ∂ＱＡ
Ｄ

∂ｎ × ｎ
ＱＡ

Ｄ
( )× ＰＡ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Ｄ

( )
－１

× ∂ＱＢ
Ｄ

∂ｎ × ｎ
ＱＢ

Ｄ
( )× ＰＢ

（１０）

设 ε２ 为需求人口弹性， 即人口每增长 １％将带动需求增加的百分比。 结合

（７） 式和 （１０） 式可得：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Ｄ

( )
－１

× ∂ＱＡ
Ｄ

∂ｎ × ｎ
ＱＡ

Ｄ
( )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Ｄ

( )
－１

× ∂ＱＢ
Ｄ

∂ｎ × ｎ
ＱＢ

Ｄ
( )

＝
（εＡ

Ｓ ＋ εＡ
Ｄ） －１ × εＡ

２

（εＢ
Ｓ ＋ εＢ

Ｄ） －１ × εＢ
２

（１１）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以 Ａ 表示初级产品， 以 Ｂ 表示工业制成品， 随着人

口的增加 （ ｄｎ ＞ ０）， ｄＰ Ａ和 ｄＰ Ｂ仍是大于零的， 当初级产品的需求人口弹性

较小 （即 εＡ
２ ＜ εＢ

２ ） 时，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倾向于一个较小的正值， 因而初级产品的贸

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

情形三： ｄｍ ＝ ０ 和 ｄｎ ＝ ０ 时贸易条件的变动

同样的， 依据上述推理， 容易得到下列式子：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Ａ
Ｄ

( )
－１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 １

ＱＡ
Ｓ

( )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Ｂ
Ｄ

( )
－１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１

ＱＢ
Ｓ

( )
＝

（εＡ
Ｓ ＋ εＡ

Ｄ） －１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 １

ＱＡ
Ｓ

( )

（εＢ
Ｓ ＋ εＢ

Ｄ） －１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１

ＱＢ
Ｓ

( )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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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现实经济当中， 几乎不存在完全竞争市场， 厂商完全

依照边际成本定价是不可能的， 厂商销售当中必然存在利润的剩余， 此处以边

际成本近似地替代生产成本， 但实际上 Ｐ ＞ ＭＣ 。

当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足以使商品 Ａ 和商品 Ｂ 的边际成本下降进而导致

价格下降时， 有 ｄＭＣ Ａ ＜０， ｄＭＣ Ｂ ＜０ 以及 ｄＰ Ａ ＜０， ｄＰ Ｂ ＜０。 由 （２） 式可知，

∂ ＱＳ
∂ ＭＣ × ｄＭＣ ＞ ０；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的变动取决于单位时间内

ｄＭＣＡ 与 ｄＭＣＢ 的大小。 以 Ａ 表示初级产品， 以 Ｂ 表示工业制成品， 通常情况

下， 技术进步对工业制成品的影响更大， 因而往往有 ｄＭＣＢ ＜ ｄＭＣＡ ＜０， 因而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倾向于一个较小的正值， 因而初级产品的

贸易条件有好转的趋势。

当技术进步带来的好处不足以使商品 Ａ 和商品 Ｂ 的边际成本都下降

时， 以 Ａ 表示初级产品， 以 Ｂ 表示工业制成品， 当 ｄＭＣＡ ＞ ０，ｄＭＣＢ ＜ ０

时，很明显地有 ｄＰＡ ＞ ０，ｄＰＢ ＜ ０。由（１１） 式可知，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０， 因而初级

产品的贸易条件趋于好转； 当 ｄＭＣＡ ＜ ０， ｄＭＣＢ ＞ ０ 时， 很明显的有 ｄＰＡ ＜

０， ｄＰＢ ＞ ０。 由 （１１） 式可知，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０， 因而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趋

于好转。

情形四： 考虑供需价格弹性的情形

上述 ３ 种情况均在分析时假定了 “其他条件不变”， 即不考虑需求的价格

弹性和供给的价格弹性的影响。 当放松这一条件时， 运用上述推导方法， 可以

得到：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ｄＰＡ

ｄＰＢ
×
Ｐ１

Ｂ

Ｐ１
Ａ

＝

∂ＱＡ
Ｓ

∂ＰＡ
×
ＰＡ

ＱＳ
－

∂ＱＡ
Ｄ

∂ＰＡ
×
ＰＡ

ＱＤ
( )

－１

∂ＱＢ
Ｓ

∂ＰＢ
×
ＰＢ

ＱＳ
－

∂ＱＢ
Ｄ

∂ＰＢ
×
ＰＢ

ＱＤ
( )

－１ ×

∂ＱＡ
Ｄ

∂ｍ × ｄｍ ＋
∂ＱＡ

Ｄ

∂ｎ × ｄｎ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ＱＢ
Ｄ

∂ｍ × ｄｍ ＋
∂ＱＢ

Ｄ

∂ｎ × ｄｎ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ＱＡ

Ｄ

ＱＢ
Ｄ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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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表示为：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
（εＡ

Ｓ ＋ εＡ
Ｄ） －１

（εＢ
Ｓ ＋ εＢ

Ｄ） －１ ×

∂ＱＡ
Ｄ

∂ｍ × ｄｍ ＋
∂ＱＡ

Ｄ

∂ｎ × ｄｎ －
∂ＱＡ

Ｓ

∂ＭＣＡ
× ｄＭＣＡ

∂ＱＢ
Ｄ

∂ｍ × ｄｍ ＋
∂ＱＢ

Ｄ

∂ｎ × ｄｎ －
∂ＱＢ

Ｓ

∂ＭＣＢ
× ｄＭＣＢ

×
ＱＡ

Ｄ

ＱＢ
Ｄ

（１４）

下面在不考虑 （１４） 式右侧后两项的前提下， 假设有 ＱＤ ＞ ＱＳ ， 分析 εＳ

和 εＤ 的变动对于
ｄＰＡ

Ｐ１
Ａ
／
ｄＰＢ

Ｐ１
Ｂ

的影响。

在其他情况不变时， 以Ａ 表示极其稀缺的某初级产品， 如能源类产品； 以 Ｂ

表示在一个竞争相对激烈的市场中的某种工业制成品， 如劳动密集型电子产品。

对于 Ａ 商品而言， 为了多得到一个单位的产品， 消费者将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

来购买， 因而Ａ 商品的需求是缺乏价格弹性的， εＡ
Ｄ 是小于１ 的， 且趋于０； Ａ 商

品同时在供给方面又是缺乏弹性的， 因为本身就十分稀缺的 Ａ 商品， 其供应能

力往往是不足的 （尤其是能源类初级产品）， 因而 εＡ
Ｓ 也是小于 １， 且趋向于 ０

的。 对于 Ｂ 商品而言， 这一情况正好相反。 由于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厂商缺乏

价格谈判力量、 替代品市场繁荣等， 生产 Ｂ 商品的厂商有较高的供给弹性， 消

费者拥有较高的需求价格弹性， ε Ｂ
Ｓ和 εＡ

Ｄ 都远大于１。 因而
（εＡ

Ｓ ＋ εＡ
Ｄ） －１

（εＢ
Ｓ ＋ εＢ

Ｄ） －１ 趋向于大

于 １。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 各种商品的价格均是趋向于上升的 （ ｄＰＡ ＞ ０，ｄＰＢ ＞

０ ）， 这意味着 Ａ 商品相对于 Ｂ 商品的贸易条件趋于改善。

通过对以上 ４ 种情形分别进行讨论， 可以看出商品的一些供需特征将

会影响贸易条件的变动。 对于商品 Ｂ 而言， 当商品 Ａ 具备： ①供给价格

弹性较小； ②需求价格弹性较小； ③需求收入弹性较大； ④需求人口弹

性较大； ⑤边际成本下降较慢或存在明显递增这些供需特征时， 商品 Ａ

相对于商品 Ｂ 的贸易条件趋于好转； 否则将趋于恶化。 然而在现实经济

生活中， 很难找到一种商品完全符合以上供需特征， 更为常见的情形是，

商品 Ａ 和商品 Ｂ 分别具备其中的一项或是几项特征，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

移， 还有可能发生改变， 因而在综合考虑各种条件时， 贸易条件的变化

方向是不确定的，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对于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

来说同样如此。

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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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本结论

综合上述推导与分析， 可以对贸易条件的决定和影响机制以及初级产品与

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变动规律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 基本的结论可以总结

如下。

（１） 决定贸易条件的最根本因素是价值和交换价值， 直接作用机制为相

对供给和相对需求的调节。

（２） 当价格能够正确反映价值和交换价值时， 贸易条件或相对价格的表

现是真实的， 即是以价值量为基础的； 当价格出现扭曲时， 影响贸易条件的因

素将扩展至所有对价格有影响的因素 （通过影响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 情况

变得极为复杂。

（３） 相对供给和相对需求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贸易条件， 一是相对供需

的数量的变动大小及对比， 二是相对供需的价格弹性大小及对比， 而往往后者

是在商品市场本身就存在供需失衡时对供需双方产生的一个直接效应。

（４） 两种商品的供需特征对其贸易条件的变动会产生影响， 但往往由于

情况复杂， 很难根据某一方面的特征对商品的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做出实质性的

判断， 需要综合各方面进行探讨。

（５） 对于工业制成品来讲， 一般的初级产品存在 “天生的劣势” ———需

求的收入弹性较小、 需求的人口弹性较小、 价格对价值量的反映往往存在

“失真” （多体现为价值被低估）， 这些都有可能导致这些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

品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而相对稀缺的初级产品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这些

“天生的劣势”， 并且在供给和需求方面有更强的价格 “黏性” （刚性）， 有助

于提升这类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

四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的

　　实证分析

继理论分析之后， 本报告从实证层面考察在现实经济中， 不同的初级产品

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究竟存在怎样的变动趋势， 并针对该趋势以上述理论

进行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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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计量模型和计量方法

本报告实证研究使用的数据为典型的时间序列数据， 参考 Ｓａｐｓｆｏｒｄ
（１９８６） 给出的针对贸易条件的经典对数线性方程： ｌｎＹｔ ＝ α ＋ βＴ ＋ μｔ ， 结合最

新的考虑到结构突变的实证研究方法， 本报告将初始的计量模型设置为：

ｌｎＴｔ ＝ α０ ＋ β０Ｔ ＋ ∑
ｋ

ｉ ＝ １
αｉＤＵｉ ＋ ∑

ｋ

ｉ ＝ １
βｉＤＴｉ ＋ μ （１）

其中， ＤＵｉ（ ｉ ＝ １，２，…ｋ） 和 ＤＴｉ（ ｉ ＝ １，２，…ｋ） 是虚拟变量， 分别表示当在

Ｔｂｉ （ １ ＜ Ｔｂｉ ＜ Ｔ ） 时刻发生结构突变时， 被解释变量在参数截距项和参数趋

势项上发生的改变。 当存在 １ 个结构突变点时， ｉ ＝ １ ， 当存在 ｋ 个结构突变点

时， ｉ ＝ １，２，…ｋ 。

（１） 式中对虚拟变量 ＤＵｉ 和 ＤＴｉ 的设定如下。
当 Ｔｂｉ ≤ ｔ ＜ Ｔｂｉ ＋１ 时， ＤＵｉ ＝ １ ， ＤＴｉ ＝ Ｔ － Ｔｂｉ ； 否则， ＤＵｉ ＝ ０ ， ＤＴｉ ＝ ０ 。

其中， 结构突变点一是通过已有经济信息外生地确定， 这种结构突变

被称为外生结构突变； 二是通过具体的计量手段 （如 ＺＡ 法、 ＬＰ 法、 ＦＧＬＳ

法、 ｍｉｎｉ ＳＳＲ 法、 ＢＬＳ 法等） 检测出来， 这种结构突变被称为内生结构突

变。 本报告根据样本数据特点， 先验性地对结构突变点进行了预设， 并根

据结构突变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以及其他回归系数的显著性， 对初始模型

进行了二次调整， 最终设定和估计出了合适的回归模型和方程。

同时， 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由于经济变量之间的不平稳性造成的

“伪回归” 现象， 实证过程采用了平稳性检验。 基于数据的特点， 本报告

依据张晓峒的退势法对含有外生结构突变的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 单位根

检验不仅赋予了经济变量回归结果以经济意义， 而且单就一个变量而言，

对单位根假设的拒绝意味着该变量 （去势后） 在受到外界较小冲击时， 能

够保持其原有的均衡增长路径而不发生大的偏移， 即一个平稳的变量在应

对冲击时具有较强的 “持续性” ， 符合本报告对贸易条件长期趋势探索的

初衷。

（二）数据的来源及处理

本报告的样本数据均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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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选取了初级产品的价格指数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指数， 并通过二者

之比得到贸易条件指数。 两组价格指数均为美元计价的年度数据， 以

２００５ 年为基期， 时间序列为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２ 年。 在初级产品价格选取上本报

告采用了分类的初级产品价格指数， 初级产品包括能源、 非能源和贵金

属， 其中对非能源类还进行了二次、 三次和四次分类， 总体采样包括 ４６

类产品、 ８１ 种商品， 相比于目前研究中广泛使用的 Ｇ － Ｙ 数据 （采样种

类为 ２６ 种） ， 本报告采样更为广泛和准确 （见表 １） 。 在工业制成品的价

格选取上， 本报告采用了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工业制成品单位价值指数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 ， 即 ＭＵＶ 数据。 ＭＵＶ 是衡量发展中国家工

业制成品进口单位价值的一个综合指数， 在新版 ＭＵＶ 数据采集中， 工业

制成品的出口来源地包括了发达国家、 新型工业国和中低收入国家， 共

计 １５ 个， 比过去仅包含 ５ 个发达国家出口数据的 ＭＵＶ 而言， 新版 ＭＵＶ

数据采样更加广泛， 指数计算更加科学。

为了更好地分析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 本报告计算了能源

（ＦＵ）、 非能源 （ＮＦＵ）、 贵金属 （ＰＭ）、 农业 （ＡＧＲ）、 金属和矿产 （ＭＭ）、

化肥 （ＦＥＲ）、 食品 （Ｆ）、 饮料 （ＢＥＶ）、 原材料 （ＲＡＷ）、 其他金属和矿产

（ＯＭＭ）、 谷物 （ＣＥＲ）、 动植物油 （ＦＯ）、 其他食品 （ＯＦ）、 木材 （ＴＢ）、 其

他原材料 （ＯＲ） 共计 １５ 类各级别的初级产品分别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

件指数， 并且为了平滑数据， 首先对这些数据进行了对数处理， 分别表示为：

ｌｎＴＦＵ 、 ｌｎＴＮＦ 、 ｌｎＴＰＭ 、 ｌｎＴＡＧＲ 、 ｌｎＴＭＭ 、 ｌｎＴＦＥＲ 、 ｌｎＴＦ 、 ｌｎＴＢＥＶ 、 ｌｎＴＲＡＷ 、

ｌｎＴＯＭＭ 、 ｌｎＴＣＥＲ 、 ｌｎＴＦＯ 、 ｌｎＴＯＦ 、 ｌｎＴＴＢ 、 ｌｎＴＯＲ 。

表 １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采样详情

初级产品分组及部分简称

一级

分组

二级

分组

三级

分组

四级

分组

一级占

比（％ ）
二级占

比（％ ）
三级占

比（％ ）
备注

能源

（ＦＵ）

煤炭

原油

天然气

４ ７

８４ ６

１０ ８

采样 ３ 种商品

采样 ４ 种商品

采样 ４ 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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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初级产品分组及部分简称

一级

分组

二级

分组

三级

分组

四级

分组

一级占

比（％ ）
二级占

比（％ ）
三级占

比（％ ）
备注

非能源

（ＮＦＵ）

农业

（ＡＧＲ）

金属和

矿产

（ＭＭ）

化肥

（ＦＥＲ）

食品（Ｆ）

饮料

（ＢＥＶ）

原材料

（ＲＡＷ）

铁制品

其他金属

和矿产

（ＯＭＭ）

谷物

（ＣＥＲ）

动植物油

（ＦＯ）

其他食品

（ＯＦ）

木材（ＴＢ）

其他原材

料（ＯＲ）

６４ ９

３１ ６

３ ６

６１ ６

１３ ０

２５ ４

８１ １

１８ ９

２８ ２

４０ ８

３１ ０

５２ １

４７ ９

含大米、小麦、大麦、玉米、高
粱 ５ 类；共采样 １０ 种商品

含大豆、豆油、豆肉、棕榈油、
椰子油、花生油 ６ 类；共采样

９ 种商品

含糖、香蕉、牛肉、鸡肉、羊肉、
鱼肉、虾、柑橘 ８ 类；共采样

１１ 种商品

含可可、咖啡、茶叶 ３ 类；共采

样 ７ 种商品

含硬木、原木、锯木 ３ 类；共采

样 ６ 种商品

含棉花、天然橡胶、烟草 ３ 类；
共采样 ６ 种商品

含铁矿石、钢铁 ２ 类；共采样

７ 种商品

含铝、铜、铅、镍、锌、锡 ６ 类；
共采样 ６ 种商品

含天然磷酸盐石、磷酸盐、钾、
氮 ４ 类；共采样 ５ 种商品

贵金属

（ＰＭ）
１００

含金、银、铂 ３ 类；共采样 ３ 种

商品

ＭＵＶ 采样国家

及占比（％ ）

巴西 ２９ ５；加拿大 ０ ９３；中国 １１ ７９；法国 ５ ８７；德国 １３ ２９；印度 １ ７７；意大利

６ ０７；日本 １６ ７０；墨西哥 ０ ９３；南非 ０ ７５；韩国 １０ ９５；西班牙 ２ ３０；泰国 ２ ５１；英
国 ３ ５０；美国 １９ ６８

　 　

（三）实证检验结果

本报告首先对 １５ 种商品不考虑结构突变的贸易条件数据进行传统的 ＡＤＦ

单位根检验， 发现所有分类商品的贸易条件数据均不平稳。 之后通过趋势图观

测每组数列的走势， 先验性地找出各组数列可能存在的结构突变点， 具体如表

２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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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可能的结构突变时间点

商品 年份 商品 年份 商品 年份

能源 １９７４；１９８６；２０００ 化肥 １９７４；１９８７；２００８ 谷物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２００１

非能源 １９７３；１９８８；２０００ 食品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２００１ 动植物油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２００１

贵金属 １９７２；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饮料 １９７６；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其他食品 １９７４；１９８８；１９９９

农业 １９７３；１９８６；２００１ 原材料 １９７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木材 １９７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金属和矿产 １９６５；１９８８；２００４ 其他金属和矿产 １９６５；１９８８；２００４ 其他原材料 １９７３；１９８７；１９９９

　 　

通过对初始回归结果的显著性检验、 单位根检验以及自相关剔除， 并经过

调试， 最终设定了 ｌｎＴＦＵ 、 ｌｎＴＮＦ 、 ｌｎＴＰＭ 、 ｌｎＴＡＧＲ 、 ｌｎＴＭＭ 、 ｌｎＴＦＥＲ 、 ｌｎＴＦ 、 ｌｎＴＢＥＶ

、 ｌｎＴＲＡＷ 、 ｌｎＴＯＭＭ 、 ｌｎＴＣＥＲ 、 ｌｎＴＦＯ 、 ｌｎＴＯＦ 、 ｌｎＴＴＢ 、 ｌｎＴＯＲ 的回归方程， 见表 ３。

表 ３　 调整后的模型

商品 调整后的模型 结构突变点变化

能源
ｌｎＴＦＵ ＝ α′０ ＋ β′０Ｔ ＋ α′１ＤＵ１ ＋ α′２ＤＵ２ ＋ β′２ＤＴ２ ＋ β′３
ＤＴ３ ＋ μ

未变

非能源；农业 ｌｎＴ ＝ α′０ ＋ β′０Ｔ ＋ α′１ＤＵ１ ＋ β′１ＤＴ１ ＋ β′２ＤＴ２ ＋ μ １９７３，２０００（非能源）；
１９７３，２００１（农业）

贵金属
ｌｎＴＰＭ ＝ α′０ ＋ α′１ＤＵ１ ＋ β′１ＤＴ１ ＋ α′２ＤＵ２ ＋ β′２ＤＴ２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金属和矿产；其他金

