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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WTO, Chinese agriculture develop in the high speed. Now our country is not only an big 

agricultural country, but also an agricultural exporter.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o as to go out of the predicament, safeguard 

national interest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set up green trade barriers which is a new form of non-tariff barriers and rely on its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undant capital, leading environmental standards. With the rising of green trade barriers, 

the trade friction of our country increas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quantity slump. The agricultural trade situation of our 

country is not optimistic. Based on our country agricultural product encounter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green barriers, we 

proposed to our country agricultural exports respond to green trade barrier of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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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加入WTO以来，中国农业迎来了高速发展，现在我国不仅是农业大国，而且还是农业出口大国。但是，近些年来，

发达国家为了走出经济困境，维护国家利益，不惜依靠其先进的科技、雄厚的资金、领先的环保标准，设置了一种新

形式的非关税壁垒即绿色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日益抬头，使我国的贸易磨擦不断增加，农产品出口数量大幅度

下滑，我国农业贸易形势不容乐观。本文结合我国农产品遭遇绿色壁垒的原因和影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多角度提

出对我国农业出口切实可行的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出口，国际经济 

 

1111．．．．绿色贸易壁垒相关概述绿色贸易壁垒相关概述绿色贸易壁垒相关概述绿色贸易壁垒相关概述    

1111.1.1.1.1．．．．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绿色贸易壁垒的概念    

所谓绿色贸易壁垒(Green Barriers,简称GBS),也称为

环境贸易壁垒（Environmental Trade Barriers,简称ETBS），

起初是为了保护自然环境、生态安全、人类健康。但发展到

后期，一些发达国家以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

为名，保护本国市场为目的，通过一系列复杂苛刻的环保制

度和标准等手段，对来自他国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设置层层

障碍，限制外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方式而形成的新型非关

税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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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绿色贸易壁垒的表现形式    

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发展，绿色贸易壁垒被各国广泛使

用，使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最常见的主要有： 

1.21.21.21.2....1111．．．．绿色关税制度绿色关税制度绿色关税制度绿色关税制度    

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限、科学技术水平不是

很高，生产出来的一些产品可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的影

响，发达国家利用这一机会，经常对发展中国家这些产品征

收进口附加税，或者限制和禁止产品进口。然而，这样的标

准并非内外一致，歧视性色彩非常强烈，实际上就是为了阻

止或者减少国外产品进口、保护本土产品。 

1.21.21.21.2....2222．．．．绿色补贴制度绿色补贴制度绿色补贴制度绿色补贴制度    

治理环境和保护资源的费用是巨大的，这部分费用也应

该包括在产品成本里，这样的话企业需要承担的费用巨大。

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企业很难负担的起如此高昂的费用，因此，

政府不得不对企业保护环境所支付的费用给予一定的补贴。

发达国家以此为借口，对发展中国家出口来的产品征收巨额

的反补贴税，以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 

1.2.31.2.31.2.31.2.3．．．．绿色标准绿色标准绿色标准绿色标准制度制度制度制度    

绿色标准制度主要包含：绿色技术标准、绿色环境标志、

绿色包装制度、绿色卫生检疫制度。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

科技水平非常高，各个行业都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因此，

其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包装标准、卫生标准都要很高，这

些标准非常严格，有些近乎苛刻，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这些

标准，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很多产品都很难进入发达国家市场。 

2222．．．．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现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现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现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现状    

2.12.12.12.1．．．．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和主要产品和主要产品和主要产品和主要产品    

发达国家市场仍然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虽

然2015年我国对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出口普遍下降，但依旧

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60%，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战

场。东盟、中东等新兴市场近年来出口保持持续增长，是

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下面列举2015年我国农产品

出口的几个主要市场:对东盟农产品出口额为147.5亿美

元，较去年增长9%，目前仍然是我国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市

场；日本是我国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市场，对日农产品出口

总额为102亿美元，由于近几年来日本经济低迷，我国对

日农产品出口已经连续三年下降，这一年下降幅度更是高

达8.3%;欧盟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传统市场，虽然近些年

来出口额有所下滑，但依旧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第三大市

场，进口我国农产品81.5亿美元，同比下降3.7%；第四大

市场是美国，对美国的农产品出口额是73.5亿美元，较去

年下降1%；澳大利亚也是我国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对

澳大利亚出口农产品9.7亿美元，下降4.9%；近些年中东

市场表现的很稳定，这一年我国农产品对中东的出口增长

达到5.6%，出口金额为28.3亿美元。 

水产品、蔬菜、水果和肉类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产

品。2015年，我国水产品出口额为200.2亿美元，蔬菜出

口额为90.2亿美元，水果出口额为45.8亿美元，肉类产品

出口额为28亿美元，这四类产品的出口额占我国农产品出

口总额的51.9%。其中水产品、肉类产品的出口额同比去

年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全球经济低迷、需求不足，而水

产品、肉类产品的需求弹性又比较大，所以导致其出口额

的下降；与水产品、肉类产品不同，蔬菜、水果的出口今

年依然保持增长，这主要是由其刚需型的产品性质决定的。 

2.22.22.22.2．．．．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不断降低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不断降低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不断降低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不断降低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对外贸

