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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为研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框架下

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贸易走向，以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011—2020 年中日农产品贸易数据和中国技术
性贸易措施网预警信息为研究对象，运用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及 2012—2021 年我国出口日本近十
年被扣留召回数据，分析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以及加入 RCEP 对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研究
表明 ：中日两国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中，部分领域呈现互补性，整体竞争关系不强 ；RCEP 对中日两国动植物
及其产品贸易有正面推动作用，有利于两国持续开展贸易合作。建议通过提升产品质量，健全质量管理体系，
完善预警机制，加强国际合作等措施，以提高我国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竞争力，减少中日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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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trade trend of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aiming at the trade data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from 2011 to 2020 registered in the commodity trade statistics database of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early warning information of China technical trade measures network，the status of the trade
and the impact on it since joining in RCEP were analyzed by using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trade
complementarity index and the recall data of China's export to Japan for nearly a decade from 2012 to 2021. In
conclusion，for the trade，some ﬁelds were complementary，with weak competitive relationship in general ；RCEP
had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trade，which was conducive to the sustained trade o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t was therefore recommended to improv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animals and plants and their
products and reduce possible trade fr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rough improving product quality，improving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improving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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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农业大国，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口历史

RCEP 生效后会对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呈现积极

悠久，且在出口贸易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然

作用，但少数弱势农产品将受到冲击。王晰等 [8]

而动植物及其产品一直是国际贸易摩擦的高发领

在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及改进策略中指出，中日农

域，各国家出台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措施限制了此

产品贸易存在着较强的互补性，同时也存在摩擦。

类产品的进出口贸易，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

上述研究均基于其他各类贸易伙伴关系或合

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发展。2020 年 11 月
15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的签
署，标志着当前世界上涉及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
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贸易区正式启航。RCEP
的签订，给我国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口带来了巨大机
遇和挑战。
RCEP 成员国中，日本是我国第一大动植物及
其产品贸易出口国，而我国是日本第二大农产品进
口来源地。以农产品为例，我国出口日本的动植物
及其产品占出口全球总量的 35% 左右 [1]，中日同
属亚洲两个经济大国，RCEP 是目前中日参与的唯
一自贸协定。目前，国内关于加入 RCEP 对中日
农产品贸易影响多着眼于贸易结构、影响因素等方
面。黄会丹 [2] 在 RCEP 背景下中日农产品贸易现
状与潜力分析中，对中日农产品贸易现状及其结构
进行了指数分析。崔鑫妍 [3] 在 RCEP 对我国农产
品贸易的机遇、挑战及对策中指出，加入 RCEP 后，
我国农产品有望实现贸易规模增长和贸易方式便利
化，但也会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结构、核心竞争力及
质量安全体系提出新的挑战。刘杨 [4] 在 RCEP 对
中日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影响研究中，分析了中日农
产品贸易现状和贸易结构，指出加入 RCEP 是机遇
也是挑战。施锦芳等 [5] 在 RCEP 关税减让对中日
韩经贸关系的影响中指出，RCEP 的签订为下一步
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奠定良
好基础。薛坤 [6] 在加入 RCEP 对我国农产品贸易

作框架展开，对新的 RCEP 合作框架缺乏针对性
指导意义。鉴于 RCEP 合作框架是当前全球最大
的自由贸易区，本研究创新性地以该框架为研究模
型，通过分析 2011—2020 年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
贸易数据，运用比较优势指数、贸易互补性指数以
及 2012—2021 年我国出口日本近十年扣留召回数
据，分析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现状，以及加入
RCEP 对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对
如何提高我国动植物及其产品的竞争力，优化动植
物及其产品出口结构，减少贸易摩擦提出对策建议。
1
1.1

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现状
长期维持贸易顺差，但顺差呈现缩小趋势
本 研 究 查 询 统 计 了 UN Comtraderade.un.o 网

站中 HS 编码为 01~24 编码段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
数据。2011—2020 年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数据
（图 1）显示：我国出口日本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
额在 2015—2018 年同比增长，而在其他年份大多
同 比 递 减， 由 2011 年 的 153.48 亿 美 元 降 至 2020
年的 131.09 亿美元。我国进口日本动植物及其产
品除 2012 年、2014 年、2020 年出现同比负增长外，
其他年份都同比递增。近几年，我国进口日本的咖
啡、茶类，肉和鱼类，糖及糖食，谷物、粮食粉类，
蔬菜、水果类，饮料、酒类等产品呈现大幅增长态
势。2011 年我国进口日本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额
为 11.25 亿美元，至 2020 年已增至 16.76 亿美元。
可见我国出口日本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一直呈现贸易