属和矿产
ｌｎＴＭＭ ＝ α′０ ＋ α′１ＤＵ１ ＋ β′１ＤＴ１ ＋ β′２ＤＴ２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化肥
ｌｎＴＦＥＲ ＝ α′０ ＋ β′０ Ｔ ＋ α′１ ＤＵ１ ＋ α′２ ＤＵ２ ＋ β′２ ＤＴ２ ＋
α′３ＤＵ３ ＋ μ

未变

食品；饮料；谷物；动
植物油；其他食品

ｌｎＴ ＝ α′０ ＋ α′１ ＤＵ１ ＋ β′１ ＤＴ１ ＋ α′２ ＤＵ２ ＋ α′３ ＤＵ３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原材料
ｌｎＴＲＡＷ ＝ α′０ ＋ β′０ Ｔ ＋ α′１ ＤＵ１ ＋ β′２ ＤＴ２ ＋ α′３ ＤＵ３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木材 ｌｎＴＴＢ ＝ α′０ ＋ β′１ＤＴ１ ＋ α′２ＤＵ２ ＋ β′２ＤＴ２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其他原材料
ｌｎＴＯＲ ＝ α′０ ＋ β′０Ｔ ＋ α′１ＤＵ１ ＋ α′２ＤＵ２ ＋ β′２ＤＴ２ ＋ α′３
ＤＵ３ ＋ β′３ＤＴ３ ＋ μ

未变

　 　

０８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关于结构突变点的选择， 非能源的贸易条件和农业的贸易条件这两组数列

有所变动。 二者在调试后均剔除了第二个结构突变点， 即 １９８８ 年 （非能源）

和 １９８６ 年 （农业）； 其他组数列的结构突变点时间选择没有发生变化， 只是

在结构突变的具体表现形式上进行了调整。 对以上模型进行回归， 可以得到具

体结果 （见表 ４）。

表 ４　 模型调整后的计量结果

商品 α′０ β′０ α′１ β′１ α′２ β′２ α′３ β′３ ＤＷ′ ＡＲ２ ′ Ｆ′

能源
２ ０８４
（０ ００）

０ ０４６
（０ ００）

１ ０８２
（０ ００）

０ ３７９
（０ ０２）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

０ ０４４
（０ ０３）

１ ９５９ ０ ８９４
８７ ４３３
（０ ００）

非能源
５ ０７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

０ ２５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８７
（０ ００）

１ ７８９ ０ ６３４
２３ ０９１
（０ ００）

农业
５ ２０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

０ ３１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０
（０ ０２）

０ ０８１
（０ ００）

１ ８３７ ０ ５７６
１８ ３５０
（０ ００）

贵金属
３ ９１０
（０ ００）

０ ３３５
（０ ０４）

０ ０４６
（０ ０３）

０ ８７６
（０ ００）

－ ０ ０５０
（０ ０１）

０ １４０
（０ ００）

１ ８４０ ０ ５６５
１４ ２７３
（０ ００）

金属和

矿产

４ ５１７
（０ ００）

０ ３５７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０）

－ ０ ０７９
（０ ００）

１ ７５５ ０ ７０３
３１ １４３
（０ ００）

其他金

属矿产

４ ５１８
（０ ００）

０ ４１１
（０ ００）

－ ０ ０３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６５
（０ ００）

１ ７５６ ０ ６７３
２７ ２９７
（０ ００）

化肥
４ ８９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

０ ８２３
（０ ００）

０ ５９７
（０ ０３）

０ ０７５
（０ ００）

３ １４３
（０ ００）

１ ８５１ ０ ６６６
２１ ３０４
（０ ００）

食品
５ １２０
（０ ００）

０ ３７９
（０ ００）

－ ０ ０５６
（０ ００）

－ ０ ５７０
（０ ００）

－ ０ ６６１
（０ ００）

０ ０５８
（０ ００）

１ ８５５ ０ ７８０
３７ ０９５
（０ ００）

饮料
５ １５２
（０ ００）

０ ７１８
（０ ００）

－ ０ ０８２
（０ ００）

－ ０ ５６３
（０ ００）

－ ０ ５８６
（０ ００）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

１ ８４３ ０ ６１６
１７ ３３２
（０ ００）

谷物
５ ２３５
（０ ００）

０ ４４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６３
（０ ００）

－ ０ ６３０
（０ ００）

－ ０ ７３３
（０ ００）

０ ０６４
（０ ００）

１ ８２３ ０ ６３３
１８ ６０７
（０ ００）

动植

物油

５ ２１７
（０ ００）

０ ３９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

－ ０ ６３９
（０ ００）

－ ０ ７８６
（０ ００）

０ ０６９
（０ ００）

１ ７８４ ０ ７１６
２６ ７６８
（０ ００）

其他

食品

４ ７９６
（０ ００）

０ ５１３
（０ ００）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０）

－ ０ ３３６
（０ ０９）

－ ０ ４８８
（０ ０３）

－ ０ ０４２
（０ ０４）

１ ８１６ ０ ２３５
４ １３５
（０ ００）

原材料
５ ０４７
（０ ００）

－ ０ ０２４
（０ ００）

０ ０９５
（０ ０１）

０ ０５４
（０ ００）

０ ２０２
（０ ０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０）

１ ９００ ０ ８１９
４８ １９５
（０ ００）

木材
４ ５０７
（０ ００）

－ ０ ０１８
（０ ００）

－ ０ １８３
（０ ０３）

０ ０４４
（０ ０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０）

１ ８７５ ０ ５６１
１７ ２７２
（０ ００）

其他原

材料

５ ３９０
（０ ００）

－ ０ ０３８
（０ ００）

０ ２８７
（０ ００）

０ ２４９
（０ ０６）

０ ０３４
（０ ００）

０ ３４６
（０ ０８）

０ １０２
（０ ００）

１ ８６９ ０ ８２５
４１ ２０５
（０ ００）

　 　 注： 空白处表示对应模型不存在该参数估计； 括号内为 Ｐ 值， 只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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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归结果表明绝大多数模型的 ＤＷ 值、 ＡＲ２ 值、 Ｆ 统计量、 Ｐ 值以及各参

数显著性均表现良好 （其他食品的 ＡＲ ２′除外），回归结果是可靠的。根据张晓峒

的退势法对新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 ５。

表 ５　 新模型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 ｔ′

商品 ｔ′ 商品 ｔ′ 商品 ｔ′

能源 － ４ ３０７∗∗∗ 化肥 － ５ ８００∗∗∗ 谷物 － ６ ３４８∗∗∗

非能源 － ４ ０７１∗∗∗ 食品 － ６ ８８２∗∗∗ 动植物油 － ７ ５４１∗∗∗

贵金属 － ５ ６４１∗∗∗ 饮料 － ５ ０５２∗∗∗ 其他食品 － ６ ２７５∗∗∗

农业 － ６ ２７５∗∗∗ 原材料 － ７ １２１∗∗∗ 木材 － ５ ２９５∗∗∗

金属和矿产 － ５ ５９２∗∗∗ 其他金属和矿产 － ５ ６８６∗∗∗ 其他原材料 － ６ ４６４∗∗∗

　 　 注：∗∗∗ 代表在 １％ 的水平下显著。

可以看出，新模型考虑到结构突变的残差单位根检验均是平稳的，对比传统

的 ＡＤＦ 单位根检验结果，明显地有 ｔ′ ＜ ｔ ，因而可以得出结论： ｌｎＴＦＵ、 ｌｎＴＮＦ、

ｌｎＴＰＭ、 ｌｎＴＡＧＲ、 ｌｎＴＭＭ、 ｌｎＴＦＥＲ、 ｌｎＴＦ 、 ｌｎＴＢＥＶ、 ｌｎＴＲＡＷ、 ｌｎＴＯＭＭ、 ｌｎＴＣＥＲ、 ｌｎＴＦＯ、 ｌｎＴＯＦ、

ｌｎＴＴＢ、 ｌｎＴＯＲ均是带有结构突变的退势平稳序列，只有足够大的冲击才能改变这

些经济变量的均衡增长路径。

（四）实证结果分析

限于篇幅，本报告仅以代表性大宗商品能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进行详

细分析，其余以整体性分析为主。能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回归结果为①：

ｌｎ ＴＦＵ ＝ ２ ０８４ ＋ ０ ０４６Ｔ ＋ １ ０８２ＤＵ１ ＋ ０ ３７９ＤＵ２ － ０ ０５５ＤＴ２ ＋ ０ ０４４ＤＴ３ ＋ μ （２）

上式表明， 在初始时期， 能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为 ｅ２ ０８４ 。 在第一

次结构突变前， 时间每变动 １ 个单位， ｌｎＴＦＵ 将增长 ０ ０４６ 个单位； 在第一次结

构突变发生时， ｌｎＴＦＵ 在水平截距项上发生了突变， 均值增长了 １ ０８２ 个单位，

相当于初始水平的 ５２％ 。 第二次结构突变对 ｌｎＴＦＵ 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是截距项增加了 ０ ３７９ 个单位， 二是在趋势项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 时间每增

２８２

① 由于上文已经对各回归模型的 ＤＷ 值、 ＡＲ２ 值、Ｆ 统计量以及各个系数的 Ｐ 值进行了分析，且
均通过了检验的，在此以及后续的公式中不再列出这些统计量的具体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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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１ 个单位， ｌｎＴＦＵ 将在初始增速水平上下降 ０ ０５５ 个单位， 因而在第二次结构

突变至第三次结构突变时期， 能源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 ｌｎＴＦＵ

年均下降 ０ ００９ （０ ０５５ － ０ ０４６） 个单位， 总体下降了 ０ ３９１ （０ ０５５ × １４ －

０ ３７９） 个单位； 第三次结构突变发生在趋势项上， 这次结构突变对于 ｌｎＴＦＵ 来

说产生了一个正的影响， 时间每增加 １ 个单位， ｌｎＴＦＵ 将在初始增速水平上上

升 ０ ０４４ 个单位， 能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逐渐好转的， 第三次结构突

变后 ｌｎＴＦＵ 年均增速为 ０ ０９ （０ ０４６ ＋ ０ ０４４）。

总体来看， 能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好转的， 在 ５３ 年的样本期内，

二者的贸易条件指数 ｌｎＴＦＵ 由 ２ ０８４ 上升到 ５ ０９４ （２ ０８４ ＋ ０ ０４６ × ５３ ＋ ０ ０４４ ×

１３）， 增长了约 １４４ ４％ ， 增幅较大， 且在整个期间， 该贸易条件始终存在一

个明显的时间趋势， 只在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期间能源的贸易条件出现了恶化。 能

源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走势总体上印证了能源作为典型的资源型产品， 由

于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不足， 其相对价格是持续上涨的。

图 １１ 显示了 １９７１ ～ ２０１０ 年的能源产量指数以及 ＧＤＰ 指数①。 由于 ＧＤＰ 的

产出依赖能源投入， 可以将 ＧＤＰ 指数视为能源的潜在需求指标， 而将能源产

图 １１　 世界 ＧＤＰ 指数和世界能源产量指数

３８２

① 原始数据为世界银行数据库提供的世界能源产量 （千吨石油当量） 和世界 ＧＤＰ 年度增长率

（２０００ 年美元不变价）， 本报告以 １９７１ 年为基期对二者进行了指数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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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作为能源的潜在供给指标。 由图 １１ 可以看出， 在近 ４０ 年内， 能源的潜在供

给和潜在需求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日益加剧的供不应求状况必定会使能源价格

不断飙升从而推动其相对价格上涨。

对结构突变点及区间做出如下解释。

第一个结构突变点发生在 １９７４ ～ １９８５ 年， 此时正值两次石油危机的影响

期。 第一次石油危机 （１９７３ 年） 发生时， 一方面中东主要石油出口国采取减

产、 禁运等措施， 大大减少了石油的供应， 导致了石油供不应求， 石油价格存

在上涨的压力， 另一方面， ＯＰＥＣ 成员国通过提价和控股国际石油公司， 人为

地抬高了石油的价格， 这种双重效应 （能源供给量的减少和能源供给价格弹

性的减小） 导致了能源总体价格的上涨。 第二次石油危机 （１９７８ 年） 期间，

由于伊朗政变和两伊战争， 国际石油供应骤降， 石油价格的攀升带动了能源整

体价格的上涨。

第二个结构突变点发生在 １９８６ ～ １９９９ 年， 这一时期虽然国际能源价格仍

在频繁波动， 也发生了第三次石油危机 （１９９０ 年）， 但是能源的相对价格并没

有出现上涨的趋势。 主要原因可能在于： 一是各国的应变能力已经有了显著的

提高， 许多国家开始致力于节能和开发新能源， １９８８ 年石油在全部能源消费

中的比重相比十年前已经下降了 ７ 个百分点①； 二是国际能源机构和欧佩克对

石油市场的调控及时得当， 在石油供应紧缺时期， 保证了石油的正常供给。 在相

对需求减少的情况下， 这一时期国际市场上传统化石能源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第三个结构突变点发生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２ 年， 这一时期随着国际经济增长的

加快， 对基础投入品能源的需求一直在增加， 然而能源的供给并没有显著提

高， ２００３ 年因中东局势紧张， 石油还一度减产， 造成石油价格暴涨。 图 １２ 显

示了世界油气资源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９ 年的已探明总量指数和剩余探明总量指数②， 其

中间的差值显示了实际开采量的指数水平。 可见， 已探明的油气资源储量不断

增加， 但是代表未来可开采量的剩余探明总量指数却在不断下降， 表明世界油

气资源未来供给能力严重不足， 这与全球对能源的强劲需求是反向而行的。 能

４８２

①

②

范新宇： 《评述 ８０ 年代世界经济特征》，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９９０ 年第 １１ 期。
数据来源于梁刚 （２０１０）， 为世界各地区以百万桶当量计算的油气已探明储量 （千吨石油

当量） 和剩余已探明储量， 本报告对数据进行了汇总并做了指数化处理， 基年设定为 ２００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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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供给能力的吃紧和能源潜在需求一如既往的增加， 导致了这一时期能源相对

价格的上行态势。

图 １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９ 年世界油气资源指数

纵观 ｌｎＴＦＵ 、 ｌｎＴＮＦ 、 ｌｎＴＰＭ 、 ｌｎＴＡＧＲ 、 ｌｎＴＭＭ 、 ｌｎＴＦＥＲ 、 ｌｎＴＦ 、 ｌｎＴＢＥＶ 、 ｌｎＴＲＡＷ 、

ｌｎＴＯＭＭ 、 ｌｎＴＣＥＲ 、 ｌｎＴＦＯ 、 ＩｎＴＯＦ、 ｌｎＴＴＢ 、 ｌｎＴＯＲ 的计量结果可得如下结论。

第一， 不论初级产品在初始阶段是否具有一个正的时间趋势效应， 近年

来， 大部分初级产品 （除农业、 原材料、 其他原材料、 金属和矿产外） 与工

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保持了或慢或快的变化， 印证了前述的先验性判断： 在其

相对供给不足限制下存在资源型产品相对价格上涨趋势。

第二， 大部分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好转的程度不同。 能源类初级产品与工

业制成品之间的贸易条件增长幅度最大， 其次是贵金属， 其他类别的初级产品

相对价格在样本期间内的整体增长量都比较小， 这与其自身相对较弱的稀缺特

性呈正相关关系。

第三， 结构突变对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有显著影响。 当

结构突变发生时， 许多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都偏离了原有的

均衡增长路径， 较为普遍地表现出了一种增减互依 （截距项增长而趋势项

削减或趋势项增长而截距项削减） 的状态， 表明这种结构突变是存在一个

调整期的。

第四， 新模型残差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 １５ 类商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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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条件具有长期稳定性， 一个小的外在冲击不会改变其均衡增长路径， 因而

上述回归的结果不仅仅是对样本期的一个拟合， 对后期分析也有一定意义。

五　基本结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可以发现， 传统经济学家从供需角度解释稀缺资源

相对价格变化的思路， 反映了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形成机制。 ＰＳＨ 理论

在其产生的初级工业化时代表明了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存

在阶段性的恶化趋势， 从供需的角度讲也是有道理的。 不可否认的是， 从长

期趋势来看， 初级产品相对于工业制成品的贸易条件是间断性、 非匀速地趋

于好转的。

值得注意的是， 不管是过去还是近年来的文献， 绝大部分都简单地认为农

业和矿业是落后产业 （尽管其贸易条件存在好转趋势）， 只有工业才是高科技

产业。 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变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展开，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已经转移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 一部分

自然禀赋优越的发达经济体也重新专注于初级产品的生产。 人口增长、 技术进

步和工业化向全球扩张令许多初级产品变得日益稀缺， 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则出

现产能相对过剩的局面。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出口面临日益加剧的市场竞争， 只在传统制造业

上进行技术升级是远远不够的。 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紧迫的形势下， 能

源、 矿产品和农产品等初级产品的稀缺性日益凸显， 一些初级产品的替代产

业如新能源、 新材料和生物育种等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 已经成为各国竞相

争夺的产业制高点， 它们与服务业及制造业的深度融合， 将产生新一代产业

革命的主导产业。 在此形势下， 中国也必须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由粗放型的

“世界工厂” 转向低碳绿色的精细生产加集成服务， 在 “第二次工业革命和

石油世纪的最后阶段”①， 对传统农业和制造业生产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

创新， 以创新驱动的新优势引领新一轮世界范围的产业革命。

６８２

① 杰里米·里夫金： 《第三次工业革命》， 张体伟、 孙豫宁译，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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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
飞机产业贸易：一项外包失败的

案例研究

　 袁　 欣

摘　要： 外包是企业边界的收缩和市场边界的扩张， 是技术进步带

来市场交易成本下降的结果， 它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和增

加竞争力。 美国波音公司的波音 ７８７ 飞机通过广泛的业务

外包活动来安排生产， 却导致了飞机部件无法组装成机和

飞机交付后安全事故频发。 本报告通过将企业边界的 ３ 个

维度即规模边界、 能力边界、 成本边界进行区分， 得出的

研究结论是外包的安全边界位于企业的能力边界处， 越过

能力边界单纯追逐成本边界的外包行为存在风险。 对于飞

机产业来说， 它的模块标准化程度低、 网络型产业链结构

复杂、 产品局部瑕疵严重影响整体功能， 因而激进型的外

包策略并不适当。













































关键词： 企业外包　 企业边界　 加工贸易　 飞机产业



业务外包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企业组织所面临的压力， 这些压力包括但不限

于消减管理成本和优化业务流程。 ２１ 世纪以来， 业务外包的性质、 范围及其

战略地位都在发生变化。 业务外包不再仅仅是针对企业薄弱环节的一种补充手

段， 或是针对企业非关键职能的一种节支增效手段， 更是已经扩展至企业的一

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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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主体业务①。

但是， 外包的边界到底在哪里？ 也就是说， 哪些业务可以外包， 哪些业务

不可以外包？ 哪种情况能外包， 哪种情况不能外包？ 对于这些问题， 一直缺少

一个清晰的逻辑认知框架。 本报告的目的在于通过对美国波音公司最新的波音

７８７ 客机在制造过程中的业务外包活动进行分析， 从理论上为企业业务外包划

出一条清晰的边界。

一　波音787客机案例

波音 ７８７ 客机， 被称为 “梦幻飞机” （Ｄｒｅａｍ ｌｉｎｅｒ）， 是航空史上首架超远

程中型客机。 它的特点是： 大量使用复合材料、 低燃料消耗、 低污染排放、 高

客舱舒适度， 并可实现更多的点对点不经停直飞。 美国波音公司的 ７８７ 客机，

汇集了到目前为止人类航空技术的所有先进成果， 从一开始就被视作与欧洲空

中客车 Ａ３３０ 竞争的有力对手。

但是， 波音 ７８７ 客机的命运却并不顺畅。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波音 ７８７ 客机在美国华盛顿州波音总部的埃弗雷特组装厂

正式组装。 但波音公司很快发现， 从世界各地的外包供应商那里汇集到组装

厂的飞机部件经常存在尺寸误差超标问题， 这使得 ７８７ 的各部分机体无法组

合起来。 同时， 波音公司又陆续发现了各种零部件的性能问题。 最终， 波音

公司先后 ５ 次推迟了 ７８７ 客机的首航计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波音 ７８７ 飞机终

