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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是中国的重要农产品出口市场。近年来,中韩两国农业经贸合作密切,中

韩自由贸易协定于2015年6月1日正式签署。为准确把握韩国农业发展情况,促进两

国农产品贸易发展,本文重点就韩国的农业生产、贸易和关税政策进行探讨,并详细

阐述了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农产品降税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对

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并对中韩农产品贸易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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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韩自由贸易区 (简称自贸区)谈判于2012年5
月2日正式启动,双方经过14轮谈判,于2015年6
月1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是中国重要农产

品出口市场,农业问题一直是中韩自贸区中双方十分

关注的问题。本文将在分析韩国农业生产、贸易、关

税政策和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双方农产品降税情况的基

础上,预判自贸区建设对双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 韩国农业生产、贸易和关税政策情况

1.1 农业生产情况

韩国是高人口密度的国家,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

营为主。由于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较高,韩国农产品竞

争力不强,价格明显高于国际市场平均水平。重要种

植品种稻谷,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一半以上,是

自给率最高的粮食品种。2014年,尽管种植面积同比

下降了2.1%,但因单产增长明显,稻米产量增长

0.3%,达424.1万t。据韩国农林畜产食品部数据,

2014年,韩国大米自给率97%,创近5年新高。

1.2 农产品贸易情况

韩国大部分农产品依赖进口,是世界第七大农

产品进口国,进口主要包括畜产品、谷物和水产品,

3类农产品进口额合计约占农产品进口总额的一半。

2014年,稻谷进口增长31%,中国是最大进口来源

国;小麦进口减少11.4%,玉米下降7.8%,牛肉

增长9.3%,猪肉增长13.4%。
中国次于美国是韩国第二大农产品贸易伙伴和

第二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韩国是中国第六大农产

品出口市场。中国在中韩双边农产品贸易中处顺差

地位。2014年,对韩国农产品出口占中国农产品出

口总额的6.5%,出口额48.7亿美元,同比增长

10.8%,进 口 额 7.6 亿 美 元,增 长 4.9%;顺 差

41.1亿美元,扩大12%;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以

水产品和蔬菜为主,二者合计占对韩国农产品出口

总额的52.7%,其中水产品主要为鲜活冷藏冷冻鱼

和甲壳软体动物 (表1)。自韩国进口主要农产品为

水产品、食糖和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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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14年中国对韩国出口主要农产品情况

单位:亿美元,%

出口类别 出口额 同比增长
占对韩国农产品

出口总额的比重

水产品 16.9 19.9 34.7
蔬菜 8.8 4.8 18.0
油籽 3.1 16.9 6.3
饼粕 2.2 58.5 4.6

粮食(谷物) 2.1 -21.5 4.4
合计 33.1 — 68.0

1.3 农产品关税情况

韩国对农产品实行高保护政策,其农产品关税

设置 (表2)主要有以下4个特征:
(1)平均税率高且存在关税高峰。2014年韩国

全部商品最惠国简单平均实施税率13.3%。其中,
非农产品 (包括工业品和水产品)平均实施税率

6.8%,农产品平均实施税率52.7%。农产品非零

关税税目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94.4%,其中1/10的

农产品关税超过100%,尤其是蔬菜和水果等中国

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的最高关税为887%。韩国

税率超过50%的产品全部是农产品,分别占农产品

和全部税目总数的9%和1.6%。
(2)关税结构复杂。韩国农产品主要使用从量

税,部分产品使用选择税,零关税产品很少。在韩

国的约束税率中,只有1.6%的产品是零关税产品

(24个九位税目);有2.4%的产品 (36个九位税

目)采用了选择税,在从量税和从价税中间选择较

高的税率征收,征收选择的主要产品包括:蜂蜜、
葱蒜等蔬菜、坚果、干鲜荔枝龙眼、辣椒干和辣椒

粉、姜、大麦、大豆、其他含油籽仁、丝,从非从

价税换算结果来看,部分产品的从量税税率偏高,
表现出防低价进口倾向。

(3)关税配额使用范围广。在韩国的农产品约

束税率中,关税配额 (TRQ)产品有214个 HS八

位税目,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14.3%,配额内和配

额外关税最高分别为50%和887%。TRQ产品分布

很广泛,包括:活动物、肉及食用杂碎、乳品、蜂

蜜、活树、蔬菜、水果及坚果、茶、谷物、谷物粉、
油籽、树脂、肉制品、糖及糖食、可可及制品、谷

物制品、蔬果制品、饮品、饲料、人造蛋白质、丝。
绝大部分非从价税用于TRQ的配额外税率。

(4)大米及其加工品至今尚未关税化。韩国使

表2 韩国分类产品关税水平

单位:%

产品
最惠国简单

平均实施税率

零关税数

目占比
最高税率

非农产品 6.8 16.8 <50
农产品 52.7 5.6 887
 其中:畜产品 21.7 3.0 89
    乳制品 66.0 0 176
    水果、蔬菜及花卉 58.7 0.2 887
    咖啡和茶 53.9 0 514
    谷物及其制品 153.6 0.2 800
    油籽和油脂 40.7 3.6 630
    糖及糖果 15.7 0 243
    饮料和烟草 32.2 0 270
    棉花 0.0 100 0.0
    其他农产品 20.4 21.6 754

