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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水产品加工贸易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年来，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在国际市场占比

较高，但近年来的竞争优势呈现减弱趋势。本文在综述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水产品加工水

平、用工成本、企业组织化程度、加工设备及国际贸易壁垒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因

素，提出了发展建议和策略，以期为改进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现状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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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of aquatic produc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trade occupy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owev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has diminished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trade, and analyzes the major influencing factor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chnical level, cost, the 
degree of organization of enterprises, processing equi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barriers. Som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enhancing China’s competitiveness in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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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是世界上贸易程度最高的食品之一，供给和

需求的多样化促进了水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统计，2012年全球水产品出口量占贸易总量的

38%，金额达1 292 亿美元[1]。水产品贸易在保障我国经济

发展与国民食品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我国加入

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水产品贸易不断发展[2-3]。据联合国

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水产品

年出口额已突破200 亿美元，连续13 年位居世界首位[4]。 

2000—2016年，我国水产品贸易呈现顺差，且逐年扩

大。2000年的贸易顺差为19.8 亿美元，此后差值逐年

上升，到2016年达到113.64 亿美元，这主要是由于除了

美、日、韩等传统出口市场外，我国对中南美洲和非洲

国家及我国台湾省的出口增长幅度较大[5]。

国内学者对水产品贸易的研究也逐年增加。李焱

等 [6-7]认为，出口结构的集中、中国渔业经济总产值、

外币对人民币汇率、水产品价格和进口国国内生产总值

（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是影响我国水产品贸易

的主要因素。韩丽娜[8]、单亚东[9]等认为，我国水产品贸

易虽然具有一定竞争优势，但近年来在国际上的竞争优

势呈现逐步减弱趋势，而贸易壁垒是制约我国水产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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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贸易发展的重要阻力。王春华[10]和于正尉[11]认为，某

些国家通过设立技术性贸易壁垒致使我国水产品出口损

失较大。李晨等[4]认为，我国水产品出口升级仍主要是

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部分进行，与美国、智利等国家相

比可以看出高端产品比重仍严重不足。综上所述，国内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水产品加工贸易进行了研究，但多基

于单一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当前我国水产品

进出口贸易总体情况以及水产品加工贸易的现状进行分

析，对影响水产品加工贸易的因素进行梳理，并提出新

形势下促进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的建议。

1 2017年我国水产品进出口贸易总体情况分析

据国家海关数据统计，2017年1—9月，我国水产品

进出口总量697.48 万t，进出口总额235.14 亿美元，分别

同比增长14.85%和8.12%，量额增幅较大。其中出口量

311.09 万t，出口额150.43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04%

和1.13%；进口量386.39 万t，进口额84.72 亿美元，分别

同比增长26.53%和23.27%。贸易顺差65.71 亿美元，同比

减少14.32 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

不利于我国水产品贸易的平衡发展，有计划地增加进口

才更能满足国内市场的多样化需求[12-14]。

1.1 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量额双增

2017年1—9月，水产品一般贸易出口量218.88 万t、出

口额111.16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3.20%和0.83%，占水产

品出口量的70.36%，占水产品出口额的73.90%。其中，头

足类（墨鱼、鱿鱼及章鱼）、对虾、罗非鱼、鲭鱼等作为

一般贸易主要出口品种实现出口量额同比双增。

表 1 2017年1—9月我国一般贸易主要水产品出口情况

Table 1 Major export species of general trade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7)

品种
占一般贸易

出口额比例/%
出口量额 同比增减/%

数量/万t 金额/亿美元 数量 金额

头足类 21.36 35.73 23.75 4.00 4.42
对虾 11.71 10.94 13.01 8.63 10.39
贝类 8.51 17.30 9.46 －8.15 －9.45
罗非鱼 7.97 29.50 8.86 4.44 1.88
鳗鱼 5.95 3.15 6.62 0.46 －3.26
蟹类 5.25 4.00 5.84 －8.91 －3.63
鲭鱼 4.69 27.74 5.22 31.23 28.12
藻类 3.02 4.65 3.36 －8.93 4.43
大黄鱼 1.33 2.17 1.48 －12.59 －6.07