于在埃弗雷特的潘恩机场进行了试飞测试。 直到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波音公司才

向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交付了原定于 ２００８ 年上半年交付的世界首架波音

７８７ 商用客机。

此后， 波音公司收获了世界六大洲几十家航空公司的大量波音 ７８７ 飞机订

单。 但投入商业运营的波音 ７８７ 客机却事故频发。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 ～ １６ 日的

１０ 天内， 仅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和日本航空公司这两家较大的日本航空公司，

就连续发生了 ７ 起波音 ７８７ 客机事故。 其事故密集度之高， 在世界航空史上可

０９２

① 乔治·考克斯： 《业务外包是一项战略行动》， 载约拿森·里维德、 约翰·辛克思主编 《业
务外包》， 中国市场出版社， 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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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以下是波音 ７８７ 故障的部分事件①。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７ 日， 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降落后， 辅助动

力系统 （ＡＰＵ） 电瓶组件出现故障， 导致飞机客舱内冒出浓烈的烟雾。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在地面发生燃油

泄漏事故。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由于刹车系统

故障， 航班被迫取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０ 日，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计算机系统

误报故障， 导致航班取消。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在飞行途中

发现驾驶舱玻璃出现裂纹。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３ 日， 日本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在东京机场检

修时发生漏油事件。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全日空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因机舱冒烟

而紧急迫降。

鉴于波音 ７８７ 客机连续出现安全故障，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６ 日 ＦＡＡ （美国联邦

航空局） 和 ＮＴＳＢ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宣布， 全美国范围内的航空公

司一律暂时停飞国内所有波音 ７８７ 客机， 以进行相关安全检测。 同时， 印度、

波兰、 卡塔尔等多国航空公司也宣布暂时停飞波音 ７８７ 客机。 其他国家所采购

的波音 ７８７ 客机也实施停飞②。

上述事故主要是由波音 ７８７ 客机所使用的电池组故障引起的， 经过对波音

电池系统进行技术改进， 并在飞机内新增了电绝缘体和热绝缘体材料， 波音

７８７ 飞机陆续复飞。 然而其他各类技术问题却又接踵而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波

音公司发出警告， 称部分波音 ７８７ 使用的通用电气 Ｇｅｎｘ 引擎存在结冰风险。

１９２

①

②

《波音梦 想 客 机 遭 全 球 折 翼———波 音 ７８７ 故 障 回 顾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ｈｅｘｕｎ ｃｏｍ ／ ２０１３ ／
ｂｏｅｉｎｇ７８７。
赵嘉妮： 《波音 ７８７ 故障频发　 遭多国停飞》， 《新京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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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波音公司又宣称， 正在检查 ４２ 架波音 ７８７ 飞机上由三菱重工所

提供的机翼部分是否存在因制造缺陷而产生的细小裂缝。

另外， 阿拉伯半岛电视台曾独家披露， 据波音公司内部员工透露， 波音

７８７ 客机的安全性存在疑问， 有 ９０％的瑕疵被刻意隐瞒。 波音公司在回应这一

消息时宣称， 波音公司重视飞机的品质管理和安全性能， ７８７ 客机全部经过了

严格测试。 真实情况虽然不像新闻媒体所渲染的那样耸人听闻， 但波音 ７８７ 客

机存在安全隐患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

波音 ７８７ 客机， 从开始的整机延迟交货， 到飞行后的事故频发， 根本原因

在于， 波音公司在 ７８７ 客机的生产过程中， 将大量零部件的生产外包给世界各

地的飞机零部件供应商， 却不能有效地控制这些零部件的产品质量和产品规

格， 也就是说， 问题是由过度外包造成的。

二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外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是一种经济现象， 它的出现与社会分工、 市场交易一

样久远。 但最近几十年， 外包已经发展成为一场汹涌澎湃的经济浪潮， 传统的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被颠覆了。

根据科斯 （１９３７） 的企业理论， 企业与市场是两种可以互相替代的制度

安排。

科斯认为， 在不存在交易成本的条件下， 企业的存在完全是多余的， 价格

机制将使市场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是现实中， 市场交易总是有交易成本

的， 这些交易成本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通过市场机制组织生产活动所发生

的发现价格的成本； 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的成本； 等等。 交

易成本的存在决定了价格机制的实现不是免费的， 价格机制意味着市场上无数

个契约的存在。 正因为市场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 设立企业这种组织才是有利

可图的。 企业是通过命令机制组织生产的， “当存在企业时， 契约不会被取

消， 但却大大减少了。 某一种生产要素 （或它的所有者） 不必与企业内部同

他协作的一些生产要素签订一系列的契约， 一系列契约被一个契约代替了”①。

２９２

① 科斯： 《企业、 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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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问题是， 由于市场运行成本的存在， 引入企业这样的组织能够消

除一定的成本， 为什么市场交易仍然存在？ 为什么所有的生产不是完全集中在

一个大型企业里来进行的？

这是因为， 企业内部组织生产也不是免费的。 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包括但

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监督的成本， 包括对生产者的监督和对指挥者的监督；

应对市场反馈的信息成本， 包括信息的搜集和信息的加工的成本； 等等。 企业

内部的这些组织成本也是交易成本， 是完成企业内部的 “交易” 活动必须支

付的代价， 在这一点上， 企业活动与市场活动没有区别。 企业规模越大， 企业

内部组织追加的交易成本也会越高， 从而更多地侵蚀企业的收入。

也就是说， 市场组织生产活动是有交易成本的， 为了节省市场的交易成本，

我们需要企业这种组织来代替市场这种组织。 但是， 企业也不是免费的。 随着企

业规模的扩大， 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不断上升。 因此， 企业的规模不可能无限地扩

张， 当企业内部交易成本边际值与市场交易成本边际值相等时， 企业便停止扩

张，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就得以确立起来①。 对此， 科斯本人是这样描述的： “企

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 等于通过在公开市

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②。

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不可能是静态的。 当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相对下降时，

或者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相对上升时， 企业的边界向外扩张， 企业的规模倾向

于扩大。 此时， 企业会实施纵向一体化和横向一体化， 将原来通过市场的交易

活动纳入企业内部， 企业替代市场。 反之， 当企业内部的交易成本相对上升

时， 或者市场交易的交易成本相对下降时， 企业的边界向内收缩， 企业的规模

倾向于缩小。 此时， 企业会实施业务外包活动， 将原来存在于企业内部的生产

活动让渡给其他市场主体， 市场替代企业。

三　外包活动频繁的原因

外包， 就是企业的垂直解体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表现为市场的扩张，

３９２

①

②

袁欣、 张辰利： 《加工贸易的本质———从产业链和生产要素的分析视角》，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科斯： 《企业的性质》 《企业、 市场与法律》， 格致出版社，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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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极致就是无边界企业， 这是现代企业理论所讨论的一种极端企业形态， 这

种企业已经空心化、 非物质化了。 与之相对应的是一体化生产， 即企业的垂直

一体化 （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表现为企业的扩张， 它的极致就是整个国家变

成了一家公司， 极端的封闭的计划经济体系是它的典型例子。

现实中， 这两种极端情况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现实中企业和市场的边界

在这两个端点之间滑动。 因为交易成本不是静止的， 而是不断变动的。 在企业

内和市场上， 交易成本的相对变动， 不断动态地变换着企业和市场的边界， 你

进我退， 你退我进， 使企业的垂直解体和垂直一体化经济活动反反复复地拉锯

进行着。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 垂直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形态在拉锯中占上风。 小

艾尔弗雷德·Ｄ 钱德勒 （１９７７） 指出， ２０ 世纪美国经济所获得的巨大成功，

依赖于 “垂直一体化” 的现代大型企业在美国各主要产业部门的崛起。 不仅

美国， 德国、 日本、 英国、 法国等， 几乎所有主要工业国家都经历着相似的企

业形态演变过程。 这是因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 世界工业的发展是以重化

工业为依托的， 行业的核心技术手段基本维持稳定， 企业在内部处理信息的优

势远远大于企业在市场间处理信息的优势， 企业在内部进行协商的优势远远大

于企业在市场间进行协商的优势。 这时期行业的自然壁垒主要是规模壁垒， 企

业的生产过程处于 “规模报酬递增” 阶段， 扩张、 兼并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

势的主旋律， 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许多巨无霸型的 “公司帝国”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 企业形态表现出了相反的发展态势， 越来越多的企

业倾向于将企业内部的生产功能外包给外部专业化的生产厂商， 产业组织开始

出现垂直解体。 垂直解体是指原来垂直一体化的企业将原先在企业内部纵向产

业链条上的生产活动分离出去。 促使这个过程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交易成本

的大幅度下降。

近年来， 交易成本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信息成本， 首先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 使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大大增强， 从而极大地减少

了市场交易的信息成本， 甚至重塑着市场形态本身。

市场交易的信息成本， 主要是市场交易主体的相互搜寻成本。 在传统经济

４９２

① 查尔斯·德伯： 《公司帝国》， 中信出版社，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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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 由于信息不对称， 市场交易主体为了完成交易， 必须不断地在市场中

搜寻潜在的交易对象。 例如， 产业链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可能彼此处于对方的

信息盲区， 你不知道我， 我不知道你， 这使得在没有信息成本条件下本来可以

迅速匹配完成的市场交易活动无法完成。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 信息不再是离散化地彼此隔绝地存在着。 现代互联网

技术将信息统摄起来， 将无数的信息节点构织成一个庞大的分布式中心的开放

式网络。 市场交易主体虽然不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 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交

易造成的损失无疑被大大降低了。 对潜在交易对象的搜寻变得越来越容易， 越

来越方便。 譬如产业链上下游之间， 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可以由信息流统摄在

同一个生产经营活动之中。 上下游企业虽然在地理空间上相距遥远， 甚至存在

于不同的国家， 但产业链内的信息流通却可以顺畅地就像在一家企业内部

一样。

信息成本的下降， 是由技术进步带动的。 这使得市场和企业的交易成本都

有所下降。 但是， 市场上的交易成本下降得更快。 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开始重新

划分， 企业的规模收缩， 市场的规模扩展， 市场替代了企业， 这就是近年来全

世界范围内业务外包活动繁荣的原因。

除了信息成本以外， 交易成本的另一项内容———谈判和签约成本的降低，

也有利于业务外包活动的繁荣。 谈判和签约成本是怎样降低的呢？ 答案是： 标准

化生产。

因为市场上不同交易主体为了完成交易活动， 必须对交易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进行明确的规定、 对交易标的物的规格和性能进行准确的描述， 所以， 与企

业内部各交易主体所签订的不完备契约相比， 市场上各交易主体所签订的契约

更加完备。 也就是说， 市场所签订的契约往往是短期契约， 每一次签约都是

“一锤子买卖”， 各个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兑现的， 因此各个缔约方的

权利和义务就要规定得很清楚。 而企业所签订的契约往往是长期契约， 各个缔

约方 （即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 履行权利和义务有一个时间差， 企业签约

不可能把所有事项都规定得很清楚， 一些事项需要在契约履约期内由企业的权

威逐步落实。 然而， 市场上各交易主体所签订的契约虽然力图完备， 但很多时

候因为人的理性程度有限， 市场契约总是无法完备， 这就制约了市场功能的发

挥， 市场的边界因而不得不收缩。

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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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产品生产的标准化方案的实施， 使得相关行业的市场主体可以按照

一种统一性的规范来安排生产活动。 不仅有形的物质产品可以执行标准化的生

产， 如国际标准化组织所确立的产品标准化方案。 无形的服务产品也可以执行

标准化的生产， 如软件产品编程所采用的统一程序语言和协议。 标准化的产

品， 使市场上的统一契约变得更加完备。 完备的契约节省了相关市场交易主体

的交易费用， 市场的边界得以向外扩展， 外包业务活动就更加活跃了。

四　企业边界的三个维度

企业的边界是动态的， 动态的企业边界存在着多个维度。

1 企业边界的第一维度是规模边界

规模边界是指其物理边界， 它是由企业的有形资源， 如土地、 劳动、 资

本、 机械设备等所确定的空间范围， 表现为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两个方面。

企业的纵向边界是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在企业内部生产部分的集合。 威廉姆

森 （１９８５） 指出， 为了将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 企业需要决定全产业链上哪

些活动在企业内部进行， 哪些活动从市场上购买， 即由市场上其他企业主体生

产完成， 这是或是 “自己生产” 或是 “外部购买” 的决策结果， 这个结果界

定了企业的纵向边界。

企业的纵向边界是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划分的。 这里不能不阐述一下当代产

业链与此相关的特征。 首先， 当代产品的产业链变长了。 人类历史上， 越早时

期产品的产业链条越短， 越晚时期产品的产业链条越长。 农产品的产业链条普

遍较短， 手工制造业产品的产业链条比农产品要长， 早期机器工业制成品的产

业链条又比手工制造业产品的产业链条长， 电器化时代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链条

又比蒸汽机时代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链条长， 电子工业时代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链

条又比电气化时代工业制成品的产业链条长。 现代产品的技术密集度高， 技术

实现的过程长， 这拉长了产品生产的产业链条， 产业链条的长度是与产业技术

的复杂程度成正比的。 其次， 长长的产业链又呈现出 “碎片化” 趋势。 由于

技术的细化， 产业链条的每一节的部分反而变短了。 技术实现手段是否可以分

割， 决定了产业链是否会呈现 “碎片化” 的趋势。 早期， 农产品的一个完整

生产过程， 在技术上难以分割。 晚期， 电子产品基本都是由不同的元器件组成

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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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它的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 在技术上很容易被分割成若干个不同的片段

（见图 １）。

图 １　 不同时代产业链特征的比较

“长” 而 “碎” 的产业链， 使得生产分工不是在产品间进行， 而是在产品

生产的不同环节间进行。 细密的分工更好地实现了专业化生产， 提高了生产效

率①。 它为企业外包提供了便利条件， 使得产业链在空间上不可避免地呈现出

更加离散化的分布。

企业的横向边界是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范围。 现代企业不是只生产一种产

品， 而往往是生产多种产品的。 这些产品或是在技术上有相似性或共享性， 如

石油化工业中， 成品油、 化学纤维、 化学肥料、 沥青涂料等不同产品都是以石

油原油为同一基料的； 或是在使用功能上具有集合性， 如家电制造业中， 电

视、 冰箱、 空调、 洗衣机、 微波炉等不同产品虽然在技术实现手段上迥然不

同， 但在使用者的体验上高度重合， 从而使不同家电产品在销售渠道上高度吻

合。 因此石油化工产品、 家电产品往往由同一家企业来生产。

横向边界使得企业的生产外包与生产一体化问题变得复杂了。 有时候， 某

一条产业链上的部分环节外包出去了， 而在另一条产业链上则实行着纵向一体

化。 若干条产业链上不同的 “外包” 或 “一体化” 决策， 形成了企业的横向

边界。

企业的纵向边界和横向边界， 共同界定了一个实体的 “企业” 的经济业

务范围。

７９２

① 袁欣、 张辰利： 《加工贸易的本质———从产业链和生产要素的分析视角》，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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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边界的第二维度是能力边界

能力边界是指企业依靠自己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所开展的有目的的活动

所能达到的能力界限。 它突破了企业规模边界的范围， 将企业外市场上的经济

活动纳入企业的经营框架。

迈克尔·波兰尼 （１９５８） 将人类知识区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 显性

知识是可以用语言和文字等符号系统进行传递的知识； 隐性知识又称默会知

识， 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它没有独立的符号系统， 不能依靠规则和技术规

条来传授。 合作型的企业是一种奇妙的组织， 这个组织可以对内部知识以团队

为基础进行复杂的整合， 整合后， 不仅企业所拥有的显性知识可以传承， 其隐

性知识也能够进行共享、 传递和外化①。 这些企业知识不仅可以保证完成企业

规模边界内的生产活动， 还可以扩展到市场上， 对市场上其他企业主体的生产

活动通过市场手段施加影响， 从而以本企业为中心， 构织一个 “中心—外围”

模式的拓扑网络。 在这个网络上， 外围的范围是构嵌在中心企业的知识能力之

内的。

这里就需要引入现代产业链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 当代产业链的每一个部

分之间不再是一种平等的链接关系， 而是非对称的链接关系。 产业链被分成了

“链核” 部分和处于附属地位的其他部分。 “链核” 部分是有具体规模边界的

那个企业， 它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优势地位， 决定或者支配着产业链中处于附

属地位的其他部分。 居于 “链核” 部分的企业———可以称之为 “链主” ———

将处于附属地位的企业整合成一个企业共同体， 这个企业共同体在当代企业管

理理论中被称为企业战略联盟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企业战略

联盟是链主企业能力边界的极限②。

链主企业与企业战略联盟内围绕着链主企业进行业务活动的外围企业所形

成的网络结构可以区分为 ３ 种不同的网络模式。

第一种是控制型网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链主企业对供应商企业能够施

加绝对性的影响。 链主企业会对供应商企业的产品设计、 质量标准、 技术规

８９２

①

②

Ｇｒａｎｔ， Ｒ Ｍ， “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 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 １９９６
袁欣、 张辰利： 《加工贸易的本质———从产业链和生产要素的分析视角》， 《国际经贸探索》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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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甚至工艺流程和原材料供应进行严格的控制， 供应商企业实际上是依附性

的， 离开对链主企业的依附， 供应商企业没有独立的市场存活空间。 供应商企

业进行的是资产专用性的投资， 这种专用性资产只能为链主企业的生产活动服

务，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用途。 因此， 供应商企业为其他企业提供服务的转换成

本很高， 链主对供应商的控制力最强， 以日本的 “下包制” 最为典型。

第二种是协商式网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链主企业对供应商企业能够施

加一定的影响， 但影响力有限。 链主企业与供应商企业在市场中的关系是平等

的， 两者只是在链主企业的业务外包活动中结成临时性的主从关系。 链主企业

需要与供应商通过频繁的沟通、 反复的协调才能完成一个完整的业务外包过

程。 虽然如此， 但供应商企业的生产活动都是链主企业的知识能力所能认知

的， 因而其也是处于链主企业的能力边界以内的。

第三种是模块型网络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 链主企业不需要对供应商企业

施加任何影响。 链主企业与供应商企业在市场中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 所谓

“模块”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 是一个半自律性的子系统， 该子系统可以与其他子系统

按照一定的规则构建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或过程①。 因为 “模块” 都具有标准化

的接口， 可以与其他 “模块” 或子系统顺畅地对接， 在质量合规的前提下，

模块由谁来生产已经不重要了。 任何模块型网络中的产品供应商都可以成为

“交钥匙的全方位供应商 （Ｔｕｒｎ － ｋｅｙ Ｓｕｐｐｌｉｅｒ）”， 链主企业可以随意选择它的

供应商企业， 并且对它的能力控制所依赖的知识也最少。 电子产品行业和一些

应用软件行业是典型的模块化行业。 模块型的网络一旦形成， 会强化链主企业

业务外包的趋势。

3 企业边界的第三层次是成本边界

成本边界是指企业基于包括内外部生产成本和内外部交易成本的综合考量

所得出的依赖外包方式或者说是依赖市场方式实现企业产品功能的范围。

设定企业依赖内部生产时， 其成本为企业的内部生产成本与内部交易成本

之和， 即 ＣＥ ＝ ＣＥＰ ＋ ＣＥＴ 。

设定企业依赖外包方式时， 其成本为外部供应商的内部生产成本与内部交

９９２

① 青木昌彦： 《产业结构的模块化理论》， 载青木昌彦、 安藤晴彦编 《模块时代》， 上海远东

出版社，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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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本之和， 再加上市场协调的交易成本， 即

ＣＭ ＝ ＣＳＰ ＋ ＣＳＴ ＋ ＣＭＴ

当 ＣＥ ＜ ＣＭ 时， 企业依赖内部生产， 外包不可能发生。

当 ＣＥ ＞ ＣＭ 时， 企业倾向于外包， 其外包时的成本为 ＣＭ ，（ＣＥ － ＣＭ） 是外

包比内部生产所节省的成本， 可以将其看作外包的净收益。

因此， ＣＭ 的大小就是外包企业的成本边界。 成本边界是企业从事业务外包

所能达到的极限。

企业边界的 ３ 个维度之间的关系见图 ２。 （１） 企业的规模边界总是小于其

能力边界和成本边界， 因为任何人类行为的物理域总是小于其知识域和信息

域。 （２） 企业的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之间的关系稍微复杂。 第一， 企业的能