的影响中，运用全球贸易分析计划模型（GTAP）

顺差，但顺差呈缩小趋势。分析原因，可能是日本

分析了加入 RCEP 对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刘

为保护本国农产品，采取了提高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华辉等

[7]

在 RCEP 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及对

策中，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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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对日本的动植
物及其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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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较强，第二类产品
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中等，第三、四类产品
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弱，处于劣势。日本第
四类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较强，第一、
二、三类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弱，处于
劣势。
图1

算某国某类产品出口与另一国同类产品进口的贸易

贸易结构中部分产品具有互补性

1.2
1.2.1

RCA 是指一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

TCI 主要用于测

贸易互补性指数（TCI）

1.2.2

2011—2020 年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
进出口贸易额变化趋势

互补程度 [10]。本研究考量中日两国在 RCEP 合作
框架下某类产品出口与进口的互补程度。公式为

定时期内某国某类产品的出口额占该国该时期总出

TCIij = RCAir×RCAmj

口额的份额与该时期内全球出口总额中该行业出口

式 中，RCAir 表 示 i 国 出 口 k 产 品 的 比 较 优 势，

额所占份额的比率，结合出口数据间接测定贸易

k
RCAmj
表示 j 国进口 k 产品的比较优势。i 国与 j 国

竞争力，逐渐成为衡量一国产业贸易竞争力的主要

在进行 k 产品国际贸易时，如果 i 国出口 k 产品的

[9]

方法 。本研究仅考量中日两国在 RCEP 合作框架
内的贸易竞争力，因此采取中日两国与同时期内
RCEP 成员国农产品出口总额比较。公式为

k

k

k

k

比较优势指数值大，同时 j 国进口 k 产品的趋势指
数也大，那么两国在 k 产品贸易上的互补性就越强。
TCIijk ≥ 1，表示 i 国 k 产品出口和 j 国 k 产品进口
在贸易结构上存在互补性；TCIij ＜ 1，表示 i 国 k
k

k

式 中，Xi 表 示 i 国 家 k 产 品 出 口 总 值，Xr 表 示
k

RCEP 成员国 k 产品出口总值，Xi 和 Xr 分别表示
i 国家和 RCEP 成员国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口总值。
RCAir ≥出口总值时，表明 i 国 k 产品在 RCEP 合
k

作框架内竞争力很强；1.25 ≤ RCAir ＜ 2.50 时，
k

表明 i 国 k 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较强；
k

0.80 ≤ RCAir ＜ 1.25 时，表明 i 国 k 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中等；RCAir ＜ 0.80 时，表明 i
k

国 k 产品在 RCEP 合作框架内竞争力弱，处于劣
势。从表 1 可见：2018—2020 年，我国第一大类
表1

产品出口和 j 国 k 产品进口在贸易结构上不存在互
补。通过（表 2）可以看出，我国出口至日本的第
二类植物及植物产品具有一定互补性，日本出口至
我国的第一类活动物和动物产品具有一定互补性，
其他类别产品互补性较弱。
1.3

贸易额排名前十的产品分析
本研究统计了 2018—2020 年中日动植物及其

产品进出口额排名前十的类别。通过（表 3）可以
看出：我国出口日本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主要为肉、
鱼类制品，鱼、甲壳动物，蔬菜水果制品，食用蔬
菜等；日本出口我国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主要为鱼、

2018—2020 年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的 RCA

产品类别
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HS 编码 01~05）

中国

日本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1.57

1.53

1.56

0.67

0.76

0.79

第二类：植物，植物产品（HS 编码 06~14）

0.81

0.82

0.78

0.42

0.37

0.47

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HS 编码 15）

0.10

0.08

0.05

0.42

0.51

0.32

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HS 编码 16~24）

0.44

0.40

0.39

2.13

2.00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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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 TCI
中国输日本动植物
日本输中国动植物
及其产品
及其产品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2020 年 2019 年 2018 年