淡水小龙虾 1.63 1.67 1.81 －14.82 －15.91

由表1可知，头足类水产品前3季度出口量额分别同

比增长4.00%和4.42%，尤其是第2季度出口到泰国、葡

萄牙和日本的量额大增。我国罗非鱼出口产品包括冻罗

非鱼片、冻罗非鱼、鲜活罗非鱼等，主要出口市场为美

国、墨西哥、欧盟及俄罗斯。目前，罗非鱼出口摆脱了

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成功开拓了新兴市场，如非洲（科

特迪瓦、喀麦隆、赞比亚）、伊朗、以色列等，出口量

额分别同比增长4.44%和1.88%。说明我国养殖及捕获的

头足类、对虾、罗非鱼、鲭鱼等数量充足，也表明国外

市场对这几种产品有较大需求。

我国鳗鱼业主要集中在福建、广东、江苏、浙江、

江西等省份，出口以烤鳗为主。一段时间内，由于养殖

规模井喷严重，造成产品同质竞争激烈，导致鳗鱼价格

大幅下跌的情形时有发生，甚至曾一度出现烤鳗价格低

于活鳗鱼的现象。与此同时，鳗鱼产品的质量未得到及

时提高，加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我国鳗鱼出口主要供

应日本，销售地相对集中，日本对我国鳗鱼出口进行限

制时将带来极大的销售风险。此外，我国鳗鱼出口还面

临种种不利的贸易技术壁垒，预计短期内出口量额难有

较大突破[15]。

1.2 来进料加工贸易进出口量减额增，来料加工比例持

续下降

我国水产品贸易以一般贸易为主，多种贸易方式并

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水产品加工贸易国，我国的水产

品来进料加工出口曾多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但受到生

产成本，尤其是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汇率波动、同构

竞争以及全球经济低迷等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我国

来进料加工贸易结束了持续多年的快速增长态势，竞争

优势逐年下降。

2017年1—9月，我国水产品来进料加工原料进口量

81.72 万t，同比减少4.19%，进口额18.51 亿美元，同比

增加10.33%，比去年同期量额双降趋势有所缓和。来进

料加工贸易出口额有所增加，其中出口量78.49 万t，同

比下降4.44%，出口额37.43 亿美元，同比上涨0.59%，

占水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为24.89%，同比下降0.13%。

其中，进料加工出口量64.55 万t，同比下降3.53%，出

口额28.88 亿美元，同比增长1.18%；来料加工出口量 

13.95 万t，出口额8.56 亿美元，分别同比减少8.47%

和1.34%，出口额占来进料加工出口总额的比例降至

22.86%，同比下降0.45%。

1.3 泰国、欧盟、香港及韩国等主要出口市场持续低迷

表 2 2017年1—9月主要市场水产品的出口情况

Table 2 Major export markets of aquatic products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7)

出口市场 数量/万t 数量同比增减/% 金额/亿美元 金额同比增减/%

日本 46.69 4.07 28.23 4.69
美国 39.96 3.09 23.10 7.78
东盟 48.54 13.35 19.86 －0.99
泰国 12.72 －28.54 6.30 －24.41

印度尼西亚 7.89 170.93 1.75 137.79
欧盟 39.47 －3.86 16.68 －1.86
香港 13.09 －17.00 12.84 －13.25
台湾省 9.75 －4.58 12.26 1.88
韩国 30.93 －12.75 10.44 －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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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2可知，日本仍是我国水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

日本进口我国水产品的数量约占其进口水产品总量的

14%，以金枪鱼类、虾类、鳕鱼类和鱿鱼类为主。2017
年1—9月，日本水产品消费者物价指数上升，水产品进

出口量额增长，主要市场水产品零售价格有差异，价格

总体稳中有升。

中国和东盟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水产品是双方

五大重点合作领域之一。启动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

区后，双方水产品贸易规模逐年攀升[16]，水产品贸易总

额从2009年的11.4 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40.7 亿美元，

年增长率17.2%，远超过8.3%的商品贸易平均增长率。

其中，我国出口至东盟的水产品贸易总额也从2009年的

7.6 亿美元增至2016年的28.1 亿美元，增长269.7%。2017
年1—6月，我国对东盟的水产品出口量额同比双增，但

从7月份开始，由于出口到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当期出口量

额同比下降，导致1—9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额为19.86 亿
美元，同比下降0.99%。东盟出口市场中泰国占主要地