  数据来源:世界关税概览。

用九位税目进行贸易产品编码,在1496个税目农

产品中,有18个税目的大米及其制成品尚未关税

化,目前采用配额方式管理。韩国的主要农产品税

率都是 WTO约束税率。

1.4 自贸区建设情况

韩国一直积极推行自贸区战略,是世界上签署

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签署并生效的

自由贸易协定11个,涉及智利、新加坡、欧洲自由

贸易联盟 (EFTA)、东盟、印度、欧盟、秘鲁、美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土耳其等48国;与中国签

署自由贸易协定但尚未生效;正在谈判的有中日韩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正在进行

联合可研或准备启动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10个

(表3)。

2 中韩自贸区双边农产品降税情况

中韩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于2006年11月启

动。双方经过5次联合研究会议,就货物贸易、服

务贸易、投资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2010
年5月28日,正在韩国访问的时任总理温家宝与韩

国时任总统李明博举行会谈。双方宣布结束中韩自

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并由双方经贸部长签署谅解

备忘录。2012年5月2日,双方宣布正式启动中韩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经过14轮谈判,于2015年6
月1日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根据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方农产品税目和贸

易自由化水平分别为93%和56%;韩方分别为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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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韩国已经签署和正在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一览表

协定签署、生效时间

 已经签署的自

由贸易协定

新加坡  2005年8月4日签署协定,2006年3月2日正式实施

EFTA  2005年12月15日签署协定,2006年9月1日生效实施

东盟  2006年8月24日签署协定,2008年11月21日正式生效

美国  2007年6月30日签署协定,2012年3月15日正式实施

智利  2003年2月1日签署协定,2004年4月1日生效实施

印度  2009年8月1日签署协定,2010年1月1日生效实施

欧盟  2010年10月6日签署协定,2011年7月1日生效实施

秘鲁  2011年3月21日签署协定,2011年8月1日生效实施

土耳其  2012年8月1日签署协定,2013年5月1日生效实施

澳大利亚  2014年4月8日签署协定,2014年12月12日生效实施

加拿大  2014年3月11日签署协定,2015年1月1日生效实施

中国  2012年5月举行首轮谈判,2015年6月1日签署协定

 正在进的自贸

区谈判

日本和中国  2013年3月举行首轮谈判。

RCEP  2013年5月举行首轮谈判,至2015年3月共举行7轮

  资料来源:根据 WTO网站资料整理。

和40%,并对另外占对韩国农产品出口额90%的中

方部分农产品通过国别配额和部分削减关税方式来

改善市场准入条件。具体而言,韩方承诺对占贸易

额40%的1584项中国对韩国出口优势产品在最长

20年内关税降零,包括水产品、部分果蔬、调料、
干果、罐头制品及饲料等;对占贸易额16%的21项

敏感产品给予中方国别配额;对占贸易额14%的20
项农产品实施部分降税,平均降幅35%;对15项禁

止性高关税产品进行关税封顶,封顶水平为130%。

2.1 关于中方农产品降税模式

中国对其1434个八位税目农产品采用7种降税

方式,详见表4。

表4 中韩自贸区中方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单位:个,%

类 别 税目数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比例 主要产品

立即零关税 278 19.4  活动物、水产品、活植物、干豆、坚果、肉桂、肉制品、动物饲料

5年内降税为零 78 5.4
 鲶鱼、鲤鱼、军曹鱼、蓝鳕鱼、木薯、干椰子、油菜籽、牛羊脂肪、可

可豆

10年内降税为零 649 45.3
 活动物、猪肉、羊肉、食用杂碎、水产品、动物毛发、果蔬及其制品、
茶叶、咖啡、中药、鱼肝油、亚麻籽油、肉制品、酒类、动物生皮

15年内降税为零 219 15.3
 牛肉、活鱼、虾、黄油、乳清、乳酪、禽蛋、奇异果、什锦水果、燕麦

片、树胶、动物脂肪、甜饼干、荔枝罐头、果汁

20年内降税为零 105 7.3
 牛肉、鲣鱼、榛子、板栗、西瓜、熏鱼、膨化食品、大蒜罐头、酵母、
酒和饮料

5年内降税8% 1 0.1  未列名食品

例外处理 104 7.3
 粮棉油糖、鲜奶、奶粉、鲨鱼翅、酸奶、鱼翅罐头、婴幼儿食品、罐

头、咖啡浓缩精汁

合计 1434 100.0

2.2 关于韩方农产品降税模式

韩国对其2252个十位税目农产品采用以下13
种降税方式,详见表5。

3 中韩自贸区建设对中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3.1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将为双边农产品贸易发