产品类别
第一类：活动物，动物产品（HS 编码 01~05）

0.90

0.80

0.93

1.00

1.04

0.97

第二类：植物，植物产品（HS 编码 06~14）

0.97

1.05

0.80

0.29

0.26

0.6

第三类：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HS 编码 15）

0.06

0.06

0.02

0.57

0.91

0.32

第四类：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HS 编码 16~24）

0.77

0.85

0.65

0.36

0.82

0.64

表3
排名

中日进出口贸易额排名前十的动植物及其产品

中国出口日本

日本出口中国

1

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无脊椎水生动物制品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2

03 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水生无脊椎动物

21 杂项食品

3

20 蔬菜、水果、坚果或植物其他部分的制品

22 饮料、酒及醋

4

0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

5

7

23 食品工业的残渣及废料，配制的动物饲料
12 含油籽仁及果实、杂项籽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
稻草秸秆及饲料
21 杂项食品

06 活树及其他活植物、鳞茎、根及其他类似品、插花及装饰用簇叶
12 含油籽仁及果实、杂项籽仁及果实、工业用或药用植物、
稻草秸秆及饲料
24 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8

19 谷物、粮食粉、淀粉或乳的制品，糕饼点心

17 糖及糖食

9

05 其他动物产品

16 肉、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及其他无脊椎水生动物制品

6

10 13 虫胶、树胶、树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09 咖啡、茶、马黛茶及调味香料

甲壳类动物，杂项食品，饮料、酒及醋，谷物、粮

在农兽药残留方面，日本对我国鸡肉产品检测克粉

食粉、淀粉等。我国出口日本的动植物及其产品主

球时标准为 0.01 μg/g，而对美国等其他国家产品

要为海产品制品、水果蔬菜类制品。可见我国比较

的标准为 0.05 μg/g。四是设置了动植物检疫、动

有优势的产品大多体现在劳动密集或资源密集型产

植物疫病疫情控制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日本依据《植

品上。而日本属于岛国，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贫乏，

物防疫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对入境动植物及

劳动力密集型的农产品需要大量从国外进口。

其产品实施近乎严苛的检疫、防疫制度。输日动植

1.4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有一定影响

物及其产品要通过农林水产省的动植物检疫，厚生

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实施农业保护最严厉的国

劳动省的卫生防疫检查，对需要再进一步实施检疫

家。日本具有完善的技术性贸易体系，通过技术性

的产品，再分别实施行政检查、指定机关检查；对

贸易措施提高国外农产品的准入门槛。主要表现

于植物检疫，凡是本国没有的病虫害，对来自或经

在：一是技术法规与标准繁多。随着日本《食品安

过发生该病虫害国家的寄生植物或土壤均严禁进口。

全法》的不断修订，日本在农食产品上出台的细则

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对我国动植物及其

规定也越来越多。2006 年实施的《肯定列表制度》，

产品贸易带来影响：一是出口成本增加，主要是增

对 734 种农药、兽药和饲料添加剂在 264 种食品、

加了检测费用和认证费用；二是产生连带效应，日

农产品中设立了 53 862 个限量标准，同时对没有

本对我国农产品实施的出口限制措施容易影响其他

设定具体标准的药物残留，一律执行 0.01 μg/g 的

国家形成连锁反应；三是对我国输日动植物及其产

标准。二是产品质量认证和合格评定程序复杂。通

品贸易额产生影响。

过认证制度和产品合格检验等对商品设置重重障

本研究统计 2012—2021 年日本扣留我国动植

碍，利用复杂的进口手续、苛刻的检验对商品设置

物及其产品数据（表 4）。可以看出，我国出口日

壁垒。三是日本对动植物及其产品安全、卫生方面

本的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额和被扣留次数呈一定相

的要求以及在审核程序执行过程中标准不一致。如

关性，贸易额越大，扣留次数相对越多。造成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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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扣留的主要原因是微生物、食品添加剂、饲料添

