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特征与问题 

入世以来，中国紧紧抓住市场开放带来的机遇，优化资源配置

和产业结构，蔬菜出口贸易快速发展，为促进就业、增加农民收入、

平衡农产品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近年来，中国蔬菜出口制约

因素增多，出口环境恶化，出口大幅波动，蔬菜贸易发展面临一系

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中国蔬菜出口贸易特征 

2001-2011 年，中国蔬菜出口总体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出口量

从 390.4 万吨增至 969.8 万吨，年均增长 9.5%；出口额从 23.5 亿美

元增至 117.2 亿美元，年均增长 17.4%，显著高于同期农产品出口

额 14.2%的年均增速。2012 年出口下滑，出口量、额分别比上年下

降 4%和 14.9%。2013 年虽然恢复性增长，出口量、额分别增长至

961.1 万吨和 115.9 亿美元，但仍未达到 2011 年的高点。 

（一）产品结构特点 

蔬菜出口以鲜冷冻蔬菜和加工保藏蔬菜为主，合计占出口总量

的 90%和出口总额的 70%以上，但近年来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

2001 年，鲜冷冻蔬菜出口额占蔬菜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40.3%，最高

升至 2010 年的 45.9%，2011 年开始，比重持续下降至 2013 年的



37.5%。加工保藏蔬菜出口额占蔬菜出口总额比重由 2001 年的

40.8%，升至 2008 年的 45.6%，之后持续下降至 2011 年的 31.6%，

近两年有所回升，2013 年为 38.6%，但仍比 2008 年低 7 个百分点。

干蔬菜和蔬菜种子出口额所占比重有所上升，2001-2013 年，两者

出口额所占比重分别上升 4.5 个和 0.5 个百分点（图 1）。 

 

图 1  2001-2013 年各类蔬菜出口额所占比重 

主要出口品种较为集中且集中度不断提高。鲜或冷藏的蒜头

（简称蒜头，下同）、干香菇、番茄酱罐头等 10 个产品为主要出口

品种，2013 年出口额合计 58.3 亿美元，占蔬菜出口总额的 50.3%，

其中蒜头和干香菇两个品种出口额合计占 21.5%（表 1）。20031-

2013 年间，前十大品种出口额所占比重年际间虽有波动，但总体呈

                                                             
1 2002 年以前干香菇没有单独税码，统归为干蘑菇，故本节选择 2013 年与 2003 年数据进行比较。 



上升趋势。 

表 1  中国蔬菜主要出口品种情况比较 

 

注：番茄酱罐头包括 HS 编码 20029011 和 20029019 两个 8 位税码；姜包括 HS 编码 09101100 和

09101200 两个 8 位税码；干辣椒包括 07129060、09042010、09042020、09042100、09042200五个 8位

税码；其他品种均为单一 8 位税码。 

（二）市场结构特点 

对亚洲、欧洲出口所占比重下降，对美洲、非洲、大洋洲出口

所占比重上升。中国蔬菜主要出口至亚洲和欧洲，2001 年，对亚洲

和欧洲分别出口 17.2 亿美元和 4.3 亿美元，分别占蔬菜出口总额的

73.1%和 18.4%；2013 年出口额分别增至 78.7 亿美元和 16.7 亿美元，

所占份额分别降至 67.9%和 14.4%。2013 年，对北美洲、非洲、南

美洲和大洋洲分别出口 8.9 亿美元、6.2 亿美元、4.2 亿美元和 1.2

亿美元，所占市场份额为 7.7%、5.3%、3.6%和 1%，与 2001 年相



比分别提高 2.1 个、4.8 个、2 个和 0.3 个百分点。 

从具体市场看，东盟、日本、欧盟、韩国、中国香港和美国是

中国蔬菜主要的出口市场，2013 年对上述市场共出口 89.1 亿美元，

占蔬菜出口总额的 76.9%，与 2001 年相比，比重下降 12.3 个百分

点。日本一直是中国蔬菜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2001 年对日出口

蔬菜占蔬菜出口总额的比重达 51.3%，而 2013 年降至 20.3%；随着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深入推进，近几年东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蔬菜

最大的出口市场，2013 年所占比重为 26.4%，比 2001 年提高 18.9

个百分点。2013 年，欧盟、韩国、中国香港和美国各自所占市场份

额在 5%-10%之间，与 2001 年相比，欧盟所占市场份额下降 6.2 个

百分点，韩国、中国香港和美国分别提高 1.9、2.2 和 1.9 个百分点。

从对六大市场的主要出口品种看，对东盟和中国香港出口的品种最

为集中，对韩国和日本则相对分散（表 2）。 

表 2  2013 年中国对主要市场的出口品种及其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三）出口价格变化特点 