位，受头足类、贝类及鲜冷冻鱼类出口量额下降的影

响，我国对泰国的水产品出口量额分别同比减少28.54%

和24.41%。另一方面，由于捕捞产品鲭鱼出口急增，我

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水产品出口量额分别同比增长170.93%

和137.79%。

1.4 水产品出口基地仍集中于沿海省份

表 3 2017年1—9月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省份的出口情况

Table 3 Major export provinces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7)

省份 数量/万t 数量同比
增减/%

占出口总量
的比例/% 金额/亿美元

金额同比
增减/%

占出口总额
的比例/%

福建 67.58 3.51 21.72 41.20 －2.49 27.39
山东 77.57 －5.21 24.94 34.53 1.51 22.95
广东 40.62 7.41 13.06 24.20 5.95 16.09
辽宁 62.10 19.13 19.96 21.21 11.03 14.10
浙江 34.67 －1.64 11.14 12.67 －3.40 8.42
海南 10.71 14.90 3.44 3.58 10.51 2.38
广西 3.59 －4.54 1.15 2.74 5.40 1.82
江苏 4.06 －22.55 1.31 2.37 －19.44 1.57
河北 2.72 －19.13 0.87 1.86 －20.42 1.24
湖北 1.49 －11.67 0.48 1.53 －11.30 1.02
江西 0.54 －21.57 0.17 1.36 －19.64 0.91
吉林 3.60 12.94 1.16 1.29 28.59 0.86

由表3可知，福建、山东、广东、辽宁、浙江、海南

等沿海省份仍是我国水产品的主要出口省份。借助地域

优势，福建省今年继续位居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省份首

位，但受到泰国、香港等地出口额下降的影响，福建省

2017年前3季度的出口额同比下降2.49%；而受到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等出口市场持续走高的影响，福建省2017
年前3季度的出口量同比增长3.51%。山东省是我国来进

料加工出口大省，随着原料、用工、生产资料等各种成

本的不断变化，致使传统行业优势丧失，合作伙伴不断

将合作项目转移到东南亚国家，水产品来进料加工下降

压力明显。针对此情况，相关企业对进料加工原料品种

进行了优化调整，通过增加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新

产品的开发，保证了产品结构的持续优化和调整，有效

弥补了与东南亚低端市场恶性竞争的劣势。此外，随着

我国海洋生态环境的改善、食品安全追踪系统的完善、

多元化营销平台的构建以及欧盟解禁双壳贝类等国内外

一系列有利措施的实施，山东省2017年前3季度出口量减

额增，呈现明显的恢复性增长，逆转了2015年量额双减

的不利形势[17]。

1.5 2017年前3季度水产品进口量额双增

表 4 2017年1—9月我国水产品主要进口国家和地区的进口情况

Table 4 Major import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January to September, 2017)

国家和
地区

占进口总额的
比例/%

进口量额 同比增减/%

数量/万t 金额/亿美元 数量 金额

秘鲁 16.19 90.31 13.72 120.06 101.28
俄罗斯 14.10 86.92 11.95 15.37 7.92
美国 12.15 37.38 10.29 2.28 12.02
东盟 11.46 46.26 9.71 －1.84 6.32

印度尼西亚 3.83 19.07 3.25 －1.99 5.47
越南 3.18 16.84 2.70 16.72 19.83
加拿大 6.54 7.99 5.54 16.24 20.13
智利 5.33 15.10 4.51 12.39 17.54
挪威 3.68 13.48 3.12 31.09 29.26
新西兰 3.48 5.09 2.95 －18.18 －6.46
欧盟 3.27 10.14 2.77 47.48 51.58