力边界不可能超越其成本边界， 因为这从逻辑上讲不通。 第二， 企业的能力边

界可以随着企业知识的累积而向外扩张， 以逼近其成本边界为限。 第三， 企业

的能力边界之外成本边界之内的地带， 是可以实行外包但外包存在巨大潜在风

险的区域。 可以外包是因为从成本角度来讲是划算的， 外包存在巨大潜在风险

是因为企业所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不一定能掌控它。 企业的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

之间的区域越大， 外包的风险越大。

图 ２　 企业边界的 ３ 个维度

五　外包的边界

从以上企业边界的 ３ 个维度的角度来分析， 就可以较为方便地认定企业外

包的边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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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的生产活动被界定在企业的规模边界时， 企业的生产活动是 “一

体化” 的产业组织方式， 这时没有业务外包的发生。

当企业的生产活动突破了企业的规模边界时， 产业组织结构呈现出垂直解

体的态势， 业务活动交付给市场而不是停留在企业内部， 外包就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 如果外包发生在企业的能力边界以内， 即企业内部的知识系统可以有效

进行企业体系外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管理， 外包就不失为一种有效地降低业务

成本的经营策略。 当外包越过了企业的能力边界， 向企业的成本边界处拓展

时， 外包的风险就开始增加了。 此时 “公司内部的信息系统 （ ＩＳ） 或管理环

节对此类议程的绝大部分一无所知是必然的。 这些复杂的议程、 项目和活动，

因公司对议程和它们的因果链条一无所知而产生了不确定性， 而且因难以预测

的组织或结构后果引发了风险”。

所以， 企业外包的安全边界位于企业的能力边界处。

在业务外包的安全边界或企业的能力边界之内， 超额利润是不存在的， 因

为几乎没有风险， 而超额利润恰恰是对风险的回报。 这里所谓的超额利润不是

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内的 “超额利润”， 而是指企业知识要素正常回报率以

上的那部分利润。 稳健型的企业在从事业务活动时， 总是先不断地提高自身的

知识能力， 使企业的能力边界向外扩展———这是一种稳健的外包策略。 在我们

前文论述链主企业与企业战略联盟的关系时所说的控制型网络模式， 就对应着

企业的稳健型的外包策略。

与稳健型的外包策略相对应的是激进型的外包策略。 一些激进型的企业是

不安于将外包边界停留在企业的能力边界处的。 它们更趋向于冒险， 而不断将

业务外包的范围向成本边界处扩展， 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约经营成本， 赚取最后

一枚 “铜板”。 激进型的外包策略差不多都存在于前文论述链主企业与企业战

略联盟的关系时所说的协商式网络模式中。 当然这绝不是说所有的协商式网络

模式都是激进的， 关键看企业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之间的区域的大小， 以及外

包策略所在的这个区域内的位置。 企业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之间的区域越小，

企业几乎无从选择激进型外包战略。 企业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之间的区域越

大， 企业外包时选择靠近能力边界的部位， 企业的外包策略就倾向于稳健而不

是激进； 反之， 企业外包时选择靠近成本边界的部位， 企业的外包策略就倾向

于激进而不是稳健。 激进的外包策略一旦成功就将获得高额的回报率。

１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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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失败了呢？ 企业业务外包不是绝对性地不能突破企业的能力边界，

企业外包活动可以游弋在企业能力边界和成本边界之间， 要想获得高收益必须

承受高风险， 这是市场经济颠扑不灭的真理。 关键是， 企业有承受 “失败”

的能力吗？ 企业承受 “失败” 的能力取决于企业所处的行业性质、 产业区段、

企业规模等因素。

不幸的是， 波音 ７８７ 客机就是一个外包失败的例子。 波音公司在生产波音

７８７ 飞机时， 把许多业务外包活动放在了能力边界与成本边界之间靠近外侧的

地方。

波音公司之所以这样做， 是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 我们应该记得， ２００８

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 美国制造业遭受重创， 曾经称雄世界的美国汽车制造

业因为成本高昂而陷入破产边缘， 不得不依靠美国政府施救才渡过难关。 “冰

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美国制造业成本高昂早就已是美国制造业不能承受之

重。 在危机爆发之前， 美国制造业就千方百计地进行着压缩成本的努力。 在这

个背景下， 波音公司也是将飞机制造业务活动能外包的就尽量外包， 而且外包

到生产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 波音 ７８７ 飞机开始生产的时候， 正是波音公司

业务外包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 为了尽量压低成本， 波音公司不惜 “将外

包进行到底”。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波音 ７０７ 客机只有 ２％的部分是在美国以外

生产的， 而到了现在， 波音 ７８７ 客机 ９０％以上的部分是在国外生产的。

这是一条长得超乎经验和想象的流水线。 意大利 “永恒之城” 罗马，

阿莱尼亚公司出产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固化定型； 刚刚完成测试的机翼

前缘， 正在俄克拉荷马州准备出厂； 沈阳飞机工业公司提供的舱门和方向

舵， 已经拧上了最后一颗螺丝； 载着英国罗尔斯 － 罗伊斯发动机的巨轮，

正在大西洋上跨越万里怒涛； 一架编号 ００２ 的波音梦想搬运工则正从日本

神户机场腾空而起， 它那特别改装的腹腔正躺着一对机翼主体， 它们是从

日本三菱重工的热压车间刚刚下线的。 四百万个部件按照统一的标准， 踏

着统一的步点， 在预定的时间陆续抵达西雅图， 来到我们眼前的总装线。

上述这一段煽情的文字， 出自 ２０１４ 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题纪录片 《互

联网时代》 的第三集 《能量》。 它确实表述出了波音公司生产波音 ７８７ 飞机时

２０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飞机产业贸易：一项外包失败的案例研究

实行业务外包的那种凌厉的态势， 那种张扬的风格， 那种肆无忌惮的豪迈， 那

种无所畏惧的气概。 可惜的是， 当这部纪录片在的中国电视荧屏上热播的时

候， 世界各国的波音 ７８７ 差不多都曾被迫停在飞机检修车间中接受过安全

检测。

飞机这种产品与其他产品相比， 很不一样！

首先， 飞机的模块化生产方式具有特殊性。 模块化生产是当代许多集成型

制成品通用的产业组织模式。 如前文所述， 模块化生产因为 “模块” 是由

“交钥匙的全方位供应商” 提供的， “模块” 之间都具有标准化的接口。 就如

同集装箱的出现大大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货物运输业一样， 模块化产业组织也

大大促进了全球制造外包的发展。 今天我们随处可见的汽车、 家用电器、 个人

电子产品无一不是模块化生产方式的产物。 不同的是， 上述产品的消费量都非

常大， 大批量生产的产品所需要的子系统即 “模块” 也是大批量的， 这倒逼

着 “模块” 接口的标准化工作尽快实现。 “模块” 标准化其实是一个市场统一

契约， 市场的统一签约节省了各个市场主体分散签约的交易成本。 但是， 飞机

就不一样了。 飞机产品的市场需求 “架” 数与其他产品的需求个数没法比。

飞机产品虽然产值巨大， 但所需的 “数” 的量总是少的。 因此， 飞机生产基

本都是分散签约的， 这就使得 “模块” 接口的标准化过程缺乏强劲的市场推

动力。 其实， 即便是汽车行业， 模块化生产的范围也是有相当大的保留的，

“宝马” 汽车的 Ｌ４Ｎ２０ 发动机与 “保时捷” 汽车的 ＬＮ６ 发动机就完全不一样，

两者不能混用。 对于比汽车更加个性化的飞机， 生产商在将其所需要的 “模

块” 外包出去生产时如果不施加控制性的影响， 那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因此，

我们不难理解， 波音 ７８７ 飞机从世界各地汇集到一起的 “模块” 产品会出现

接口部分的尺寸差异， 最后竟使整架飞机根本组装不起来。

其次， 飞机的网络型产业链具有复杂性。 飞机不仅像其他许多当代产品那

样具有 “长” 而 “碎” 的产业链， 而且它的产业链特性更加复杂。 飞机产品

的产业链不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结构， 而是一个网格型结构， 它其实是一片彼

此交叉混集的 “产业丛”。 图 ３ 是一个大大简化了的混集型 “产业丛” 模型。

人类社会的早期， 产业边界是清晰的， 因为实现每个产业功能的技术手段是清

晰的； 当代社会， 产业边界越来越模糊， 因为决定产业功能的技术边界本身就

是模糊的。 现代科学的进步和重大技术的突破， 往往不是在学科的边界内实现

３０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的， 而是在学科的交叉处实现的， 技术链的非线性结构决定了产业链不可能再

维持从前的产业内部上下游之间的严格的依次递延， 产业之间不再呈现壁垒森

严、 划界清晰、 彼此 “井水不犯河水” 的隔绝状态。 更进一步讲， 当代产业

链所对应的产品不再是单一产品， 而是功能复合型的产品， 它满足的不是人的

单一性需求， 而是人的体验性的复合性需求。 在这一方面， 飞机产业链可以看

作是上述特性的集大成者。 这一结果， 使得飞机产品生产者在实行业务外包

时， 需要应对的外部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的工作更加零散， 更加琐碎， 甚至更

加力不从心。 面对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数百家外包供应商提供的产品， 完全

掌握这些产品的信息是一项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 百密必有一疏， 机翼上出现

极细小裂纹这类事件在波音 ７８７ 飞机上发生毫不奇怪。

图 ３　 混集型 “产业丛” 示意简图

再次， 飞机的瑕疵容忍度是零。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的任何一项机械产品都

是人类知识的凝结物， 而人类的知识总是有限度、 有边界的。 人类并不能生产

出一件百分之百安全的机械产品， 过去不能， 现在不能， 将来恐怕也不可能。

一般情况下， 所谓安全总是确立在一个适当的 “度” 的范围内的， 任何

产品都不可能完全没有瑕疵。 只要不影响该件产品的整体功能， 对于多数产品

来说， 一个局部细节处的些微瑕疵是可以容忍的， 但这一点却并不适用于飞

机。 安全性能是人们对飞机产品的 “挑剔” 性要求。 其他产品存在一点小问

题， 人们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应对危机、 排除危险的办法。 但面对翱翔在万米高

空的飞机的问题， 人们却常常束手无策。 飞机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巨型产品。

在人类目前的创造物中， 飞机无疑是较为复杂的。 它的复杂性， 决定了它的潜

在危险可能是人们无法直观认知的。 因此， 对于其他产品来说仅仅是一个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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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要的小问题的问题， 对于飞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人命关天的大问题。 飞机生

产过程中的广泛业务外包， 极有可能使飞机把任何人都未知的 “小问题” 带

上天。 所以， 波音 ７８７ 在连续经历故障后的被迫停飞， 其实是外包后人类应对

信息盲区的无奈之举。

六　研究结论

业务外包是当代产业链特征所决定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模式。 当市场的

交易成本因信息技术进步而大幅度下降的时候， 市场的功能被进一步激活， 企

业的规模边界缩小了， 但与此同时， 企业的由知识所决定的能力边界突破规模

边界的限制， 变得更大了。 实施业务外包的企业如果能够以扩张能力边界的方

式来开展外包活动， 外包无疑是企业节省成本、 提高竞争力的有效手段。 但当

企业外包活动扩张过度， 超过了企业能力边界扩张的速度时， 企业业务外包活

动就突破了能力边界， 而向企业的成本边界逼近， 企业的外包风险就会渐次增

加。 高风险或者以高收益来补偿， 或者跌入市场失败的深渊。

波音 ７８７ 客机外包失败的案例告诉我们， 企业的能力边界才是企业业务外

包的安全边界。 对于一些标准化程度低的模块化产品、 复杂的网络型产业链的

产品以及局部瑕疵严重影响整体功能的产品， 尤其不能突破企业的安全边界即

企业的能力边界而实施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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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态势

及其监管探讨

　 冯　 然

摘　要：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外贸活动已经成为一种新贸易模式。 为

探索新的贸易方式、 促进贸易的可持续增长， 本报告对中国

跨境电子商务的特点、 现状及主要经营模式进行了归纳总

结， 并对海关试行的通关新模式进行了剖析； 解读了中国政

府相关政策和规定， 探讨了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小额贸易领域

存在的问题； 最后， 根据英美等国相关监管政策和制度的经

验和启示， 提出了一些改善性建议。





























关键词： 跨境电子商务　 通关模式　 税收监管　 小额零售业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

地位日益凸显，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跨境电子商务已经成为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

新形式和新手段， 也成为中国对外经济的新增长点。 目前， 中国通过网络开展

的大宗贸易活动， 即 Ｂ２Ｂ 跨境电子商务， 由于进出关口的货物量大、 逃避检

查难度高， 仍然履行正规的海关通关手续。 但是， 通过网络开展的小额贸易活

动， 即 Ｂ２Ｃ 和 Ｃ２Ｃ 跨境电子商务， 通常利用第三方支付工具完成支付， 以小

包邮件形式进出海关， 在交易方式、 货物运输和支付结算等方面与传统贸易方

式差异较大， 现有管理方式已不能有效监管。 可见， 跨境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

贸易业态， 具有商品单件价值小、 品种数量多、 交易频度高、 关联方多和通关

７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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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快等特点， 这使得现有监管条例和海关通关模式已不能适应其发展要求。

海关及相关部门亟须制定报关、 通关、 退税、 结汇等环节的监管条例和政策。

实际上， 中国政府正在试行通关新模式及监管新措施， 并将根据试行效果制定

适合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配套政策， 促进其健康发展。

从理论上看， 跨境电子商务具备重塑国际产业链、 拉直 “微笑曲线”， 克

服国际市场萎缩趋势、 部分化解产能过剩， 促进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增强国际

竞争力， 增加就业和中小型企业生存机会， 促进中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多重作

用。 因此， 加强对跨境电子商务的研究意义重大。

因此， 本报告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中小企业所从事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领

域， 并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关税征收方式进行深入的探讨， 主要探讨跨境电子商

务进出口的主要应用模式、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海关通关模式及监管机制、 美

国和英国关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海关监管的经验和启示。

一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状况及其作用

（一）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状况

　 　 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

地位日益凸显， 利用网络平台进行跨境贸易活动成为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方

式。 作为网络时代衍生的新型贸易业态， 跨境电子商务也成为中国对外经济发

展的增长点， 并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

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从 ２０１１ 年的 １ ６ 万亿元

升至 ２０１２ 年的 ２ 万亿元， 再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３ １ 万亿元， 分别比上年增长 ２５％

和 ５５％ ； 预计到 ２０１６ 年将增至 ６ ５ 万亿元， 年均增长速度在 ３０％左右。 艾瑞

的调查数据显示， ２０１３ 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出口贸易占比达 ８８ ２％ ， 进口

占比是 １１ ８％ ， 同时进一步指出， 随着国内市场对海外商品需求的高涨， 预

计未来几年跨境电子商务进口份额占比将不断提高， 但是跨境电子商务进口受

国家政策的影响较大， 将保持相对平缓的发展态势① （见图 １）。

８０３

① 艾瑞咨询集团： 《２０１４ 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研究报告》 （简版），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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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７ 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结构

资料来源： 艾瑞咨询集团： 《２０１４ 年中国跨境电商行业研究报告》 （简版）， ２０１４。

从电子商务企业区域分布看，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年的市场统计

数据显示， 排在前十名的省份 （含直辖市） 分别是广东、 江苏、 北京、 上海、

浙江、 山东、 湖北、 福建、 四川和湖南 （见图 ２）。 另据 ｅＢａｙ 网站①发布的

《广东省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产业一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在跨境电子商务交易

额方面， 广东列首位， ２０１３ 年全省交易额突破 ２ 万亿元， 比 ２０１２ 年同期增

长 ３３％ ， 占全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的 ６４ ５％ 。 统计数据表明， 广东在发展

跨境电子商务时， 充分发挥了毗邻香港、 国际物流便利和贸易大省等诸多

优势。

从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出口市场看， ｅＢａｙ 《２０１４ 年大中华区跨境电商零

售出口产业发展趋势报告》 显示， 大中华区 （泛指中国大陆、 港澳及台湾地

区）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在 ２０１４ 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下， 出口总额较高

的 １５ 个目的地市场依次为美国、 英国、 德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俄罗斯、

法国、 以色列、 巴西、 西班牙、 挪威、 阿根廷、 意大利、 希腊和瑞典， 增长较

快的三大目的地市场依次为： 阿根廷， 年增长率为 １１７％ ； 以色列， 年增长率

为 ７１％ ； 挪威， 年增长率为 ６８％ 。

９０３

① １９９５ 年， ｅＢａｙ 网站建立于美国， 是全球最大的 Ｃ２Ｃ 网站， Ｐａｙｐａｌ 是其旗下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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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２０１３ 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企业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

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２０１４。

（二）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消费特点

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电商网站的逐渐成熟， 通过电商网络购物消

费成为一种时尚。 归纳各种网上购物消费行为， 其主要有以下特点。

从中国消费者看， 通过跨境电子商务购买外国商品的消费者达到较大规

模。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３ 年跨境网购调查报告》 显示， 在参与调查的 ９３００ 名中国

网购消费者中， 曾经跨境网购和经常跨境网购的用户比例只有 ２５ ２％ 和

３ ４％ ， 尽管与外国相比， 跨境进口电子商务在中国的渗透率还不高， 但已经

显示出了庞大的消费规模。 归纳起来有以下特点： 一是消费者对商品品质、 网

站易用性和购物流程友好程度以及跨境价格对比较为关注。 在驱动中国消费者

跨境购买国外商品的因素中， 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品质保证 （２１ ８％ ）、 网站

设计 （２１ ２％ ） 和价格低廉 （２０ ３％ ）； 二是消费者普遍热衷于购买护肤美

妆、 婴幼儿食品、 服饰、 保健品和电子产品等， 对这几类境外商品的偏好特征

明显； 三是购买境外商品的消费者年龄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状态， ３５ 岁

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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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下消费者所占比例超过 ８０％ 。

从跨境电子商务商品出口看外国消费者特点， ｅＢａｙ 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发布

的 《２０１４ 年大中华区跨境电商零售出口产业发展趋势报告》 显示， 零售出

口销售额较高的五大商品是电子产品、 时尚产品、 家居园艺、 汽配及收藏

品， 增长速度较快的依次为家居园艺、 汽配和时尚产品。 ＰａｙＰａｌ 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全球跨境电子商务报告》 显示， 目前全球范围内零售交易额较高

的商品种类是电子类、 时尚类和家居园艺类。 将两份调查报告进行对比分

析可以看出， 全球交易额较高的商品种类与大中华区出口数量较多的商品

种类一致。

（三）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增长情况

随着网络的普及和消费观念的变化， 各国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增

长都非常迅速。 以美国和英国为例， 美国 ２００１ 年的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２５

亿美元， ２０１２ 年的为 ６１０ 亿美元， 其中 ４３％ 销往北美以外地区①； 英国电

子商务交易额也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３５０ 亿英镑上升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５７０ 亿英镑②， 其

中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占比也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０％ 左右上升至 ２０１４ 年的 ４４％ 左

右③。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在最近几年也呈现逐步增长的趋势。 很多产品以个人物

品和样品形式出关， 目前还很难准确统计跨境小额贸易的具体规模。 据初步统

计， ２００９ 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总额为 ０ ９ 万亿元， ２０１０ 年增长至 １ ２

万亿元， 增长率达 ３３ ３％ 。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及 ２０１３ 年交易规模分别为 １ ６ 万

亿元、 ２ ０ 万亿元和 ３ １ 万亿元， 增长率分别为 ３３ ３％ 、 ２５％ 和 ５５％ 。 同时，

跨境电子商务交易额占中国进出口交易总规模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 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４ ４％升至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２ ２％ ④ （见表 １）。