入世以来，中国蔬菜出口价格总体呈上涨态势，但近年出现分

化。2001-2013 年，鲜冷冻蔬菜出口均价从每吨 442 美元涨至 723

美元，年均上涨 4.2%；加工保藏蔬菜出口均价从每吨 653 美元涨

至 1418 美元，年均上涨 6.7%；干蔬菜出口均价从每吨 1442 美元涨

至 5998 美元，年均上涨 12.6%。从近 3 年的情况看，鲜冷冻蔬菜出

口价呈持续下跌走势，2013 年价格比 2010 年下跌 20.7%；加工保

藏蔬菜价格持续上涨，累计上涨 31%；干蔬菜价格大幅波动，年际

间波动幅度超过 15%（图 2）。 



 

图 2  2001-2013 年蔬菜出口价格变化情况 

从主要出口品种看，2001-2013 年，蒜头出口价年均上涨 7%，

番茄酱罐头出口价年均上涨 8%，干香菇出口价年均上涨 14.1%。

从近 3 年情况看，蒜头出口价在 2010 年达到每吨 1675 美元的高点

后持续大幅下跌，至 2013 年已下跌 50.7%；番茄酱罐头出口价

2010 年大幅下跌后持续回升，2013 年已经接近 2009 年的最高水平；

干香菇出口价小幅波动，年际间波幅在 5%左右（图 3）。 



 

图 3  2001-2013 年主要品种出口价格变化情况 

（四）中国蔬菜出口在世界中的地位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蔬菜生产国和重要的出口国，据 FAO 统计，

2012 年中国蔬菜产量占全球的 51.9%。出口方面，2012 年中国蔬菜

出口额 104.5 亿美元2，仅次于荷兰居第二位，占全球出口总额的

12.6%。从发展趋势看，中国蔬菜出口增长较快，2001-2012 年，中

国蔬菜出口额年均增长 14.1%，比世界平均增速高 4.8 个百分点，

从全球第四位上升至第二位，所占比重也提高 4.8 个百分点（表 3）。 

表 3 全球主要蔬菜贸易国 

单位：亿美元、% 

                                                             
2 数据来自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蔬菜产品范围与中国有所不同。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目前全球蔬菜贸易集中在番茄、马铃薯、豆类3、洋葱、芦笋、

菜花和甘蓝、食用菌、辣椒、胡萝卜和萝卜、黄瓜、蒜头、莴苣和

生菜等品种上，中国的蒜头、食用菌、芦笋、番茄、胡萝卜和萝卜、

菜花和甘蓝等品种具有比较明显的出口优势（表 4）。 

表 4  中国主要出口蔬菜品种占全球市场份额及变化 

单位:% 

                                                             
3 包括干豆、干豌豆、小扁豆、鹰嘴豆、青豆（荷兰豆）、蚕豆、青豌豆、豆粉等。 



 

（五）中国蔬菜出口的作用 

拓展了就业空间。蔬菜出口能带动种植、加工以及运输、物流、

技术服务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吸收消化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以辽