表5

加剂超标，农化物、兽药残留，生物毒素污染等方

项目

面。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典型的非关税壁垒。

签署前免税

表4

2012—2021 年日本扣留（召回）我国的
动植物及其产品

年份

日本扣留次数

出口贸易额 / 亿美元

2021

196

144.68

2020

153

131.09

2019

255

142.12

2018

159

146.12

2017

195

139.41

2016

161

136.79

2015

161

127.51

2014

216

138.93

2013

255

156.12

2012

240

162.91

生效后立即免税

第 11 年免税

第 16 年免税

第 21 年免税

注：数据来自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网。

全体

农林水产品

品目数目 / 个

699

118

累计零关税覆盖率 /%

8.4

8.7

品目数目 / 个

1 371

110

新增零关税覆盖率 /%

16.6

8.1

累计零关税覆盖率 /%

25.0

16.8

品目数目 / 个

3 848

689

新增零关税覆盖率 /%

46.5

50.6

累计零关税覆盖率 /%

71.5

67.4

品目数目 / 个

952

184

新增零关税覆盖率 /%

11.5

13.5

累计零关税覆盖率 /%

80.0

80.9

品目数目 / 个

248

72

新增零关税覆盖率 /%

3.0

5.3

累计零关税覆盖率 /%

86.0

86.2

关税削减品目数目 / 个

30

0

1 129

188

注：数据来源于日本瑞穗研究所报告。

合作、交流和磋商，鼓励缔约方参照国际标准和指

来的影响
2.1

分类

非免、减税品目数目 / 个

RCEP 的实施对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带

2

RCEP 日本对中国关税撤销计划

关税减让政策，有利于中日进出口贸易的扩

南；第六章 —— 标准、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
规定，成员国保证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

大与发展
日本制定了严格关税标准，涉及关税高峰和

不对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促进对每一缔约方标

关税配额两种税收收取方法。日本政府利用高关税

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的相互谅解，加强缔

[11]

。

约方在标准、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程序领域，包括

RCEP 的实施将减少关税壁垒，部分农产品会逐步

在相关国际机构工作中的信息交流与合作。RCEP

取消关税，至 2040 年日本对来自我国的动植物及

指出，将最大可能减少不公正对待与歧视，减少贸

和政府补贴等，对本国农产品贸易实施保护

[12]

其产品关税撤销率将达 56% ，关税撤销计划见

易限制，并指出将加强对 WTO“贸易技术壁垒协议”

表 5。关税减让政策有利于双方相关产品贸易的扩

的实施，并对其原则进行强化。RCEP 的实施有利

大发展，互补性强的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额扩大，

于降低成员国之间的非关税壁垒，减少歧视，促进

而互补性不强的农产品也可能会出现紧密的贸易联

公平贸易，这也将有利于我国冲破日本的非关税贸

系，优势资源将得到互补及合理配置。随着两国农

易壁垒 [2]，促进中日动植物及其产品贸易的发展。

业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强，两国农业都能得到更

2.3

好的发展。

促进贸易便利化

2.2

可降低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我国出口的不

利影响

有利于降低出口贸易成本，提高贸易效率，
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口时效要求高，而日本通

关程序复杂，流程较为繁琐，物流时间长会导致

日本严苛的合格评定程序和检测标准，对我

生鲜类品质降低甚至变质。RCEP 第四章 —— 海

国动植物及其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 RCEP 第

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中指出，海关法律法规的可预

五章 ——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中规定，成员国在

见性、一致性和透明性，可简化通关程序，促进高

保护本国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减少缔约方之间的贸

效管理、快速通关。RCEP 的达成与实施有利于降

易消极，同时增强缔约方制定措施的透明度，加强

低出口成本，提高通关速度，从而提升贸易便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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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 医 管 理

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繁荣。
RCEP 实施后我国动植物及其产品进出口对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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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标准的统一
我国与日本动植物检验检疫监管体系不同，

建议
3.1

提高产品质量，增强国际竞争力
我国应加大科技投入，持续改善动植物及其

产品的加工工艺，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在动植物
及其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销售中不断加强对
产品质量的管控。企业应大力推行绿色生产、标准
化生产、规范化种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生产
科技含量更高、更有竞争力的产品，加强品牌建设，
通过高质量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提高国际竞争力。
3.2

提升产品质量管理体系，细化产品质量标准
提升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增强产品生产管理

能力，加强产品出口的源头质量管理和溯源机制；

合格评定程序不同，市场准入要求不同。RECP 的
生效与实施有助于加强两国间动植物检疫领域的合
作、交流和磋商。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与日本厚生
劳动省、农林水产省就农产品质量标准和检验检疫
体系积极开展交流合作 [13]，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指南和建议的制定，推进动植物疫情信息共享，推
动国际动植物疫情监测合作；提升我国动植物产品
检验检疫标准，提高农产品质量水平，减少被动通
报扣留的次数，提升出口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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