１１３

①

②

③

④

Ｔｏｒｂｊöｒｎ Ｆｒｅｄｒｉｋｓｓｏｎ，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Ｔｒｅｎｄｓ ａｎｄ Ｉｓｓｕｅｓ”， ２０１３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Ｋ），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ＩＣＴ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ＵＫ），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ｏｎｓ ｇｏｖ ｕｋ ／ ｏｎｓ ／
ｇｕｉｄｅ － ｍｅｔｈｏｄ ／ ｍｅｔｈｏｄ － ｑｕａｌｉｔｙ ／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ａｎｄ － ｅｎｅｒｇｙ ／ ｅ －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ａｎｄ － ｉｃｔ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 ８ － ７．
鄂立彬、 黄永稳： 《国际贸易新方式： 跨境电子商务的最新研究》，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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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跨境电子商务交易规模

年份
进出口交易总

规模（万亿元）
跨境电子商务

交易规模（万亿元）
跨境电商占进出口

总规模比重（％ ）
跨境电商交易

规模增长率（％ ）
２００８ １８ ０ ０ ８ ４ ４ —
２００９ １５ １ ０ ９ ６ ０ １２ ５
２０１０ ２０ ２ １ ２ ５ ９ ３３ ３
２０１１ ２３ ６ １ ６ ６ ８ ３３ ３
２０１２ ２４ ３ ２ ０ ８ ２ ２５ ０
２０１３ ２５ ５ ３ １ １２ ２ ５５ ０

　 　 资料来源： 据综合国家统计局、 商务部、 艾瑞咨询以及互联网公开资料整理而得。

上述数据表明跨境电子商务对中国贸易增长起到了明显作用， 已经引起了

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将其视为调整产业结构、 实现传统外贸转型、 促进贸易

持续增长的重要手段。

二　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模式

在跨境电子商务中， 常见的经营模式有 Ｂ２Ｂ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Ｂ２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Ｂ２Ｂ２Ｃ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 Ｃ２Ｃ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以及 Ｍ２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等模式， 其中，

Ｂ２Ｂ２Ｃ 是随着全球物流的快速发展， 在 Ｂ２Ｃ 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电子商务新模式。

（一）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对企业模式（B2B）

Ｂ２Ｂ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模式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的企业对企业的

贸易往来活动。 具体的应用形式有两种， 一是第三方搭建网络交易平台， 吸引

众多买方企业与卖方企业在平台上开展贸易往来。 如阿里巴巴国际站、 慧聪网

和环球资源等都是国内外著名的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 二是大型企业通过自建

的网站与其他企业进行原料采购、 商品批发等贸易往来。

1 B2B 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

阿里巴巴集团开发了一系列电子商务交易平台①， 买卖双方在其平台上操

２１３

① 阿里巴巴集团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跨境电子商务交易平台———阿里巴巴

国际站 （ｗｗｗ ａｌｉｂａｂａ ｃｏｍ）， 涵盖零售与批发贸易两大领域； 拥有国际零售平台———速卖通

（ｗｗｗ ａｌｉｅｘ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还构建了中国零售平台———淘宝、 天猫、 聚划算、 １６８８ ｃｏｍ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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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具体交易流程是： 买方企业通过网络进行询价、 下订单， 再通过第三方电

子支付机构， 如 Ｐａｙｐａｌ①、 Ｅｓｃｒｏｗ② 和 ａｌｉＰａｙ 进行支付， 或者采用传统信用证

或 Ｔ ／ Ｔ 等方式支付③； 然后， 卖方企业以大宗货物或小批邮件的形式将商品送

到买方企业手中。 由于阿里巴巴国际站对注册的企业是否具有进出口经营权并

无要求， 因此吸引了大量的中小型企业进驻。 目前， 在平台上注册的企业数量

超过了 ２３０ 万个， 来自 ２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销售超过 ４０ 个行业类目的产品。

据 Ａｌｅｘａ④ 全球网站点击量统计， 阿里巴巴国际站月平均访问量占 ３４ ８％ （统

计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阿里巴巴国际站为买方和卖方企业提供了网络沟通平台，

使企业可以不受地域和时间限制， 自由寻找贸易伙伴。 通过企业资质审核对交

易方进行严格管理， 要求所有企业提交营业执照、 法人代表身份证， 以降低参

与各方的贸易风险。 在盈利方面， 阿里巴巴国际站通过收取企业会员费和提供

网络营销服务获得收益⑤。

2 企业自建的 B2B 型网站

目前， 全球大型企业主要采取自建 Ｂ２Ｂ 网站或者以 ＥＤＩ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ｃｈａｎｇｅ） 电子系统与其他企业进行贸易往来。 以美国通用电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ＧＥ） 下属的 “照明工程集团的网上在线采购系统” 为例进

行说明。 ＧＥ 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材料品种繁多， 并来自不同的国家和企业，

传统的人工招标处理方式效率很低。 ＧＥ 公司各部门需要原材料时可以通过在

线采购系统向采购部发出申请， 采购部门则通过在线采购系统向系统内储存的

原料供应商发出招标文件进行询价， 同时， 该系统可以根据所需原材料自动检

３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ｙＰａｌ 成立于 １９９８ 年， 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第三方支付公司。 ＰａｙＰａｌ 以用电子邮件标识身份

并进行资金往来转移的方式取代了传统邮寄支票或者汇款的方法。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在跨国交

易中有超过 ９０％的卖家和超过 ８５％的买家使用 ＰａｙＰａｌ 支付工具。
Ｅｓｃｒｏｗ 是香港电子库存推出的第三方中介付款服务。
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发布的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中国跨境支付市场调研报告》 显示， 第三方支付方式的使

用率为 ５０ ９％ ， 商业银行方式的使用率为 ３９ ８％ 。
Ａｌｅｘａ 排名是指网站的世界排名， 主要分两种： 综合排名和分类排名， Ａｌｅｘａ 提供包括综合

排名、 到访量排名、 页面访问量排名等在内的多个评价指标信息， 是当前较为权威的网站

访问量评价体系。
注册会员企业需要交纳最低的普通会员费 ２ ９８ 万元 ／ 年； 如果企业会员希望在网站中提高

商品的搜索排名， 需额外交纳 ２ ４ 万元 ／ 年购买一个关键词； 或者注册成为高级会员， 交纳

费用 ５ ９８ 万元 ／ 年， 获得赠送的关键词和网络广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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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出相应的设计图纸， 并自动将图纸附在询价单上。 系统采取自动化的作业方

式， 使人工成本节约了 ３０％左右。 同时， 通过网络， ＧＥ 能够在线与范围更广

的供应商联系， 使原材料的成交价格比以前降低了 ５％ ～ ２０％ 。 而且， 自动化

询价体系代替了人工操作， 使整个流程从原来的 １８ ～ ２３ 天缩减到 ９ ～ １１ 天，

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由以上两种形式可以看出， Ｂ２Ｂ 跨境电子商务模式能够将传统贸易过程数

字化和电子化。 一是用电子信息的传输代替传统实物间的递送， 大大减少了人

力和物力的支出， 使成本大幅降低； 二是 Ｂ２Ｂ 电子商务能够突破时空限制，

使贸易活动可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进行， 大大提高了贸易效率， 为企业创

造了更多的贸易机会； 三是 Ｂ２Ｂ 电子商务依托网络开展交易， 进入门槛低，

信息流通自由， 可以使中小企业有机会进入国际网络市场， 增强了中小企业的

竞争能力； 四是 Ｂ２Ｂ 电子商务改变了传统的贸易流通模式， 使生产者和消费

者通过网络就能够直接进行交易， 不需要中间商的介入，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

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方式。

可见， Ｂ２Ｂ 模式交易效率高的优势突出。 在电子商务交易中， Ｂ２Ｂ 模

式所占份额最大。 我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

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显示， ２０１３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达 １０ ２ 万亿元，

其中， Ｂ２Ｂ 电子商务市场交易额达 ８ ２ 万亿元； 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 行

业调查报告反映， Ｂ２Ｂ 模式的交易规模始终占据着整体跨境电子商务市场

交易规模的 ９０％ 以上①。 另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及易观智库产业数据库最新

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数据显示，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３ 年， Ｂ２Ｂ 是中国出口电商市场主 体， ２０１３ 年 占 整 体 出 口 电 商 的

９０ ４％ 。 在监管方面， Ｂ２Ｂ 进出海关的货物量大、 逃避检查难度高， 都正

规履行海关通关手续， 相关部门针对 Ｂ２Ｂ 模式仍旧主要使用传统的贸易监

管方式， 相应配套规章、 制度较为完善和成熟， 发生贸易摩擦时也遵循

ＷＴＯ 等国际贸易组织制定的规章制度。 所以， Ｂ２Ｂ 跨境电子商务引发的监

管争议不大。

４１３

①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中国跨境电商产业研究报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ｉｆ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１６０４，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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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对消费者模式（B2C）

Ｂ２Ｃ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是指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的企业和消费者之

间的商务往来模式。 从销售角度出发， 常见的应用形式有两种： 一是企业

在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注册、 展示商品， 吸引消费者并进行贸易往来； 二

是企业通过自建网站向消费者展示并销售自己生产的各种商品。 采取前者

的企业以中小型企业及个体经营者为主， 采用后者的企业以大型企业为主。

从监管和消费者角度出发， 常见的购买形式有海淘方式和受监管的网购行

为两种。

1 B2C 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

速卖通是阿里巴巴集团面向全球打造的 Ｂ２Ｃ 跨境零售交易网站， ２０１０ 年

开始运营， 目前已经覆盖 ２２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 销售超过 ４０ 个行业类目的产

品， 每天境外买家的流量超过 ３８００ 万个， 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零售交易

平台。 速卖通的操作流程像淘宝一样简单， 又被称为国际版的淘宝网站。 其交

易流程是： 在网站上注册的卖方企业将商品信息发布到网站上， 或者通过速卖

通提供的淘代销工具将在线商品信息翻译成英文； 海外消费者选中商品并下

单； 卖方通过国际快递， 将零售商品递送到买方消费者手中。 因为商品从国内

直接销售到海外终端， 所以， 速卖通常建议卖方将商品价格调高 ２０％ ～ ５０％ 。

2 企业自建的 B2C 网站

深圳亚鼎科技有限公司建立的 Ｂ２Ｃ 零售平台 （ｗｗｗ ｄｘ ｃｏｍ） 是非常典型

的企业面向海外消费者的自建型 Ｂ２Ｃ 网站。 它建立于 ２００６ 年， 是一家以零售

为主、 提供全球范围内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 也是目前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较

大的 Ｂ２Ｃ 企业之一。 其销售的商品种类繁多， 主要包括玩具、 服饰、 电脑及

其零配件、 手机及其零配件、 汽车配件、 游戏机等 ６ 万多种， 业务范围覆盖

全球 １５０ 多个国家， 拥有的客户量已超过 ５００ 万人。 其具体的运营流程是：

境外的消费者在网站上搜索商品并下单付款， 平台服务人员将商品以小包邮

件的方式寄往国外， 客户收件即完成交易过程。 同时， 亚鼎科技也推出很多

网络促销活动， 比如幸运抽奖， 凡被抽中的客户可以免费到深圳市区进行

购物。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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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淘形式

海淘形式出现在 Ｂ２Ｃ 模式的进口环节， 它是国内消费者直接到国外零售

网站上购物， 然后通过转运或直邮等方式收到商品并完成支付的一种购买方

式。 海淘模式通过邮寄方式进行， 以个人物品名义报关， 中国海关规定个人物

品需缴纳 １０％的行邮税， 而通关货物需缴纳相应的关税和 １７％ 的增值税， 巨

大的税率差异使通过海淘模式购买的商品价格远远低于国内销售价格， 导致近

几年以海淘形式为依托的电子商务活动发展迅猛。 据广东省江门市海关统计，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８ 月， 通过江门海关入境的个人物品快件量为 ２４ ４ 万件， 较上年同

期增长了 ３４ １ 倍， 总金额达 ７４７７ 万元人民币①。 武汉海关数据显示， ２０１４

年 １ ～ ４ 月， 湖北省个人邮包进口量达 １１ １９ 万件， 比 ２０１３ 年同期增长

２９８ ７％ 。 邮包中近三成的商品是化妆品和保健品②。 以邮寄形式避税的海

淘模式引发了有关 “如何缴纳关税” 的争议， 海淘被认为处于逃避关税的

“灰色地带” ， 甚至带有 “走私” 色彩。

但是， 海淘模式中买卖双方毫不避讳 “关税” 问题， 国外商家正在从被

动转变为主动， 更加积极地向消费者推销商品。 以美国梅西百货 （Ｍａｃｙｓ） 为

例， 该网站为吸引中国消费者的注意， 当中国 ＩＰ 访问时， 会弹出提供中国货

运服务及人民币结算的中文提示框。 表 ２ 是部分海外零售商主动向中国消费者

提供服务的信息汇总。

表 ２　 海外 Ｂ２Ｃ 零售商部分信息汇总

电商名称 所售品类 面向中国市场服务现状

梅西百货 综合百货 直邮 ＋ 人民币结算

Ｎｅｉｍａｎ Ｍａｒｃｕｓ 精品百货 直邮 ＋ 中文官网

Ｇｉｌｔ 潮流闪购 直邮 ＋ 中文服务 ＋ 人民币结算

Ａｓｈｆｏｒｄ 珠宝名表 直邮 ＋ 中文官网

ｉＨｅｒｂ 保健母婴 直邮 ＋ 中文服务 ＋ 人民币结算

　 　 资料来源： 根据公开信息综合整理， 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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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江门筹建跨境快件分拣中心日处理量达 １０ 万件》，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ｍｅｐｏｒｔ ｇｏｖ ｃｎ ／ ｙｑ ／ ａｒｔ＿
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ｉｄ ＝ ８５２ｅ５１ｃ２ － ７２３ａ － ４１３ａ － ８ａｆｂ － ｆ２ｂ８１ａ６１０３ｅ１，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前 ４ 月湖北省进口个人邮包同比增长三倍， 化妆品保健品推涨 “海淘热”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ｐｏｒｔａｌ１０７ ／ ｔａｂ６２２０１ ／ ｉｎｆｏ７０８１７１ ｈｔｍ，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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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受监管的网购行为

近年来， 国家海关为扫除 “灰色地带”、 提高海关的监管力度， 于 ２０１２

年开始了海关监管平台与国内外大型 Ｂ２Ｃ 网站的对接工作， 以搜集相关交易

数据， 便于海关进行数据审核和关税征收。 天猫国际是典型的受监管的第三方

Ｂ２Ｃ 类跨境网络贸易平台。 这是浙江首个试行海关 “直购进口” 监管模式的

电子商务平台。 它通过与海关合作， 将自己的信息数据库与海关监管信息平台

进行对接， 当天猫国际的海外卖家将商品销售给国内消费者时， 必须为消费者

垫付行邮税， 同时， 也必须在国内建立退换货网点， 为国内消费者提供购物

保障。

从以上 ４ 种类型可以看出， 跨境电子商务 Ｂ２Ｃ 模式， 不仅可以使贸易往

来获得与 Ｂ２Ｂ 模式相同的便捷、 快速、 不受时间和地点约束等优势， 而且能

够使企业有效降低搜索消费者的成本， 并且根据实际需求为产品实行动态定

价。 对于消费者而言， 非居间化 （即生产商与最终消费者不通过批发商或零

售商而进行的直接联系） 的状态使商品价格和成本更加透明， 消费者可以准

确、 快速地查找到全球价格最低的销售商， 并确定最佳的送货方式。 因此， 近

几年来 Ｂ２Ｃ 跨境电子商务发展非常快速。 但是， 由于 Ｂ２Ｃ 跨境电子商务属于

通过网络开展的小额贸易活动， 通常利用 Ｐａｙｐａｌ 等第三方支付工具完成支付，

以小包邮件形式进出海关， 在交易形式、 物流运输、 支付和结算等方面都与传

统贸易方式有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的相应配套制度， 特别是对这类商业模式进

口环节的监管制度尚不完善。 因此， 针对其出口的报关、 通关、 退税结汇， 进

口的关税征收等环节， 海关及相关部门需要创新监管体制， 完善中国跨境贸易

的监管体系。

（三）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对企业对消费者”模式（B2B2C）

Ｂ２Ｂ２Ｃ 是 Ｂ２Ｃ 模式的延伸形式， 它是 Ｂ２Ｃ 类型的企业在海外注册公司并

建立海外仓库①， 将商品大批量储存在海外仓库中， 当收到国外消费者下单订

７１３

① 海外仓储服务， 即由网络外贸交易平台、 物流服务商独立或共同为卖家在销售目的地提供

货品仓储、 分拣、 包装、 派送 “一站式” 控制与管理服务。 卖家将货物存储到当地仓库，
当买家有需求时， 能够快速响应， 及时配送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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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的商品后， 将商品直接从仓库递送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种商务模式。 它能够有

效解决 Ｂ２Ｃ 模式中海外消费者等待期长、 商品退换周期久等问题， 增强国内

商家与海外当地电子商务经销商竞争的实力。 另外， 据 ｅＢａｙ 统计， 对于同类

商品而言， 买家对当地发货的商品能够承受 ２０％ 左右的价格涨幅， 因此， 建

立海外仓库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销售利润额。

目前， 不仅大型 Ｂ２Ｃ 企业和 Ｂ２Ｃ 交易平台建立了海外仓储， 而且一些大

型第三方物流企业， 如三态速递、 出口易和 ４Ｐｘ 等也在海外建立了仓库。 以三

态速递为例， 国内商家先将货物存储在三态速递的英国海外仓库， 当英国及欧

洲的消费者在网上下单之后， 三态速递对选购的货物进行分拣、 包装和递送，

消费者收到商品并确认无误后完成支付。 仓库在地理位置上的配送便利大大缩

短了商家的物流配送时间。 此外， 三态速递的货物在运往英国海外仓储时， 价

值在 １３５ 英镑以下的货物无须缴纳关税， 商品从英国运送到其他欧洲国家时也

不需要进行二次报关， 有效缩减了清关所需时间， 不仅确保了商品安全、 准确

及低成本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而且提高了跨境电子商务在零售领域的竞争力。

目前， 中国政府为促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推出建立 “保税仓库” 等

举措， 即把进出口货物暂时放置在海关保税区内， 在保税区内停留的货物暂时

免交关税和增值税等， 在货物运出保税区时按照流向考虑是否向其征收税款。

如果货物通过我国关境运往第三方国家， 则免交关税和增值税等税收； 如果货

物进口入境， 则按照国内有关税收标准全额征收关税和增值税等税收。 将货物

保存在保税区内， 不仅储存方便， 可省去海关和商检的大量手续， 而且使以家

居园艺类产品和汽配类产品为代表的超大、 超重的跨境零售成为可能。 因此，

很多海外网络零售平台在中国的保税区建立了海外仓库。

（四）跨境电子商务的消费者对消费者模式（C2C）

Ｃ２Ｃ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是消费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的

商务模式。 这种模式下交易双方需要依托一个独立第三方网络平台建立交易关

系， 或通过海外代购的形式由个人将商品通过自带或邮寄的方式入境销售。

1 C2C 第三方网络平台

ｅＢａｙ ｃｏｍ 网站是一个典型的提供相互交易服务的第三方 Ｃ２Ｃ 网站。 ｅＢａｙ

创建于 １９９５ 年 ９ 月， 业务范围已经覆盖美国、 英国、 法国、 澳大利亚等 ３８ 个

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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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 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Ｃ２Ｃ 和 Ｂ２Ｃ 综合交易平台。 其在 Ｃ２Ｃ 领域出

售的商品品种繁多， 物品分类超过数千种， 从纪念卡、 古董、 玩偶和家用器皿

等收藏品到二手车、 服装、 书籍、 音像制品及电子产品， 只要是不违反法律或

是在 ｅＢａｙ 的禁止贩售清单之外的实物商品、 虚拟商品和服务都可以在 ｅＢａｙ 上

交易。 ｅＢａｙ 建立了一个庞大的、 全球规模的全天 ２４ 小时运营的个人对个人参

与的网络市场。

2 海外代购

海外代购是指具有海外采购能力或跨境贸易能力的商家或个人， 收到订单

后， 采购商品并将其直邮或亲自带回国内的一种电子商务模式。 该模式通常依

托 Ｃ２Ｃ 网络平台和朋友圈两种形式， 也是较常见的一种跨境电子商务行为。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 我国 ２０１３ 年海外代购交易额达 ７６７ 亿