宁岫岩县食用菌出口示范区为例，区内种植户达 4 万多家，有 20

多万人从事相关产业，占全县总人口的 38%。 

带动了农民增收。农民不仅能从种植出售蔬菜中获得收入，还

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稳定的收益，更能在出口蔬菜加工、物流企业

中务工获得可观的劳务收入。据辽宁省测算，该省国家级典型出口

示范区内相关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增收 30%以上。 

平衡农产品贸易。2004 年中国农产品贸易开始出现逆差，

2013 年逆差增至 511 亿美元。但蔬菜贸易一直呈顺差格局，2013

年贸易顺差 111.6 亿美元，仅次于水产品，成为平衡农产品贸易的



主要产品。 

此外，蔬菜出口还能带动生产向着优质高效安全的方向发展，

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优化布局，促进产业升级和农业增效。 

二、中国蔬菜出口面临的问题 

2012 年蔬菜出口一改之前连续 13 年的增长，出口量额齐降，

2013 年虽有恢复，但仍未达之前的高点。出现这一情况有多方面因

素，有些是短期的，但也有一些将持续存在，制约着蔬菜出口的健

康发展。 

（一）出口综合成本不断增加 

一是土地成本增加。山东省安丘市是蔬菜出口大县，出口企业

土地流转价格每年以 10%左右的速度上涨，2013 年每亩约 1200 元，

不断上涨的土地流转费用不仅抬高了蔬菜生产成本，而且给企业带

来较大的资金压力。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新疆番茄采摘工人日工

资由 2006 年的 60 元上涨到 2012 年的 120 元，有的地区高达到

180 元，5 年内翻了一倍。由于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2012 年新疆

番茄酱出口成本价基本与美国持平，较 2009 年提高 280-330 美元/

吨，原有的成本优势下降。三是人民币升值。自 2010 年以来，人

民币对美元已经累计升值 10%以上，导致企业利润受到很大影响。

特别是 2013 年日元又大幅贬值，以日本为主要市场的出口企业面



临较大困境。四是农业投入品价格过高。许多出口蔬菜需要使用进

口种子生产，其价格过高给企业和农户带来巨大压力。以加工番茄

为例，虽然国产种子价格仅为进口种子的 1/3，但因其在发芽率、

固形物含量、成熟整齐度、产量等方面均低于进口种子，生产中仍

广泛使用进口种子。 

（二）出口产品附加值低且缺乏品牌 

一是出口产品加工程度较低。以番茄酱罐头为例，2013 年中国

出口的番茄酱罐头中重量超过 5 千克的大包装产品占 55%，特别是

对欧盟、俄罗斯、东盟和日本出口的大包装产品比重超过 90%。外

商进口后，再将大包装换成小包装或制成番茄沙司，卖给最终消费

者。大包装产品的单价比小包装（重量低于 5 千克）低 15%-35%，

所以中国番茄酱产品出口价格始终比国际市场价格每吨低 100-240

美元。二是缺乏品牌。对辽宁、山东、河南、新疆等省（区）多家

蔬菜出口企业的调研显示，企业出口基本以贴牌为主。企业反映，

贴牌出口的利润很低，仅为 3%-5%，但是当这些产品被冠以进口商

的商标并进入当地市场后一般会增值 20%-30%。由于以上原因，近

年来一些产品出口价格虽上涨，但不能有效化解成本上升带来的压

力。2001-2013 年，国内蒜头批发价4年均涨幅为 9.4%，但出口价格

年均仅上涨 7%；同期国内番茄批发价年均上涨 9.9%，而“番茄酱

                                                             
4数据来自农业部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网。 



罐头”出口价年均上涨 8%，如果加上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则出口

价格涨幅相对更低。 

（三）出口市场过度集中 

中国蔬菜主要出口市场集中在周边国家（地区）以及欧盟、美

国和巴西，集中度较高，一旦进口国（地区）设置贸易壁垒出口便

大幅波动。巴西是中国蒜头第二大出口市场，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

对巴西出口曾占中国蒜头总出口的近 30%。1994 年巴西开始对原

产中国的蒜头5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1996 年决定对从中国进口的

蒜头征收每千克 0.4 美元的反倾销税，2001 年提高至 0.48 美元，

2007 年又提高至 0.52 美元，2013 年继续提高至 0.78 美元。巴西的

反倾销措施一度导致中国对巴西蒜头出口量下降 2/3，中国蒜头占

巴西市场份额也从 30%左右降至 13%。其他主要出口市场中，美国

自 1995 年起对中国蒜头进口征收高达 376.67%的反倾销税并延续

至今，韩国、日本曾分别在 2000 年和 2001 年对中国蒜头进口紧急

征收高关税，欧盟和印度尼西亚则对中国蒜头进口实行严格的配额

管理方式。 

（四）出口行业秩序混乱 

由于蔬菜加工和出口的门槛相对较低，加之缺乏统一规划和监
                                                             
5 包括 07032010（鲜或冷藏的蒜头）和 07032090（其他鲜或冷藏的大蒜）两个税目，中国主要出口的是 07032010（鲜

或冷藏的蒜头）。 



管，近年出现了一些品种产能严重过剩、出口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

加剧了出口量和出口价格波动，行业和企业利润不断下降甚至亏损，