易发展迅猛，使我国很快发展成为贸易大国，其中农产品

进出口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农产品贸易在世界农产品贸

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表表表表1 1 1 1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单位：亿美元）。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进出口进出口进出口进出口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进口进口进口进口    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进出口总额    

比上年增减比上年增减比上年增减比上年增减    

进出口进出口进出口进出口    出口出口出口出口    进口进口进口进口    

2005 558.3 271.8 286.5 48.7% 9.3% 17.7% 2.4% 

2006 630.2 310.3 319.9 49.2% 12.9% 14.1% 11.7% 

2007 775.9 366.2 409.7 47.2% 23.1% 18.0% 28.1% 

2008 985.5 402.2 583.3 40.8% 27.0% 9.8% 42.4% 

2009 913.8 392.1 521.7 42.9% -7.3% -2.5% -10.6% 

2010 1208.0 488.8 719.2 40.5% 32.2% 24.7% 37.8% 

2011 1540.3 601.3 939.1 39.0% 27.5% 23.0% 30.6% 

2012 1739.5 625.0 1114.4 35.9% 13.0% 4.0% 18.7% 

2013 1850.0 671.0 1179.1 36.3% 6.3% 7.2% 5.8% 

2014 1928.2 713.4 1214.8 37.0% 4.2% 6.3% 3.0% 

2015 1861.0 701.8 1159.2 37.7% -3.5% -1.6% -4.6% 

注：以上统计数据由商务部网站统计整理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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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商务部报告整理结果，从表1可得，我国农产品

的进出口总额不断增加，其中2005年农产品的进出口总额

是558.3亿美元，到2015年增加至1861.0亿美元，增加了

1302.4亿美元。另外，除了受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5年世

界经济低迷的影响，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有所下降，其余年

份都保持增长状态，并且其增长速度很快，其中2010年竟

增长达到32.2%，增长速度惊人。 

当然，进出口总额的快速增长必然伴随着出口总额和

进口总额的增长，从表1可以看出，2005年农产品进、出

口总额分别为286.5亿美元和271.8亿美元，贸易顺差为

-14.7亿美元，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的48.7%，到2015

年，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1159.2亿美元和701.8亿

美元，贸易顺差为-457.4亿美元，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

的37.7%，可见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大幅度

降低。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农产品进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

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以2005年为基数，2015年农产品出

口总额比2005年增长了258.2%，而进口总额却比2005年增

长了404.6%。 

2.32.32.32.3．．．．农产品出口频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出口频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出口频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农产品出口频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    

日本是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但是日本对我国

农产品的检验标准也相当严格。2006年5月，日本正式施

行《食品中残留农业化学品肯定列表制度最终草案》，简

称《肯定列表制度》，该制度规定的标准极为苛刻，其对

每种农产品设计的残留限量标准平均为200项，因此日本

的肯定列表制度被公认为是最严格的检测标准。该制度的

实施，对我国农产品出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甜豌豆、鳗

鱼、活泥鳅等陆续被查出药物残留超标。当年6月，我国

农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18%，水产品的对日出口基本停止。

欧盟是我国木制品出口的第二大市场，其70%的木制品都

是从中国进口，而欧盟一直认为我国是非法采伐比较严重

的国家。因此，2013年欧盟出台了木材法规，这一法规具

有一定的针对性，抬高了我国木制品的门槛，对我国木制

品出口的冲击非常大。 

3333....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    

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绿色贸易壁垒有内部原因和外

部原因，外部原因主要是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和支

持、国际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态环境和食品安全、发达国家

具有较高的技术标准和检测水平等。这些外部原因带来的

绿色贸易壁垒严重的影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发展，但是

外部原因是无法控制的，积极发现并解决内部原因才是最

重要的。因此本节主要从内部原因来分析我国农产品遭遇

绿色贸易壁垒的原因。    

3.13.13.13.1．．．．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农产品质量较低较低较低较低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农业发展十分重视，经过几十

年的发展，我国成为农产品生产大国，也是农产品出口大

国，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一昧的追求农产品的产量，

却忽视了农产品的质量，导致现在我国农产品的质量水平

仍然很低，很多产品都不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我国农产品质量低主要有三方面：首先，农业环保意

识淡薄。焚烧秸秆、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在我国很常见，这

导致我国农田遭到很严重的破坏，农产品的质量很难提高；

其次，农业的经营方式落后。目前，我国农产品的生产方

式以小规模分散经营为主，专业化程度非常低，很难像发

达国家那样采用统一的标准严格控制产品质量；最后，农

产品生产技术落后。我国农业发展起步晚，对农产品质量

要求不高，因此没有及时的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另外我

国农业专业化程度比较低，没有条件引进先进的环保技术，

造成现在农产品技术落后，农产品品质较低。 

3.23.23.23.2．．．．农产品的农产品的农产品的农产品的质量标准较低质量标准较低质量标准较低质量标准较低、、、、检测检测检测检测体系体系体系体系比较落后比较落后比较落后比较落后    