元， 比 ２０１３ 年的 ４８３ 亿元增长了 ５８ ８％ （见图 ３）。 其中， 海外代购较多的商

品种类分别是服装、 饰品和箱包 （４３％ ）， 化妆品和个人护理品 （４１％ ） 和母

婴用品 （３０％ ）①。

海外代购模式源于海关对旅客携带免税商品的规定。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令第 ５８ 号文件 《对中国籍旅客进出境行李物品的管理规定》， 凡是入境的中

国籍旅客遵循 《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 携带规定限量范围内的征税物

品或免税物品， 海关准予放行。 例如， 《中国籍旅客带进物品限量表》 规定

凡是购买衣料、 衣着、 鞋、 帽、 工艺美术品等物品的旅客， 购买量在合理自

用范围内的给予免税， 其中价格在 ８００ 元以上、 １０００ 元以下的物品限带 １

件。 进出境管理规定向带入境的商品提供了较为宽泛的免税空间， 部分个人

利用税额差价代购获利。 因此， 个人海外代购行为具有 “逃避关税” 的色

彩， 也被认为处于 “灰色地带”。

利用 Ｃ２Ｃ 模式进行跨境销售时， 由于买卖双方的身份都是个人， 而且

Ｃ２Ｃ 交易涉及的商品数量小、 单价相对较低， 对进出境邮包监管的难度加大。

此外， 通常小额跨境电子商务行为只受到消费者本国法律和相应消费者保护法

的保护， 如何有效解决跨境小额交易所产生的贸易纠纷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９１３

①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 ３２％ 的中国受访者有过网上海外代购经历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１００ｅｃ ｃｎ ／ ｄｅｔａｉｌ － ６１９９４６１ ｈｔｍｌ，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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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中国海外代购市场交易规模

资料来源： 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２０１３ 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监测报告》，
２０１４。

（五）其他模式

除以上常见的几种模式之外， 还有 Ｍ２Ｃ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模式

和移动电子商务模式等。 Ｍ２Ｃ 模式是指工厂绕过传统批发及零售商， 将生产

出的商品直接销售至海外的一种商业新模式。 中国大部分工厂都通过以上提及

的自建网站或者是第三方网络交易平台将产品销往境外。

移动电子商务模式也是近几年出现的商务新形式， 即利用手机、 平板等无

线终端进行 Ｂ２Ｂ 或 Ｂ２Ｃ 等电子商务活动。 据统计， 目前欧洲 １００％的高渗透移

动电话使用率导致 ５ ５％的电子商务交易是通过移动设备进行的①， 并且随着

平板电脑等多种移动设备的普及， 这一数字在将来还会大幅提高。 同时， 通过

移动设备进行购物提高了对电子银行和电子支付方式的使用程度， 促进了移动

支付方式的不断完善， 一定程度上给消费者购物带来了便利。 在我国， 采用移

动电子商务模式的平台有跨境购， 它是 ２０１４ 年由重庆海关、 重庆市外经贸委

和中国移动重庆公司联合开发推出的手机购物平台， 在对接海关通关系统的基

础上， 整合了多个网络购物平台资源， 使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直接下单购买

０２３

① 《２０１３ 年 全 球 跨 境 电 子 商 务 报 告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ｌｉｎｋ？ ｕｒｌ ＝ ６ｖｍＴＨ －
４８ｕＫｃＱＩＨＩｄｖ３ｂＢｔｚＳｎ５９８ｌｑＧ９ｒｇ０＿ ＣＧｉｘＢｓｔ６９ｗ３ＳｅｐＵｕＵＫｄＮＥｉＤｐＫｑｌｖＲ，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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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物美价廉的进口商品。 跨境购的使用标志着具有官方背景的跨境电子商务正

式步入移动互联时代。 随着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通过移动设备，

利用碎片时间随时随地地进行网购， 为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产业带来更多的机

会。

三　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模式及其制度建设

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的大规模贸易对传统的贸易管理制度带来了挑战， 正在

促使贸易模式、 管理体制和机制发生变革。 因此， 建立和完善网络贸易管理制

度具有重要意义。 为推进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改革

措施。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国务院颁发 《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 调结构的若干意

见》， ８ 月转发 《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

意见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国务院发布 《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若干意见》，

着重提到为增强外贸企业竞争力需加快国际展会、 电子商务、 内外贸结合商品

市场等贸易平台建设。

中国海关总署从 ２０１３ 年起陆续批准上海、 广州、 重庆、 郑州、 杭州、 宁

波和深圳 ７ 个城市成为 “跨境电子商务试点” 城市。 ２０１４ 年发布 ５６ 号文件，

即 《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 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并在

５７ 号文件中增设跨境电商监管代码， 对跨境电子商务有关事宜进一步具体

化。

通过网络开展的大宗贸易活动， 进出关的货物量大、 回避检查难度大， 都

正规履行海关的通关手续。 通过网络开展的小额贸易活动， 通常利用第三方支

付工具完成支付， 以小包邮件形式出入海关， 在贸易交易流程、 物流运输、 支

付和结算等方面都与传统贸易方式存在比较大的差别， 在报关、 通关和检验等

环节的规定还有待补充和完善。 因此， 在小额网络贸易领域值得研究的问题很

多。 本报告重点就中小微企业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及其关税征收等环节开展深入

的探讨。

（一）跨境电子商务通关监管新模式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发布了 《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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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试点专项的通知》， 探索适合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模式。 随后， 海关

提出了一般出口、 保税出口、 直购进口和保税进口 ４ 种跨境电子商务海关监管

新模式， 并进行试点。 各城市海关在一定职权范围内， 根据管辖地区不同的特

点使用不同的监管措施， 尝试性地探索适合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监管制度。 其

中， 上海海关试行直购进口模式、 保税进口模式和一般出口模式， 宁波海关试

行保税进口和一般出口两种模式， 杭州海关试行与上海一样的三种模式， 郑州

海关试行直购进口及保税进口两种模式， 重庆和广州的海关全面试行 ４ 种模

式。 随着跨境电子商务监管模式试行工作的顺利展开， 国家海关总署又陆续将

深圳、 长沙、 青岛、 银川等 １５ 个城市纳入试点范围， 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

下边介绍上述 ４ 种监管新模式的具体监管过程和运行方式。

1 一般出口

一般出口模式是指中国海关依托口岸监管部门实行无纸化通关和分类通关

政策， 通过快递和邮件方式， 使跨境电子商务企业能够低成本地通关、 结汇和

退税。 其特点是以 “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 方式实施监管服务， 解决以快件

或邮件方式通关过程中的 “结汇及出口退税” 难题。 具体步骤为： 由海关跨

境电子商务服务平台收集订单信息、 运单信息和支付信息； 将信息传输至海

关， 由其根据电子清单进行数据核对； 审核通过后， 商品经清单单证放行和分

拣查验等步骤后离境； 电子商务企业以月为单位将商品清单汇总形成出口货物

报关单， 向海关申请并集中申报， 海关按照一般出口货物的相关规定对其进行

监管， 并履行结汇及退税手续。

一般出口模式有效地保证了企业出口商品的时效性， 而且便捷通关充分降

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 为跨境电子商务出口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空间。 下

面以一般出口模式在广东邮政系统试行情况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在一般出口模式试行以前， 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在出口商品时只能以邮包形

式办理通关手续， 由于无法获得报关单等单证， 从而无法办理传统贸易出口中

企业可以获利的退税和结汇手续， 由此引发的经济损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跨

境电子商务的顺利发展。 由此， 广州海关从经销商主要通过邮政系统寄递商品

的实际情况出发， 提出了 “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 的通关新模式， 即海关只

需针对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交的商品电子清单进行快速审核并放行， 商品出境

后， 企业可以定期将商品电子清单进行汇总并形成出口货物报关单， 办理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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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结汇手续。 同时， 广州海关要求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必须在海关备案或

只能在经海关审核的网络平台上经营。 另外， 在商品托运和进行支付时， 必须

委托已在海关备案的物流企业和支付企业进行， 订单、 运单和支付三单信息核

对一致后， 才能生成向海关报送的清单。 据统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 ８ 月 １０ 日，

广东省邮政系统已申报出境电子清单 ５８０ 万票， 汇总成报关单 ３００ 多份， 货物

总值为 ２ ８ 亿元， 占同期广东省外贸出口总值 （２ ４ 万亿元） 的 ０ ０１１７％ 。

2 保税出口

保税出口又被称为特殊区域出口， 是指电子商务企业或第三方电子商务平

台将整批货物按照一般贸易方式进行报关、 实现退税， 并将货物存放在海关的

保税区内， 在境外消费者下订单后， 商品通过 “清单核放” 的形式出关离境，

出口企业定期把已放行清单归并形成一般贸易报关单， 办理结汇手续， 海关将

其纳入贸易统计的一种通关新模式。

保税出口模式的关键是通关退税的有效解决。 为配合海关的工作、 促进跨

境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发布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的通知》 （以下简称 《通知》）， 说明了

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的适用主体、 适用条件、 出口退税、 免税的办

理流程以及注意事项。 其中， 对于适用主体， 《通知》 将电子商务出口企业的

资质范围进行了扩大， 从企业必须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并已取得向主管税务

机关办理出口退 （免） 税的资格范围扩大为企业只需办理税务登记、 出口货

物取得海关签发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即可； 同时规定 “通过灰色渠道出关的跨

境商品” 不能享受退税政策。 基于以上规定，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深圳海关办理了中

国首单跨境出口业务， 电子商务企业———兰亭集势的出口商品从申报、 审批到

退税仅用了 １０ 个工作日， 实现了保税出口模式中快速退税的目标， 进一步促

进了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3 直购进口

直购进口是指所购买商品以个人物品方式入境的一种通关新模式， 要求消

费者在支付货款等费用时必须同时缴纳行邮税。 采用直购进口模式的入关商品

多是单价高、 重量轻并涉及国检管制的商品， 如保健品、 药品或化妆品等。 下

面以上海海关试行的跨境通网络服务平台 （ｗｗｗ ｋｕａｊｉｎｇｔｏｎｇ ｃｏｍ） 为例进行

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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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通网络服务平台是以直购进口模式为基础的试行平台， 从消费者角

度看， 它是一个导购型平台， 消费者登录平台选购商品时将被引导至国外商

家自己的网站上， 国外商家都是经海关审核、 备案后入驻交易平台的， 消费

者选好商品后， 需在支付平台进行实名注册和认证， 并交纳货款及行邮税等

费用， 最后， 消费者在收到商品时， 也会在电子邮箱中收到所购商品的电子

税单。

从商家角度看， 商品通过海关进口时， 需以一般贸易方式向海关及检验检

疫部门进行申报， 海关按个人物品性质征收行邮税， 检验检疫按照有关要求进

行检验监管。 如果海关实际征收的关税与消费者预缴纳的税金有差异， 差额部

分由国外商家承担。 另外， 入驻平台的企业必须在中国拥有代理企业， 以使消

费者通过代理企业得到必要的售后服务。

4 保税进口

保税进口又被称为网购保税进口模式， 它是面向国内消费者开展的跨境零

售业务， 试点的商品是个人生活用品， 特别是热销的日常用品， 如奶粉、 平板

电脑和保健品等。 参与试点的电子商务企业必须符合已在境内注册、 已在海关

备案， 能与海关等管理部门的信息系统互联互通等资质要求。 具体监管方式

是： 网购商品从境外进入海关保税区时， 按照 “整批入区、 单件出区” 的原

则， 即单件商品以个人物品名义出区， 实施海关单项统计。 当在对商品进行关

税缴纳时， 以 “个人自用、 数量合理” 为原则， 根据物品的具体数量及金额

确定应缴纳的行邮税或货物税。 物品的具体数量及金额的确定参照海关总署的

有关要求， 凡超过 １０００ 元人民币限值的物品须按照货物的相关规定办理通关

手续， 缴纳相应关税； 单次购买物品， 虽超出 １０００ 元的限值， 但仅有一件且

不可分割的情况除外。 经海关审核物品确属个人自用的， 可以参照个人物品相

关规定办理通关手续， 缴纳行邮税。

此外， 在计征税款时， 以商品清单的购买价格为完税价格， 凡按照行邮税

税率计算进口税额在人民币 ５０ 元 （含 ５０ 元） 以下的物品， 海关予以免征①。

４２３

① 海关总署发布的 《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有关问题的通知》、
《关于调整进出境个人邮递物品管理措施有关事宜》 （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３ 号公告） 对此进行了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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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一段时间的试行发现， 采取保税进口模式入关的商品多是单价较低、 重量较

高的商品， 如饮料和奶制品等。 下面以宁波海关打造的跨境购网络平台为例进

行说明。

宁波跨境购平台的实质是一个辅助性的通关技术平台， 而非交易性平台，

帮助消费者实名注册， 协助海关和国检部门累计个人进口额度等。 其具体操作

过程为： 当消费者购买进口商品时， 首先， 需按要求在跨境购平台上注册个人

姓名和身份证等真实信息， 然后， 从试点企业自建的网站上下订单， 也可以从

基于第三方网络平台 （注册） 的试行商铺下单， 试点企业或商铺会将订单信

息发送给跨境购平台， 这样跨境购平台就可以根据个人身份、 订单信息和累计

购买进口商品的总金额， 检验消费者跨境商品的购买活动是否符合 “个人自

用、 数量合理” 原则。

根据海关总署 ２０１０ 年第 ４３ 号公告规定， 中国居民每人每年购买进口商品

总额不得超过 ２ 万元人民币， 超过后将不能继续购买。 对累计未超出 ２ 万元人

民币的商品缴纳行邮税， 对超出 ２ 万元人民币的商品缴纳相应的关税及增值

税。 因此， 试行企业及商铺出售的商品从海外购进后， 被整批储存在宁波保税

区内， 消费者下单并向企业或商铺支付货款和关税后， 企业或商铺会将订单汇

总， 定期向海关缴纳关税。 跨境购网络平台不仅为消费者省去了前往海关缴税

的繁杂手续、 提供了随时查询电子税单的便利， 而且也为海关提供了一个能够

有效开展跨境电子商务商品进口监管的平台。

（二）跨境电子商务监管制度建设

1 全国统一的通关信息平台建设

以上 ４ 种通关模式均依托各试点海关所采用的信息平台， 实现了电子商务

订单、 物流信息和支付信息等数据的对接和核实， 三方数据的相互核实不仅能

够杜绝高价低报的逃税和漏税现象， 而且能够系统地收集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

数据， 填补中国官方在跨境电子商务领域无完整统计数据的空白。 同时， 信息

平台及全程无纸化通关的管理方式， 也提高了跨境电子商务交易中涉及的电子

交易、 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和办理退税各环节的工作效率。

在集成各海关试行信息系统的基础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 日， 海关总署推出

了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统一版通关系统， 并率先在广东东莞启用。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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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出旨在配合海关实施 ２０１４ 年 ６５ 号文件、 ６６ 号文件和 ６９ 号文件①， 对跨

境电子商务出口进行规范管理， 避免重复建设， 加速全国各口岸无纸化通关的

进程。

2 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的管理规定

在总结跨境电子商务试行通关经验的基础上， 海关总署在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６ 号

文件中首先明确了能够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的资质， 指出电子商务企业或商

家须在海关认可的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跨境进出口交易； 其次， 针对跨境电子

商务， 明确提出了货物和物品两个概念， 并对其采用不同的监管方式； 再次，

要求电子商务企业针对过境货物和物品填写相应清单， 清单按月汇总， 形成

“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 一次报关” 的通关模式， 并将跨境电子商务货物进出

口纳入一般贸易体系中。

此外， 海关总署在 ２０１４ 年的 ５７ 号文件增设跨境电商监管代码中， 提出

１２１０ 代码， 即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与其在 １２ 号文件中提出的 ９６１０ 代码，

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加以区别， 并指出在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之外

的进出口商品不适应此代码。

（三）广东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模式试点

广东省政府于 ２０１２ 年提出了 《广东省电子商务 “十二五” 发展规

划》 和 《关于加快发展电子商务的意见》 ， 积极扶持广东电子商务业态的

发展。 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广州成为继上海、 重庆、 杭州、 宁波、 郑州之后的

第六个跨境电商试点城市之后， 广州海关就开始着手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平

台。 随即， 黄埔海关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出台了 《黄埔海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

服务试点实施方案》 。 在方案中， 黄埔海关以国家海关总署提出的 ４ 种通

关新模式为基础， 尝试性地提出了 ８ 种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模式， 具体的通

关模式如下。

６２３

① 中国海关总署关于电子商务业务管理的文件： 《关于开展长江经济带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

革》 （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５ 号公告）、 《关于开展广东地区海关区域通关一体化改革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６６ 号公告）、 《通关作业无纸化报关单证电子扫描或转换文件格式标准》 （２０１４ 年第６９
号公告）、 《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 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第 ５６
号公告），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ｖ ｃｎ ／ ｐｕｂｌｉｓｈ ／ ｐｏｒｔａｌ１０６ ／ ｔａｂ６５０４８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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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工贸易企业园区直销出口模式

加工贸易企业园区直销出口模式是指加工贸易企业的制成品通过保税区的

电子商务平台直销出口。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加工贸易合同项下的产品报关存入

保税区后， 在享有入区结汇和退税等优惠政策的前提下， 产品可以出售给海外

的个人消费者及企业； 海外消费者和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订购商品时采用不

同的出关方式： 消费者订购的货品从保税区凭商品清单核放出口， 定期汇总报

关， 国外企业订购时， 产品从保税区拼箱报关出口。

2 加工贸易企业园区内销进口模式

加工贸易企业园区内销进口模式是指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将制成品通过海

关保税区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内销进口。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加工贸易合同项下

的产品报关存入保税区后， 享有入区结汇、 退税等优惠政策； 国内消费者和企

业通过电商平台订购产品时须缴纳不同的关税： 当消费者订购时， 产品从保税

区凭商品清单核放进口， 销售企业定期汇总报关， 由销售企业代缴行邮税； 当

国内企业订购时， 产品从保税区报关进口， 由国内进口企业缴纳货物税。 内销

进口模式在根据买方身份对应缴关税加以区别时， 有效解决了加工贸易合同到

期核销的问题。

3 加工贸易企业电商平台内销模式

加工贸易企业电商平台内销模式是指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将制成品通过园

区外的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内销进口。 其具体的试点业务模式是 Ｂ２Ｂ２Ｂ 保税进

口业务模式， 即加工贸易企业的产品通过园区外的电子商务平台内销， 电子商

务平台实时将加工贸易企业的内销订单数据传输给海关等监管部门， 经海关等

监管部门审核通过后， 加工贸易企业直接从工厂发货给国内企业， 并定期按照

内销集中申报的有关规定， 向海关办理内销货物集中申报手续， 缴纳货物税。

4 小微企业电商平台一般出口模式

小微企业电商平台一般出口模式是指关区内小微加工企业的产品通过保税

区的电子商务平台销往国外。 其具体的试点业务模式是 “Ｍ２Ｂ２Ｂ 保税出口”。

即关区内没有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的小微企业， 可以通过关区内的电子商务服务

平台委托拥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外贸综合企业报关， 解决小微企业出口结汇问

题。 小微企业享受 “免征不退” 的退税政策。 同时， 园区内的电子商务平台

将国外企业下的订单传输给 “黄埔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系统”， 外贸综合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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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企业在园区内对产品进行拼箱， 然后再通过 “黄埔海关跨境电子商务管理

系统” 调用订单， 汇总形成向海关申报的拼箱清单和出口报关。

5 电商企业零售出口快件模式

电商企业零售出口快件模式是指国内电商企业采用快件方式零售出口。 其

试点的业务模式是 “Ｂ２Ｃ 零售快件出口”， 即海关将快件监管中心作为监管

区， 采用 “清单核放 ＋汇总申报” 的方式进行监管。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电子