展创造一定的提升空间

中韩自贸区的建成将进一步降低区域内农产品关

税,产生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双边农产品发展。但从

中国对韩国出口方面看,由于韩国市场容量有限,且

目前对欧盟和美国的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高于中国,
因此自贸区带来的贸易效应相对有限;从进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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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韩国农业生产能力较低,农产品整体竞争力不 强,因此,中国自韩国农产品进口提高空间也有限。
表5 中韩自贸区韩方货物贸易降税模式

单位:个,%

类 别 税目数 占全部农产品税目的比例 主要产品

立即零关税 243 10.8
 活动物、肥猪肉、鳗鱼苗、牡蛎、骨胶原、牛精液、咖啡、加那

利草子、大豆粉、糖甜菜籽、动物脂肪、食糖、动物饲料、棉花、
羊毛

5年内降税为零 302 13.4
 冻鱼、鳕鱼片、香子兰豆、小麦、谷子、干椰子肉、甜瓜子、棉

短绒、鱼肝油、豆油、葵花油、口香糖、巧克力、饼干、面包、咖

啡和茶的浓缩精汁、蜂王浆、汽水、动物饲料

10年内降税为零 176 7.8
 牛杂碎、沙丁鱼、鳐鱼、鳕鱼、杜鹃、干果、糖浆、面食、酒和

饮料

15年内降税为零 425 18.9
 活鸟、冻杂碎、灵长目细粉、金枪鱼、鲣鱼、罗非鱼、尼罗河鲶

鱼、熏鱼、干豆、巴西果、芭蕉、椰枣、胡椒、啤酒花、中药、水

产制品、果蔬制品、烟草

20年内降税为零 435 19.3
 活马、鲜冷冻马肉、鳎鱼、长鳍金枪鱼、鲨鱼、乳清、菊苣、芹

菜、甜玉米、鳄梨、鱼制品、杏罐头、咖啡和茶的浓缩精汁、烟草

20年内降税为零,自第

11年开始降税
2 0.1  藻类、水果罐头

20年内降税为零,自第

13年开始降税
1 0.0  中药

立即降税1% 5 0.2  冻鱼、蟹、蔬菜罐头、调味汁

5年内降税10% 15 0.7  鳕鱼、牡蛎、冷冻蔬菜、海草、糖浆、花生制品、椰子汁

10年内降至130% 15 0.7  木薯、山药、玉米、大米粗粒、燕麦片

增设国别配额 21 0.9
 其他鱼苗、章鱼、蛤、赤豆、麦芽、淀粉、大豆、墨鱼及鱿鱼、
动物饲料用的原料

排除 16 0.7  大米

例外处理 596 26.5
 活牛、鲜冷冻牛肉、猪肉、羊肉、乳制品、部分果蔬及制品、茶

叶、大麦、荞麦、小麦粉、小麦团粒、中药、肉制品、食糖、面食

合计 2252 100.0

3.2 中国部分水产品和果蔬产品等优势农产品出口

将获益

某种产品在自贸区中的获益情况取决于贸易伙伴

该产品原有的关税水平及贸易伙伴在自由贸易协定中

的降税幅度。韩国农产品关税水平普遍较高,与此同

时,根据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韩方将对部分冻鱼、冷

冻蔬菜和水果罐头等中国优势农产品取消关税,并为

章鱼、蛤、墨鱼及鱿鱼等水产品增设国别配额,这将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中国相关农产品对韩国出口。

3.3 中国自韩国进口的加工农产品和高附加值农产

品将有所增加。
根据中韩自由贸易协定,除粮棉油糖和部分乳制

品等高度敏感农产品外,中国对自韩国进口的大部分

农产品取消关税。韩国虽然初级农产品生产能力有

限,但其农业现代化和精致化程度高,深加工能力强,
咖啡、糕点和饼干、饮料及酒等高端农产加工品具有相

对竞争力,中韩自贸区正式建成后,中国对绝大多数自

韩国进口的加工农产品最终免除关税,将进一步提高韩

国加工农产品的比较优势,刺激韩国对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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