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平稳和可持续发展。2000-2008 年中国番茄酱出

口价格连年上升，国内原有的番茄加工企业纷纷扩建生产线，新增

了大量加工厂。据统计，上世纪 90 年代初新疆加工企业共 30 多家，

2008 年的大小番茄酱加工企业已有 50 多家，2009 年新增加工企业

31 家，到 2012 年已拥有 116 家番茄制品出口企业、317 条番茄加

工生产线。全国的番茄酱加工产能是市场容量的 3 倍。此外，很多

蔬菜出口小企业，没有固定原料基地，以零散收购为主，无法有效

地控制出口产品的质量安全，一个企业产品质量出现问题，往往会

导致进口国对整个行业提高进入门槛。 

（五）应对进口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难度加大 

近年来，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越来

越隐蔽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成为中国蔬菜出口需要面对的困难之一。

据统计，2012 年中国蔬菜出口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动扣留

和拒绝进口批次比 2011 年增加近四成，2013 年又比 2012 年增加近

两成。近年来，日本加强了对中国的葱、甘蓝、韭菜、香菜、莲子

和香菇等多种蔬菜的质量检查，导致对日蔬菜出口增长缓慢，2013

年更是出现下降。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多地采用技术性贸易壁垒措

施。2012 年 6 月，印度尼西亚农业部规定，除与其签订果蔬产品检



验检疫互认协议国家的新鲜蔬果可以直接进入雅加达港口外，其他

国家的蔬果等冷冻货柜只能经泗水港、望加锡机场等 7 个限定口岸

入境，这些口岸均远离雅加达，徒增了运输成本。因中国未与印度

尼西亚签订此协议，该规定成为阻碍中国蔬菜出口到该国的贸易壁

垒。 

（六）部分企业过度依赖出口退税 

出口退税是很多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2012 年起，国家免征蔬

菜流通环节增值税，根据“未征不退”的原则，属于免税范围的初

级加工蔬菜不再享受出口退税政策，部分干蔬菜的出口退税率也降

至“征 13 退 5”的水平。对过度依赖出口退税的企业，利润下降甚

至亏损，选择了观望或者减少出口。2013 年，国家再次对蔬菜出口

退税率进行调整，将干香菇等 4 种主要出口干蔬菜的出口退税率从

“征 13 退 5”提高至“征 17 退 15”。这一调整直接促使干蔬菜出

口比上年大幅增长 39%。可见，多数企业开发利润增长点的能力相

对较低，过多依赖出口退税获取利润。国家政策调整的初衷是降低

国内流通环节成本，有利于提高中国蔬菜的国际竞争力，但部分企

业由于长期以来过度依赖出口退税，在政策调整后没有及时改变经

营模式，政策调整对其影响较大。 

此外，从产业发展角度看，国内蔬菜产业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制

约着出口的健康发展，如个别品种产量和价格大起大落，公共服务



频繁出现缺位，产业信息体系建设依然滞后等。受以上因素共同影

响，近年来出现部分蔬菜出口订单向其他国家转移的情形，不仅转

移至东南亚国家、埃及、乌克兰等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如西

班牙、新西兰等也在积极占领中国的传统市场。 

三、中国蔬菜出口形势展望 

（一）全球蔬菜产业和贸易发展趋势 

生产方面，受农业科技水平提高的影响，蔬菜单产仍有增加的

空间，加之蔬菜种植比较效益较高，在与其他作物竞争种植面积中

将占据优势，因此全球蔬菜产量将保持增长。消费方面，由于全球

人口在 2050 年前将持续增长，蔬菜又是生活必需品和健康消费品，

消费也将不断增加。受益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全球蔬菜贸易也将

保持增长。但近年来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信心指数下

降，对进口蔬菜的需求减弱。全球经济不景气还导致贸易保护主义

有所抬头，发达国家倾向于运用各种技术性贸易壁垒提高蔬菜进口

的门槛，蔬菜贸易将面临更加严格的检验检疫程序和更加复杂的技

术性贸易壁垒。预计未来几年全球蔬菜贸易将缓慢增长。 

（二）中国蔬菜产业和出口发展趋势 

供给方面，蔬菜种植收益高于其它大宗农产品，科技研发投入



较大，长期看产量仍将稳中有增。消费方面，随着民众收入增加、

生活水平提高、健康意识增强，蔬菜消费量也相应增加。除此之外，

蔬菜加工品以及休闲食品消费增长迅速，也将带动蔬菜总体消费的

增加。价格方面，由于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不断上涨，蔬菜价格总

体将进入上涨通道。出口方面，国内面临成本上涨、价格优势不断

削弱等问题，国际上面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蔬菜进口需求有

所降低等困境，蔬菜出口遇到的困难将越来越大。令人欣慰的是，

近年来一些企业积极应对上述问题，如将蔬菜出口基地从东部地区

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采取国外建厂的方式以规避进口国的贸易壁垒，

开发蔬菜休闲食品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创建品牌、开拓新市场等，

因此未来中国蔬菜出口仍有望保持增长，在全球市场中将继续巩固

自己的传统地位。 

 

 

（选自《2014 中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