商务企业凭商品清单向快件监管中心申报快件出口， 海关根据商品清单审核放

行。 此外， 电子商务企业可以将商品清单汇总， 定期向属地海关申报取得报关

单证明联以办理相关的退税和结汇手续。

6 电商企业零售出口邮件模式

电商企业零售出口邮件模式是指国内电商企业采用邮件方式零售出口。 其

试点的业务模式是 “Ｂ２Ｃ 零售邮件出口”， 即海关将国际邮件交换中心作为监

管区， 在通关监管方面采用 “清单核放 ＋ 汇总申报” 方式， 具体的操作流程

是从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凭商品清单向国际邮件交换中心申报邮件出口， 海关

根据商品清单审核放行； 电子商务企业可以将商品清单汇总， 定期向属地海关

申报取得报关单证联以办理相关的退税和结汇手续。

7 电商企业保税出口分销模式

电商企业保税出口分销模式试点的业务模式是 “Ｍ２Ｂ２Ｃ 保税出口”， 即海

关依托保税区， 对出口商品采用整进、 散出和集中报关的方式进行监管。 具体

的操作过程是电子商务企业将出口商品整批申报存入保税区的仓库内， 商品享

受入区退税的优惠政策， 当国外消费者个人购买商品时， 海关凭出区商品清单

核放出口， 电子商务企业需定期归并商品清单向海关申报， 凭报关单证明办理

退税和结汇手续。

8 电商企业保税进口分销模式

电商企业保税进口分销模式试点的业务模式是 “Ｍ２Ｂ２Ｃ 保税进口”， 即海

关依托保税区， 根据企业、 品种、 金额和数量对进口商品进行限制， 并采用整

进、 散出和集中报关的方式进行监管。 具体的操作过程是电子商务企业将进口

商品整批申报并存入保税区的仓库内， 当国内消费者个人购买商品时， 商品凭

出区商品清单核放进口， 由电子商务企业垫付行邮税； 电子商务企业定期归并

出区商品清单向海关申报， 海关凭报关单证明办理退税和结汇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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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问题

（一）跨境电子商务进出口统计数据不完整

　 　 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商品单件价值小、 品种数量多、 交易频度高和关联方多

等特点， 并且通过电子商务形式购买的商品多以小件邮包形式出入海关， 也有

一些商品以个人物品和样品形式出关， 难以准确统计跨境小额贸易的具体规

模， 而且国内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主要通过众多网络平台进行。 这给中国官方统

计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特别是海关等机构以往未对跨境电子商务给予足够

的重视， 导致海关无法有效统计跨境电子商务的进出口数据。 目前， 中国的跨

境电子商务统计数据多来自大型第三方支付机构、 第三方电子商务交易平台或

各类研究机构。 为改变这一局面，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中国商务部出台 《关于实施

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通知》， 在 ６ 项具体扶持措施中，

着重提出建立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海关监管新型模式并进行专项统计， 以解决目

前海关无法准确统计跨境网络零售出口额及进口额的问题。 随即，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海关总署发布具体的实施文件， 即 《关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进出境货物、

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 要求从事电子商务经营的企业或个人、 电子支付

和物流企业须在电子商务货物和物品申报进出境前， 向海关提交具体的订单、

物流和支付等信息， 以便海关进行统计。 统计数据估计能够包括通过海关平台

出入关境的商品， 但通过海淘及代购形式出入境的商品则很难被纳入统计范

围， 该问题需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二）现有的关税制度未涵盖跨境电子商务领域

中国现有的关税征收规定已不能适应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目前中国

海关税收征管法规是建立在传统国际贸易基础之上， 严格按照 《海关法》 规

定实施的。 其中， 《海关法》 第 ５３ 条规定： “准许进出口货物、 进出境物品，

由海关依法征收关税”， 但并未涵盖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兴贸易业态， 更未上

升到法律层面， 海关只是在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发布的 《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

税收政策的通知》 中公布了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税收政策， 以及该政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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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主体、 适用增值税， 消费税退 （免） 税政策的符合条件， 出口退 （免）

税、 免税的办理流程以及注意事项。

（三）中国现行的关税征管规定与跨境电子商务发展不匹配

根据中国海关征税管理规定， 入境邮包分为自用物品和商业货品两种性

质， 根据性质不同需缴纳不同额度的关税。 在跨境电子商务小额贸易领域， 大

部分商品以小件邮包形式进入国内， 邮包性质较难区别， 给现行的关税征管带

来了一定的难度。

1 物品与货物较难区别

根据 《海关法》 规定， 中国海关视物品和货物为不同的监管对象， 使用

不同的通关手续及管理办法。 从本身属性来看， 跨境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是具有

交易性质的小件货物， 按照海关规定， 所有货物通关都需要办理通关手续并缴

纳相应的关税。 但是， 由于货物及物品的关税税率差异较大， 从事跨境电子商

务的经营者将货物化整为零， 分割成小批量甚至单件物品经由邮政系统或物流

公司进入海关， 从而将货物的性质转换成物品， 逃避通关手续与海关检查。

2 货物与货样较难区别

货样是指专供订货方参考的货物样品。 中国海关规定， 对进口无商业价值

的货样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代征税， 对普通货物类快件征收关税和增值税。 通

过跨境电子商务方式购买的商品并非货样， 但销售方往往利用货样的免税政

策， 将具有贸易性质的货物拆单分报、 分散邮递入关， 逃避纳税义务， 导致大

量的跨境网购商品以免税货样的名义涌向快递或快件监管渠道， 加大了中国海

关的征管难度。

（四）容易引发网购进口商品与传统销售渠道商品的价格冲突

由于货物与物品的赋税水平差异较大， 跨境网购商品入境时， 大部分是以

小包邮件的方式进入国内的， 按照规定应对邮递物品或物品类快件征收行邮

税， 由于行邮税的税率明显低于货品税率， 在海淘模式中， 有经销商采取此种

方法绕开国家的海关监管及关税征收。 为鼓励跨境电子商务的规范化发展及有

效地开展监管工作， 中国海关总署于 ２０１２ 年开始在部分城市试行直购进口和

保税进口两种海关监管新模式， 新模式提出不论是以直购方式进口还是通过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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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区进口的商品， 凡是以个人物品方式向海关跨境贸易电子商务通关管理平台

申报的， 只需缴纳行邮税。 试行的政策虽然可以在短时期内有效推动跨境电子

商务的发展并有利于海关信息监管工作的开展， 但在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规定

的物品行邮税率为 １０％ ， 通过大宗货物方式进口并将通过传统销售渠道销售

的商品需缴纳 ６％ ～３２％的关税及 １７％的增值税， 两种税收之间的巨大差异直

接导致网购商品与传统渠道销售商品价格的巨大差异， 进而导致跨境电子商务

进口商品与传统销售渠道商品冲突的发生。 因此， 该矛盾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和研究。

五　中国电子商务监管对策：来自英美等国的

　　经验及启示

（一）制定相关跨境电子商务关税法规

美国于 １９９６ 年发表 《全球电子商务选择性的税收政策》 报告， 引发了有

关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制定问题的讨论。 目前， 美国海关法中明确规定美国境

内居民从网络上购买自用商品时， 必须履行清关手续及缴纳相应关税。 欧盟于

１９９８ 年发表 《关于保护增值税收入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 报告， 认为针对电

子商务征收增值税并不会影响其发展， 因此， 欧盟法案规定居民购买来自欧盟

内部的商品时， 只需缴纳增值税， 购买欧盟以外其他国家的商品时， 必须缴纳

相应的关税及增值税。 中国可以借鉴美国及欧盟法案， 在遵循电子商务贸易与

传统贸易同等对待的 ＷＴＯ 原则下， 修订 《海关法》， 增加针对跨境电子商务

的相关关税条款， 明确跨境电子商务的贸易属性和监管要求。

（二）细化针对电子商务商品的贸易监管制度

目前， 美国海关法规定美国境内居民在购买海外商品时， 必须履行报关手

续和缴纳相应的关税， 其中， 低于 ２００ 美金的快件和低于 １００ 美金的个人邮品

可以享受免税待遇， 但超出的部分需按不同的商品类别、 价格和原产国缴纳相

应的关税。 同时， 也针对入境货样进行了规定， 明确指出货样上必须使用样品

标记或经打孔等， 在价值低于 １ 美元后才能免税进关， 以减少或杜绝以进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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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为逃避关税的现象。

与美国相比， 欧盟针对跨境电子商务的税收法规更为严格及详尽。 以欧盟

组织及欧盟组织中的英国海关监管制度为例进行说明。 英国海关法规明确提出

网购邮寄商品及邮寄礼品两个概念， 并将关税及增值税的征收分为企业购买境

外企业商品、 个人购买境外商品及个人邮寄礼品 ３ 种情况。 规定英国境内企业

购买欧盟以外企业邮寄商品时， 商品总价高于 １８ 英镑的部分需根据来源国缴

纳相应的关税及增值税， 邮局代海关进行征收①； 境内居民购买欧盟内部国家

商品时， 无须交纳关税， 但商品总价高于 １５ 英镑时必须根据来源国及商品品

类缴纳相应增值税； 购买欧盟以外国家的商品时， 若商品总价高于 １３５ 英镑需

根据来源国缴纳相应关税， 商品总价高于 １５ 英镑的部分需缴纳增值税。 英国

境内居民接受欧盟亲友礼品邮包时， 无须交纳关税， 但高于 ３６ 英镑的部分需

缴纳增值税， 接受欧盟外的礼品邮包时， 除需缴纳增值税外， 当礼品总价为

９ ～６３０ 英镑时， 按 ２ ５％的统一税率缴纳关税， 高于 ６３０ 英镑时， 根据来源国

不同缴纳相应关税。 同时， 英国海关明确了邮寄礼品的概念界定， 礼品必须是

从英国境外邮寄至英国境内， 不能频繁发生的、 没有支付痕迹的、 完成个人清

关申报手续的个人自用物品。 并且境内居民接收境外邮包货品或接受境外礼品

前， 需保证邮寄方正确及详尽地填写报关单中涉及的各种信息， 若协助伪造虚

假信息， 则须承担法律责任。 在英国海关法的监督下， 个人行为从道德层面上

升到了法律层面。 英国海关对商品及礼品严格的监管规定， 在很大程度上杜绝

了在跨境电子商务中以礼品方式逃税的现象。

中国海关应高度关注跨境邮包的关税征收监管问题， 重视网络贸易利用个

人物品、 货物和货样等之间的商品税率差异进行逃税的现象， 进一步细化中国

现有针对电子商务商品的贸易监管制度。

（三）建立电子商务企业备案体制

通过 Ｂ２Ｂ、 Ｂ２Ｃ 和 Ｃ２Ｃ 模式开展的跨境电子商务涉及针对企业和个人的

监管， 实现有效监管的关键在于掌握企业信息、 个人信息及相关的跨境交易信

息。 目前， 中国的实体经营企业都需要在国家工商局或地方各级工商局就企业

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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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法人、 经营范围以及注册资金等信息进行审批与登记， 并实行每年一次

的年审制度， 以便国家对企业的经营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 对于开展跨境电子

商务的企业，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规定在我国凡是从事经营性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企业必须取得国家许可， 未取得许可的， 不得从事互联网信息服

务， 同时要求网站的开办主体 （公司或是个人） 和网站的接入服务商即网站

的服务器都要在中国大陆境内。 因此， 部分从事跨境电子商务的企业租用香港

或美国的服务器， 利用两地网站不需要许可和备案的便利以及互联网无国界的

特点从事外贸经营活动， 绕开海关边境检查， 这为税收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

度。 因此， 中国急需建立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备案管理体制， 出台相应的跨境电

商企业注册与年审制度， 明确电子商务申报要求， 规范电商及物流企业的申报

行为， 引导企业诚信守法经营。 同时， 在实践领域加强与各国海关的沟通交流

与合作， 及时建立跨境电子商务的监管体系， 尽快弥补与完善跨境电子商务的

监管条例， 主动掌握企业及消费者动态， 防止税款流失， 实现真正的网络监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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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１５
后　记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中心的延续性年

度出版物， 保持 “蓝皮书” 的资讯特色， 坚持 “公正立场、 专家观点” 的宗

旨， 主要以专家和学者们关于广东外贸、 外资发展的各类研究报告为主， 既注

重理论分析又紧贴现实， 以当前问题为重点， 兼顾中长期问题研究， 目的是为

政府部门决策和企业发展战略选择提供参考依据。

近几年， 广东在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方面做出了努力， 取得了一定成

绩。 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最终落实到各个产业上。 产业发展是产业开放的基

础。 所以，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度的蓝皮书以研究广东产业贸易问题为中心， 经过招

标程序确定研究人员， 于 １２ 月底汇集了 １４ 项专题研究成果。 本书共分成 ４ 个

部分。

“总报告” 部分有 ２ 篇研究报告， 《广东外经贸形势分析报告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 由肖鹞飞和朱滨合作完成； 《广东出口产品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动

态比较分析》 由陈万灵、 黄浩迪和唐玉萍合作完成。

“工业制成品贸易专题” 汇集了 ４ 篇研究报告。 《广东机电产品出口竞争

力的问题与对策》 由陈和、 周琦、 周阳城合作完成， 《广东汽车产业贸易及其

支持产业发展的研究》 由李晓峰和宋亚奇执笔； 《低碳与反倾销约束下广东陶

瓷产业贸易转型升级动力机制》 由周四清、 郑巧淑和陈裕浩合作完成； 《广东

出口行业的碳排放测算及低碳化选择》 由周骏宇和何秋琴合作完成。

“初级产品贸易专题” 有 ５ 篇研究报告， 《人民币汇率、 劳动力成本与广

东谷物国际竞争力的关系研究》 由林勇和郭楚莹合作完成； 《广东水产品生产

和外贸发展态势研究》 由张庆霖执笔完成； 《天然橡胶供需走势及广东农垦

“走出去” 战略分析》 由吴红宇、 黄冠和刘贞平合作完成； 《中国农产品对外

贸易结构演变： １９８０ ～ ２０１２ 年》 由熊启泉和陈世礼合作完成。 《美国石油国际

需求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石油战略的启示》 由郑庆胜和陈万灵合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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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问题及理论专题” 有 ３ 篇研究报告， 《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贸易

条件变动趋势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由程伟帅和张捷合作完成； 《飞机产业贸

易： 一项外包失败的案例研究》 由袁欣执笔完成； 《中国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态

势及其监管探讨》 由冯然执笔完成。 最后由主编和副主编完成了文前中英文

摘要的撰写。

本书初稿形成后， 我们组成编委并进行了初步审稿。 编委由国际经贸研究

中心、 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 国际服务外包研究院、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国际

商贸中心重点研究基地等机构的专家构成， 他们对各篇报告和论文提出了宝贵

的修改意见， 使本书的研究成果得以完善。

本书研究还得到了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和学术委员的指导， 他们是

隋广军、 温思美、 吴军、 郑建荣、 肖振宇、 柴海涛、 于立新、 张捷、 黄静波、

陈磊、 丘杉、 熊启泉、 林勇、 肖鹞飞、 李铁立等， 张汉林、 黄建忠、 屠新泉等

专家学者也对本书给予了有力支持。 此外， 本书还得到 《国际经贸探索》 杂

志、 粤商研究所、 广州国际经贸中心研究基地等的支持。 我中心将继续聚集广

东乃至全国同行专家和学者， 坚持对广东开放型经济发展的跟踪研究， 不断以

创新的研究成果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

在此， 对上述提到的专家、 学者的热心参与和贡献以及相关机构的支持表

示衷心感谢！ 并欢迎关心广东外经贸发展的广大读者和各界人士提出宝贵意

见。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编委会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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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ｙｉｅｌｄｅｄ ａ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ａ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ｓ ｈａｖｅ ｅｎａｃｔ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ＣＰＣ Ｐａｒｔｙ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ｓｕｅｄ “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ｏ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２０１０〕 ７）；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ｔｏ “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ｈａｐｐ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 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ｗｅｌｆｔｈ ｆｉｖｅ⁃ｙｅａｒ ｐｌａ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ｉｍｅ ｔｏ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ａｔ ａｌｌ
ｌｅｖｅｌ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ｓｔｅｐ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ｉｓ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ｙｍｂｏ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ｐｉｃ ｏｆ ‘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Ｔｈａｔ ｉｓ， ｆｉｒｓｔ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ｉ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ｕｐ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ｋｅ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ｈｏｔ ｔｏｐ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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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ｎ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ｐｉｃｓ， ｎａｍｅｌｙ， “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 ．