2017年1—9月，我国水产品进口量386.39 万t，进口

额84.72 亿美元，分别同比增长26.53%和23.26%。由表4
可知，除了东盟和新西兰市场的进口量有所下降，其他

进口市场均量额双增。秘鲁一直是我国水产品的主要进

口国，产品主要包括鱼粉及冻鱿鱼等。2017年1—9月，

我国从秘鲁进口的鱼粉及鱿鱼类产品量额激增，分别同

比增长120.06%和101.28%。我国鱼粉加工企业已由原来

的300余家缩减至2015年的50 家左右，今后可能会继续

减少，压减的饲料产能将继续由进口产品弥补。由于汇

率变动、政府换届等原因致使秘鲁厂家鱼粉成本提高，

而我国港口鱼粉库存量下降，因此近期进口鱼粉市场挺

价气氛较浓。同时，2018年1月起，秘鲁对虾将进入我国

市场，未来我国从秘鲁进口水产品的量额可能会继续上

升。我国从东盟进口水产品的数量同比下降1.84%，主要

是由于东盟对我国的鱼粉出口量大减。

2 影响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因素

2.1 国际市场需求低迷，经济形势不明朗

外需市场需求低迷是影响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稳

定增长的最主要原因。美国经济复苏放缓，欧元区经济



60 2018, Vol. 32, No. 2
专题论述

肉类研究
MEAT RESEARCH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
CHINA MEAT RESEARCH CENTER

受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影响等因素均使外部

市场需求不振，对主要出口市场的出口订单金额明显下

降。同时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大宗农产品价格波动较

大，对我国水产加工行业冲击较大[18-19]。

此外，由于今年国内经济形势改变，不少企业融资

发生困难，各地存在贷款难、放款难现象，导致相关企

业资金链出现危机，减少了加工生产与设备的更新。

2.2 总体加工技术水平落后，加工设备有待更新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水产品加工技术和产品结