我国农产品建立了质量标准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地方标准，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质量标

准比较低，很多产品的标准都不能满足发达国家的要求。

此外，发达国家拥有先进的研发能力，当他们取得新的技

术成果，便会对其本国的标准进行提高，使得我们更多的

产品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农产品要达到出口目的地的标准，必须经过相关部门

的检测，但是目前我国的检测设备比较落后，检测标准陈

旧，检测数量少，检测时间长，达不到对农产品的监督作

用，另外相对于发达国家一流的检测设备，很多微量元素

在我国的设备上都很难被检测到，这导致我们很多元素不

能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 

3.33.33.33.3．．．．农产品的贸易信息不通畅农产品的贸易信息不通畅农产品的贸易信息不通畅农产品的贸易信息不通畅    

我国农产品频繁遭遇绿色贸易壁垒的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贸易信息不通畅。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水平发展很快，

为了保护他们本国产业，减少国外产品的进口，他们会及

时的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进口标准。由于国内信息机制

不完善，出口商可能很久以后才得到进口国发布的改变标

准的信息，造成很多按原标准生产的货物积压在进口国的

口岸，遭到进口国的绿色贸易壁垒。在我国，贸易信息不

通畅已经造成很多农产品的贸易摩擦及不必要的损失。 

4444．．．．我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我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我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我国农产品出口应对绿色贸易贸易贸易贸易壁垒的对策建壁垒的对策建壁垒的对策建壁垒的对策建

议议议议    

4.14.14.14.1．．．．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    

我国农产品之所以频繁遭遇发达国家的绿色贸易壁

垒，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产品质量达不到发达国家的要求。

因此，走出重重绿色贸易壁垒，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全面提

高农产品的质量。 

农产品质量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必须从多方面改

进以提高农产品质量：第一，提高农业环保意识。在我国，

农业环保意识很薄弱，农药、化肥、禽粪的过量使用很常

见，这不仅污染了土地、影响了产品质量，还对河流、空

气等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因此政府应该加大监督力度，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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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指导农业对农药化肥的使用，并且加强对绿色环保意识

的宣传，使得企业、消费者增强绿色环保意识；第二，改

变农业经营方式。我国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以小规模分散经

营为主，专业化程度很低，很难采用统一的标准，导致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不具有竞争力。因此，我国应积极借鉴

发达国家的经营方式，采用农场、兼业农户化和合作社等

方式，提高农业规模，采用统一高标准控制产品质量；第

三，提高农产品生产技术。以前我国农业没有意识到技术

的重要性，追求产量的同时没有兼顾到质量，导致产品品

质达不到发达国家的要求，从而遭受频繁的绿色贸易壁垒。

我国应吸取经验教训，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提高农产品

的质量。 

4.24.24.24.2．．．．完善我国农产品完善我国农产品完善我国农产品完善我国农产品质量质量质量质量标准体系标准体系标准体系标准体系和检测体和检测体和检测体和检测体系系系系    

目前，虽然我国农产品拥有一系列的质量标准体系，

但是这些体系还都处于完善阶段，很多标准都低于国际标

准，而发达国家的标准一般依据国际标准制定，甚至高于

国际标准，因此我国应参考国际统一标准，尽快建立一套

与国际标准相符合的质量标准体系。 

检测体系对农产品质量的监督绝对不容忽视，它是农

产品质量监督的最后一个环节。我国应积极完善检测体系，

适应市场发展需求，进行检测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检测

标准，增加检测项目和种类的同时提高检测效率，与发达

国家的检测标准接轨。 

4.34.34.34.3．．．．建立行业建立行业建立行业建立行业信息机制信息机制信息机制信息机制、、、、预警机制预警机制预警机制预警机制    

近年来，由于贸易信息不通畅而导致我国农产品遭遇

绿色贸易壁垒的情况很多，给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信息机制、预警机制的建设，成立

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的人才，通过驻外大使馆、领事馆

加强对国外信息的搜集与研究，尤其是我国重点出口的日

本、欧盟、美国等市场，并且根据这些搜集的信息形成预

警平台，及时通报国际市场上我国农产品的情况，让农产

品出口企业可以及时应对市场变化，最大限度的降低农产

品的出口风险，减少贸易摩擦及不必要的损失。 

5555....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绿色贸易壁垒已

成为国际贸易保护的主要特征。发达国家打着保护环境的

旗帜，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限制。面对绿色贸易壁垒，

任何国家和企业都很难置身事外，所以我国作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必须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应

对绿色贸易壁垒，开创我国农产品贸易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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