Ｉｎ ｔｈｅ “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ｔ ｃｏｎｓ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ｗ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ｏｎｅ ｉｓ “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ｏｕｌ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ｗ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ａ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ｌｉｔｔｌ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ｂｅｉｎｇ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ａ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ｍｉｇｈｔ ｂｅ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ｕｒｏ ａｒｅａ；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ａｎｄ ｆｉｓｃａｌ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ｎ ａｒｄｕｏｕｓ ｔａｓｋ；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Ｊａｐａｎ ｗａｓ
ｎｏｔ ｃｌｅ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ｓ ｉｔ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ｆａｃｅｄ ｈａ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ｕｌｄ ｒｅｂｏｕｎ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ｂｅｉｎｇ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ｂｕ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ｉｒ ｌｅｖｅｌ ｉ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ｌｓ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ｏｕｌｄ ｂｅ ｉｎ ａ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ｎｅｗ ｅｎｇ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ｓｕ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５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ｗｉｌｌ ｂ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ｌａｘ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ｌｏｗ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ｗｉｌ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ｈｅｓｅ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ｈｉｎａ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ｗｏ⁃ｗａｙ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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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ａ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２０１４，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ｔｉｌｌ
ｋｅｐｔ ａｈｅａｄ ａｍｏｎｇ ａｌｌ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ｂｕｔ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ｔｒｅｎｄ ｗｅｎｔ 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ｓ ｇｏｏｄ；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ｏｄｓ ｈａ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ｓｍａｌｌ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ｍａｒｋｅｄｌｙ．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ｉｎ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ａｓ －１ ４％ ，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ｅｗ １ ５％ ， ｂｕｔ ｉｍｐｏｒｔ， － ５ ５％ ．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２０１５ ｗａ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ｗｉｌｌ ｂｅｃｏｍ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５％ ． Ｔｈｉ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ａｔ：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ａ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ｚｏ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ｉｔｉｍｅ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 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ｔｒｅｎｄ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ｍｏｒｅ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ｗｉｔｈ ＥＵ；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ｔｏ ａｄｊｕｓｔ ｉｔｓ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ｓ’ ．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ｓｔｏｍ ＨＳ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ｗ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ｉｎ ｎｅａｒｌｙ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ｔｗｏ ｓｈｏｃ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ｈａｋｅｎ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ｌ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ｖｏｌａｔ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ａｒｇ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ｌｙ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ａ ｈｉｇｈ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ｈａ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ａｓ ｕｎｓｔ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ａ ｓｌｏｗ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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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ａｕｓｅｄ 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ｒｏｓｅ，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８ ０２％ ｉｎ １９９７ ｔｏ ２ ８６％ ｉｎ ２００７ ａｎｄ ｔｏ ８ ６０％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２１ ３１％ ｆｒｏｍ
４５ ３９％ ，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２４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２１ ５８％ ｔｏ ３５ ３９％ ，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ｓｌｏｗ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ｔｏ ２７ ４４％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ｒａｔｉｏ ｉｓ ｓｔｅａｄｉｌｙ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２４ ７３％ ｔｏ ４２ ６５％ ， ｉｍｐａｃｔｅｄ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ｙ ｔｈｅ ｔｗｏ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ｓｅ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ａｔ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ｕｃｃｅｅｄ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ｄｅｘ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ｌ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ｖ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ｒｏｎｇ，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ａｎｄ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ｂｕｔ ｓｔｉｌｌ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ｂｕｔ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ｉｔ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ｈｉｇｈ ａｎｄ ｎｅ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ｓ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ｓｉ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ｆ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ｌｅａ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ｃｃｕｐｙ ａ ｖｅｒｙ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Ｓ ８５ ８０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０ ｔｏ ＵＳ ７２３ ２７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ｃａｌｅ ｈａ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８ ８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８ １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５０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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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ｔｏ ６６ ２６％ ．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４７ ０７％ ｉｎ ２００６ ｔｏ ５９ １６％ ｉｎ
２０１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ｒｅ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Ｔ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０ １８０ ｉｎ ２００１ ｔｏ ０ ２１６ ｉｎ ２０１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ｅ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ｍｅ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ｈａ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Ｃ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０ ６８；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ｏｎｅ ｉ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ＴＣ
ｖａｌｕ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０ ４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 ２０１３， ｉｔ ｗａｓ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０ ２３６ ）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０ ２４９ ） ． Ｔｈｅｒｅ ｈａｖｅ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ｎｏｔ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ｒａｎｄｓ ｉｓ ｎｏｔ ｅｎｏｕｇｈ， ｅｔ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ｉｓ ｃａｎ ｂｅ ｄｏｎ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ｅｅｐ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ｒａｎｄ ｌ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ｔｈｅ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ｒｓｔ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１３７ ８８２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５ ３８％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ｏｖｅ ｓｃａ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２５６４ ７２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ｙｕａｎ） ．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１０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ｈｏｗｓ ａ ｈｉｇｈ ｓｐｅ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ｆｒｏｍ ２７６６００ ｕｎｉｔｓ ｔｏ
２５４２９００ ｕｎ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７ ９５％ ． Ｉｎ ２０１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ｕｔｏ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１０ ６５％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ｒａｎｋｉｎｇ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ｌｉｇｈｔ ｃａｒ 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２０６１７００ ｕｎｉ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８１ ０８％
ｏｆ ｃａ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ｕｔｏ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４０％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 ｏｕｔｐｕｔ．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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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 ｐａ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ｌａｇｇ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２００６，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ＵＳ ４ 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ｄ ＵＳ ２ ４６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ｙ ｗｅｒｅ ＵＳ ７ ９９１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３ ７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１ ７６％ ａｎｄ ７ １６％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 ２０１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ｅｄ ａｕｔｏ ｐａｒｔ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ｓｓ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ＵＳ ４ ２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３２ 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ｉ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ｙｅａｒ．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ｅｎｔｒｏｐｙ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ｕ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ｈａ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ｖｅｒｙ
ｈｉｇｈ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ｓ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ｂｒａｎｄ，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ＧＡＣ ｔｒｕｍｐｃｈｉ ａｎｄ ＢＹＤ，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ｅ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ａｒｅ：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ｋ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ｈｉｇ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ｉｓ ｔｈｅ ｓｕｆｆ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ｒａｎｄ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ｉ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ｓ ｎｏｔ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ｓ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ｏ ｐａ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ａｇｇｅ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ｕｓｔｅｒ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ｓｔｅａｄ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ａｔ ａｒｏｕｎｄ １％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ｔｏｔ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Ｓ ２３３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１９９２ ｔｏ ５ ６２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２３ ｔｉｍ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２０ ｙｅａｒ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７ ２６％ ；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ｔｏ ５２ ４３％ ｉｎ １９９９ ｆｒｏｍ ３２ ６１％ ｉｎ
１９９２， ｂｕｔ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ｌｙ，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３３ ６１％ ｉｎ ２０１２．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Ｐｏｔｔｅｒｓ “ｄｉａｍｏ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ｆｏ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ｃｏｍｐｏｓｅｄ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ｇ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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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ａｋｅｎ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ａ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ｕｍ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ｏａｒｉｎｇ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ｆｕｅｌ 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ｄｏｕｂｌｅ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ｉｎｇ ｉｎ ａ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ｗ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ｈｏｒ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ｓ，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ｔ 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ｃｔ ａｓ ａ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ｈｅｌｐ ｂｒｏａｄ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ｗａｒ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ｆｏｒ ｃｌｅａ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ｕｎｉｓｈ ｔｈｅ ｖｉ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ｗａｒ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ｔｏ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ｉｒ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ｄｅａｌ
ｗｉｔｈ ａｎｔｉ⁃ｄｕｍ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ｗｉｌｌ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ｙ ｌｅａｄ ｔｏ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ａ ｐｅａｋ ｉｎ ２００７， ｗｉｔｈ
３８２０１２１００ ｔｏｎｓ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ｉｓ ｉｓ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Ｂｅｆｏｒｅ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ｄｅｍａｎｄ ｌｅｄ ｔｏ ａ ｓｕｐｅｒｎｏｒｍ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 ｗｈｉｃｈ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ｉｎ ２００８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ｌｏｗｄｏｗ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ａｒｅ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ｗｉｔｈ ａ 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ｏｕ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ｌｏｗ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ｏｎ⁃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ｔａｌ ｓｍｅｌ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ｏｌｌ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ｅｘｔｉｌ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ｅｔ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ｃｏｋ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ｂｕｔ ｈｉｇｈ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ｒｅ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ｅｖｅｒａｇ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ｍｉｎｉｎｇ

３４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ｅ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ｂａｒｒｉ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ｏ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ａｄｄｅｄ ｖａｌｕｅ； ｔ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 ａ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ｈｉｇｈ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ｌｏｗ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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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ｂ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ｓ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ｗｏｒｓｅ， ｗｉｔｈ ｌ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１ｓｔ Ｊｕｌｙ ２００５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ｒｅｆｏｒｍｅｄ，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ＭＢ ｈａ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ｅｄ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Ｉｎ ２００８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ｈａｓ ｓｌ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ｐａｃｅ ｏｆ ＲＭＢ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ＲＭＢ ｅｖｅｎ ｈａｄ ｔｉｎｙ 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ｆｒｏｍ ８ ２７６５ ｙｕａｎ ／ ｄｏｌｌａｒ ｔｏ ６ ０９６９
ｙｕａｎ ／ ｄｏｌｌａｒ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 ２０１３ ， ｔｈｅ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ｒａｔｅ
ｒｅａｃｈｅｄ ２６ ３３％ ．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ａｌ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ｂｒｏａｄｌｙ ａｎ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ｓ ｉｎ ａ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１９９９，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ｓａｌａｒ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ａｓ ８３１９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１３０９ ｙｕａｎ．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ｙ ｂｅｃａｍｅ ４６７６９ ｙｕａｎ ａｎｄ ５０５７７ ｙｕａｎ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ａｂｏｕｔ ４ ６
ａｎｄ ３ ５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１ ｔｏ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２０１４，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ａｎｄ ｎｏｍｉｎａｌ ｗ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ｅｍ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１０％ － １５％ ． Ｏｂｖｉｏｕｓｌｙ， ｔｈｅ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ｇｒａ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ｓｈｏｗ ａ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ｇｒａｉ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ＲＭＢ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ｄ ｂｙ １％ ，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ｇｒａｉｎ ｆｅｌｌ ｂｙ ０ ８４％ ； ｌａｂｏｒ ｃｏｓｔｓ ｒｏｓｅ
１％ ，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ｂｙ ７ ３９％ ．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ｔ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ｇｒａｉｎ，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ｓｔａｂｌ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ｒａｔｅ；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 ａ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ＭＢ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ｗｏｒｋｅｒｓ ｓｋｉｌｌ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ｔｏ ｕｐｄａｔｅ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ｒｅｐｌａｃｅ ｌａｂｏｒ， ｅｔ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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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ｖｅ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ｔｈｅ ｏｕｔｐｕｔ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ｓｔ １２ ６７％ ｔｏ
１０ ９８％ ，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 ７８ ｐｅｒｃｅｎｔａｇ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ｏｕｔｐｕｔ
ｏｆ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ｆｒｏｍ １３ ９９％ ｔｏ １３ ２２％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ｉｎｇ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ｅｃｌｉｎｉｎｇ ｓｔａｔｕ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ｑｕａｔ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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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Ｗｉｔｈ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ｍｏｕｎｔｅｄ ｔｏ ＵＳ ４５８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ｅｒｅ ＵＳ
３３３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ＵＳ １２５５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５ ３２％ ，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ｓ
１５ ２０％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１５ ６４％ ， ｂｅｉ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Ｔｈｉｓ 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ｉｔｓ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ａｂｏｕｔ
１８％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ａｂｏｕｔ ３７％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８％ ，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ｆａｒ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ｉｓ ａｒｏｕｎｄ ０ ４５，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ｂａｓｉｓ 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ｏｕｌ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ｒｅ ｆａｃｉｎｇ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ｄ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ｌｏｗ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 ｓｉｎｇｌ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 Ｔａｋ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ｆａｒｍ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ｓ ａ ｋｉｎｄ ｏｆ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ｉｎ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ｓ ｏｖｅｒ ｓｕｐｐｌｉｅ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ｉｃｅ ｒｅｍａｉｎｓ ａｔ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Ａ ｆｅｗ ｙｅａｒｓ ａｇｏ， ａ ｌａｒｇ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ｒｕｂｂｅｒ ｗａｓ
ｐｌａ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ｔａｐｐｉｎｇ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ｒａｐｉ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Ｉｎ
２００７ ｔｈｅ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ＡＮＲＰＣ）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ｗａｓ ９２５４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ｏ １０６６６２００ ｔｏｎｓ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２ ８８％ ． Ｉｎ ２０１３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ｄ ａｔ
１０３６００００ ｔｏｎ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９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ｔ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ｉ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ｅｒ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ｔｉ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ｓｈｏｗｓ ａ ｄｏｗｎｔｕｒｎ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ｒｕｂｂｅｒ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ｌｏｗ
ｄｏｗｎ．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ｇｕｎ ｔｏ ｅｘｃｅｅｄ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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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ｅｓ ｉｎ “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Ｗ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ｊｏｒ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ｕｂｂ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ｓ， ｂｕｔ ｉｔｓ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ｌｙ
ａｂｏｕｔ 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ｄ ａｒｅａ．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ｉｅｓ ｉｎ ｒｉｃｈ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ｏ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ａｌｅｎｔ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ｍａ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ｔ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 ｇｏｉｎｇ ｏｕｔ”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ｉｓ ａ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 ２１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ｉｌｋ Ｒｏａ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ｅ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ｕｂｂｅ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ａｎ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ｔｈｉｓ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ｔｏ 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３ ”，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９２ ｔｏ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ｃｃｅｓ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ｏｉｌｓｅｅ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ｌｅｄ ｔｏ ａ ｒｉｓｅ ｉｎ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ｃｏｔｔｏ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ｈａｖｉｎｇ
ｗｅａｋ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ａｒｅ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ｖｅ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ｉｓ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ｇ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ｔｏ ｔｈｅ ｔｏｔ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ｏｆ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ｌｅｄ ｔｏ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ｓｕｒｐｌｕｓ ｔｏ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ｕｓｅ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ａｔ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Ｉ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Ｓ ３５８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０５ ｔｏ ＵＳ ８７０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１１ ７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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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１１ ９０％ ） ．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ｔ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ｆｒｏｍ ＵＳ
４５４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ｔｏ ＵＳ ２０４２０ ｍｉｌｌ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ａ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２０ ６８％ ，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１９ ４０％ ．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ｗ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Ｔｈｅｓ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ｆａｓｔ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５，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１％ ａｎｄ １３％ ， ｗｈｉｌ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１５％ ａｎｄ ２０％ ．
Ｂｕｔ，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ｄｅｆｉｃ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ｅ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２％ ａｎｄ ２００％ ．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Ｔｈｅ ｆｉｆ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Ｗｈａｔ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ｄｅｍ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ｏｉ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Ｃｈｉｎａ ” ．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ｐｏｕｎｄ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ｄ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ｉｌ．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２００８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ｏｉｌ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ｂｕｔ ｉｔｓ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ｒｏｓ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ａ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ｇａ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ｏｉｌ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ｉｓ ａ ｍａｊ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ａ ｂｉｇ ｅｎｅｒｇｙ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ａｎ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ｉｔｓ ｓｕｐｐｌ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ｌｌｙ ｗｏｕｌｄ ｌｅａｄ ｔｏ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ｐｕｓｈ ｔｈｅ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ｄｅｍａｎｄ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ａｄｊｕｓｔ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ｉｓ ｔｏ ｓｐｅｅｄ ｕｐ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ｂｏｏｓ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ｉｌ
ｉｍ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ｈａｖ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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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ａｂｏｕｔ “ ａ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ｔｏｐｉｃ， “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ｗｏｒ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ｒｕｎ． “ Ｔｈｅ Ｐｒｅｂｉｓｃｈ⁃Ｓｉｎｇｅ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ｏｃｃｕｐｉｅ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ｓｔｒｅａ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ａｓ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ｓｏｍ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ｓｏｍ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ｄｒｏｐｐｅ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ｉｔ ｖａｌｕ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ｉｃｋｅｄ ｕｐ １５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ｕｔ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ｎｅｗ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ａｎｄ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ｄ ｇｏｏｄｓ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１９６０ －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ｅｃｉｄ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Ｔｈｉｓ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ｔｈａ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ｖａｌｕ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ｂａｓｉｃａｌ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ｔｅｒ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 ｉｔｓ “ｗｏｒｌｄ ｆａｃｔ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ｍ
ｔｏｗａｒｄ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ｆｉｎ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ｕ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ｈｏｕｌｄ ｕｔｉｌｉｚ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ｒｉｖｅｎ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ｔｏ ｌｅａｄ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ａｉｌｅｄ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ｔ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ｆｉｒｍｓ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ｕ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ｄｕｅ ｔｏ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ｅｉｎｇ
７８７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ｂｙ ＵＳＡ Ｂｏｅ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ｉｓ ａｒｒａｎｇ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 ｗｉｄ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ｂｕｔ ｔｈｉｓ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ｐａｒｔｓ ｕｎａｂｌｅ ｔｏ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ｓ ａｆｔｅｒ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ｄｅｌｉｖｅｒ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ｉ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ｃａｓ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ａ ｆｉｒｍ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ｍｏｄｅｒ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ｔｏ ｄｉ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ｈ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ｓｃａｌ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ｂ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ｈｏｕｌｄ ｌｏｃ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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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ｈ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ｔｈａｔ ｃｒｏ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ｌｏｗ ｃｏｓｔｓ ｏｎｌｙ ｗｏｕｌ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ｒｉｓｋｙ． Ｉ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ｓ ａｂｌｅ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ｓ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ｃｏｓｔ ｓａｖ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Ｂｕｔ， ｉｆ ａ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ａｎｄ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ｗｈｏｓｅ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ｓ ｆａｓｔ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ｄ ｏｆ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ｗｉｌｌ ｂｒｅａｋ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ａｎｄ ｇｏ ｏｎ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ｃｏｓ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Ｒｉｓｋ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ｉｒｃｒａｆ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ｏｄｕｌｅ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ｌｏｗ， ｂｕｔ ｔｈ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ｈａｉｎ ｉｓ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Ｐａｒｔｉａｌ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ａ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ｗｏｕｌｄ ｓｅｒｉｏｕｓ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ａｎ ａｇ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ｏｕｔ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ｎｏｔ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ｓ ｔｈｅ “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ｌ ｔｈａｔ ｉｓ ｈｏｔｌｙ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ｒａｄ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ｒｏｓｓ⁃
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ｎｅｗ ｋｉｎｄ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ｗｉｄｅｌｙ ｆｒｏｍ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ｎｇｌｅｓ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ｏｓｅ ｆｒｏｍ ＲＭＢ １ ６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１ ｔｏ ＲＭＢ ３ １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ａｎｄ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ｔｏ ＲＭＢ
６ ５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６， ｏｎ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 ａｎｎｕａｌ ｇｒｏｗｔｈ ｒａｔｅ ｏｆ ａｂｏｕｔ ３０％ ．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ｂｙ ＥＢａｙ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ｅｘｃｅｅｄｅｄ ＲＭＢ ２ ｔｒｉｌｌ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３３％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ｓｃａｌ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６４ ５％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ｒａｎｋｅｄ ｆｉｒ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ｔｏｐ ｔｅ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１３ ２％ ），
Ｊｉａｎｇｓｕ （ １２ ８％ ）， Ｂｅｉｊｉｎｇ （ １１ ４％ ），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 １０％ ），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 ９ ２％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６ ７％ ）， Ｈｕｂｅｉ （５ ４％ ）， （ Ｓｉｃｈｕａｎ ３ ６％ ）， Ｆｕｊｉａｎ （ ３ １％ ） ａｎｄ
Ｈｕｎａｎ （２ ５％ ） ．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ｉｓ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Ｂ２Ｂ， Ｂ２Ｃ，
Ｂ２Ｂ２Ｃ， Ｃ２Ｃ ａｎｄ Ｍ２Ｃ ｍｏｄ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ｄｅ ｏｆ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ｒｏｍ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ｃｌｅａｒ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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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ｍａｌｌ⁃ａｍｏｕ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ａｒｅ ａｌｓ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ｂｏｒｒｏｗｉｎｇ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Ｋ， Ｅ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ｐｏｒｔ ｐｕｔｓ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ｎ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ｎａｍｅｌ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ｒｅｆｉｎ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ｏ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ｈａｔ ｉｓ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ｔｏ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ｔｏ ｓｅｔ ｕｐ ａ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Ｔｏ ｓｕｍ ｕｐ， 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ｒａｄ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ｏｔ 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ｔｈｉｓ ｂｏｏｋ ａｎａｌｙｚ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Ｏｎｅ ｉｓ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ｎ ２０１２，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ｗａｓ ＵＳ ５７４ ０５９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７ ９５％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ｓｔ ｙｅａｒ，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３７ ６８％ ；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０ ５０％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３ ４％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１０ ９６％ ．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ｏｕｇｈｌｙ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８ ６０％ ；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１ ３１％ ；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２７ ４４％ ；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４２ ６５％ ．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２００７， ｎａｍｅｌｙ， ２ ８６％ ， ２７ １５％ ，
３１ ０２％ ａｎｄ ３８ ９７％ ，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ａｒ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ｇｒａ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ｅｉ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ｂｙ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ＵＳ ３８９ ４５４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ｆｏｒ ６７ ８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 ｔｏｔａｌ； ｔｈｅ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Ｓ １２ ２７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２ １４％ ；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Ｓ ５ ６２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０ ９８％ ；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Ｓ ７ ５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１ ３２％ ； ｇｒａｉｎ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Ｓ
４ ６１３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０ ８０％ ；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ｅｘｐｏｒｔ， ＵＳ ２ ７３６ ｂｉｌｌｉｏｎ， ０ ４８％ ．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ｓ ａ
ｌａｒｇｅ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ｉｓ ｎｏｔ
ｈｉｇｈ，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０ １７ ｉｎ ２０１２，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ｌｅ ｔｏ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ｗａｓ ｇｒｅａ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ａｎｄ ｌｉｎｇｅｒ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ａ ｌｏｗ ｌｅｖｅｌ． Ａｆｔｅｒ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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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经贸蓝皮书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ｌａｂｏｒ⁃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ｈｉｇｈ， ｉｎ
２０１２ ｗｈｏｓｅ ＲＣＡ ｉｎｄｅｘ ｗａｓ ０ ６８；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ｌｏ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ＣＡ ｉｎｄｉｃｅｓ ｗｅｒｅ ０ １２ ａｎｄ ０ １５，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ｂａｓｅ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ａｓ ｌｏ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ＣＡ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０ ０４， ａｌｍｏｓｔ ｎｏ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ｔ ａｌ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ｎ ２０１３ ｔｈｅ
ＴＣ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ａｓ ０ ２２； ｇｒａｉｎ， － １ ０；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０ ４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ＣＡ ｉｎｄｅｘ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ｉｎ ２０１２，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ａｕｔｏｍｏ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ｗａｓ ０ ２８； ｃｅｒａｍｉｃｓ， ０ ４７； ｒｕｂｂｅｒ ａｎｄ ｐｌａｓｔｉｃ， ０ ６６； ｃｅｒｅ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ｎｉｍ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０ ｏｒ ｅｖｅｎ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ｏｓ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ｈａｓ
ｄｅｃｌ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ｒａｔｉｏ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ｕｔｐｕｔ ｈａｓ ｆａｌｌ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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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研究报告

● 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外贸大省，最近几年来，其外经贸结构和国际竞争力发生

了较大变化，这是其外经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标志，也是广东制定未来外经贸发展

战略和对策的基础。

● 本年度蓝皮书对2014~2015年广东外经贸转型升级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并

分三个专题重点研究了广东外经贸结构及竞争力问题，探讨了各个重点产业的贸

易转型升级和竞争力状况，具体涉及工业制成品贸易问题、初级产品贸易发展态

势、外经贸热点及理论问题，得出以下结论：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广

东出口结构有所改善；二是广东产品出口竞争力有所上升，但不稳定；三是广东

外经贸转型升级取得了明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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