构得到长足发展和调整，但加工技术水平总体仍不高，

主要体现在：1）产品精深加工程度低、同质竞争激烈。

出口产品主要为初级产品，高附加值水产品的出口尚未

形成一定规模优势。大多数企业仍以简单冷冻、切割等

低附加值产品为主，存在产品加工比例不高、附加值

低、品种单一的问题，只能赚取少量加工费。2）部分

水产品质量不稳定或不过关。近年来，由于环境污染加

剧、养殖成本上升，部分水产加工企业可能会通过原料

以次充好或将精加工转为粗加工的方式增加利润，导致

产品质量难以得到保证，抵御和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的能

力较差。3）技术与管理人才短缺。对行业有深入了解且

有一定技术经验积累的人才较为短缺，制约了水产加工

行业的高速发展。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水产加工企业必须加快转型升

级，引入、更新新型加工设备，实现以设备替代人力，

减轻员工的劳动强度。但由于目前部分设备的稳定性

相对较差，尚无法完全代替人手操作。同时，动辄几

十万、上百万的精密设备仅靠企业自身的积累很难实现

设备升级的目的[20]。

2.3 企业组织化程度低，用工成本上升

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数量众多，但是规模不大，

这与我国作为水产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不相符。大规模企

业数量较少、联合协会影响较小导致我国水产品加工贸

易在国际市场上较为被动。我国水产品加工行业管理、

协调机制不健全，没有真正形成企业区域化、规模化经

营。企业之间易产生过度竞争，不少企业不惜恶性压

价，中、小企业以降低产品质量、丧失企业信誉为代

价，以求一时生存；大品牌企业也只能以降低赢利空间

为代价获取订单。

目前，我国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劳动力价格正在逐年

提高，先前的劳动力优势正在逐步向东南亚（越南、泰

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转移，这些国家的劳动力成本

目前约为国内相关企业的1/2左右，造成我国水产品生产

成本逐年上升，严重挤压企业经营的利润空间。特别是

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导致加工企业用工紧缺，人力资源

严重不足。以水产品来进料加工为例，虽然简单加工品

的订单在不断缩减，但精深加工和高附加值产品品种增

速很快，极大地弥补了简单加工品的转移，订单一直比

较充足。但是多数企业出现用工荒，导致部分订单延期

发货甚至退单，特别是秋季以来，由于人力补充低于预

期，致使部分企业第4季度的订单无法完成，不得已只能

放弃。以水产品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承担了较大

的人员安置就业等社会责任，应该及时出台针对性的政

策支持。

2.4 关税及国家税收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

欧盟对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的关税抵制也是影响我

国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东南亚国

家享有出口欧盟的优惠关税，导致我国水产品出口至欧

盟与出口至东南亚各国的关税相差近20%，从而失去竞

争优势。高税收制约了国内市场的开发，“两条腿”走

路遇到瓶颈。在国外市场萎缩的情况下，加工企业致力

于国内市场的开发，但高额税率抑制了国内市场的开发

进程。例如，冷冻海产品关税为10%、增值税13%、综合

税率24.3%，如果把进口冷冻水产品转为内销，需要负担

高额税率。

2.5 国外贸易保护主义及贸易性技术壁垒仍有影响

目前，我国水产品主要出口市场国纷纷采取“技术

壁垒”，对我国水产品出口企业实施卫生注册、提高检

测标准、增加检测项目、采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

当前，以食品质量安全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壁垒”正被

越来越多国家作为一种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手段广

泛采用[21-23]。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技术壁垒”正在

加剧，俄罗斯等一些国家也争相效仿，不但增加进口产

品的检测项目，提高检测标准，而且还从证书格式、食

品标签等方面加以限制，使得水产品出口门槛趋高，对

外贸易摩擦风险增大。近期，拉美国家退证查询证书数

量激增。在退证查询中，区域性优惠原产地证书被某些

进口国海关引用种种原产地规则，进而成为新的贸易壁

垒，通过延长通关时间、推迟甚至取消关税优惠对我国

出口水产品设置障碍。

3 我国水产品加工贸易的对策与建议

3.1 出台相关政策，优化企业发展软环境

首先，近年来加工成本费不断上涨，政府应考虑在

水、电、运输等费用上给予政策支持与补贴，降低进出

口环节缴纳的相关税费，以刺激产品出口。其次，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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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业协会的扶持力度，有利于行业协会对行业进行宏

观调控管理，制定实施水产品加工发展的长远规划；协

调和会同商务、海关、检验检疫、边贸等有关部门就各

省市水产品加工对外贸易开展定期监测和预警，建立长

效联动工作机制。这样不仅能够提高各有关部门对于水

产品对外贸易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而且能够将国际形

势、国内政策、价格、产品质量标准等信息及时反馈给

企业，以便企业能及时掌握行业的动态变化，及时调整

企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24-26]。

3.2 完善基础设施，协助企业改善硬环境

政府应协助水产加工企业改善硬环境，加快道路、

桥梁、码头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交通运输物流瓶颈问

题，降低运输成本对企业的制约；加快水产品加工园区

内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园区内水产品来进料加工企业

税收、土地方面的优惠；引导、鼓励有实力的企业加快

冷藏库的建设，为来进料加工原料、制成品的中转、贮

运提供良好环境；尽快完成保税库建设，为海关监管、

检验检疫部门提供便捷的口岸环境；对水产品来进料加

工企业在融资、用电、用水等方面给予政策上的支持。

3.3 加大精深加工产品及差异化产品的研究开发

政府应加强对创新型加工企业的科技扶持力度，通

过质量认证、品牌创建等方式引导一批龙头企业以新技

术、新装备开发为主题增强其技术创新能力，优化出口

产品结构，生产适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端产品，减少与

其他新兴市场，尤其是东盟国家产业的重合度，如冻罗

非鱼片、冻虾仁等[27]。另一方面，政府应多方组织科研

院校与企业横向合作，建立技术研发中心，加快科技成

果转化，通过产学研结合方式就精深加工、贮藏、运输

等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展开科技攻关，推动水产品出口由

传统的生产成本优势向新的核心竞争优势转化[28]。

3.4 借“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水产品加工贸易发展

当前，我国明确提出要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即“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东盟”是我国水产品的主要贸易伙伴

国，“一带一路”国内重点省份中多个省份是重要的渔

业主产区。因此，应当科学规划“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水产贸易国际化布局，因地制宜对目标国家开展国际贸

易合作；优化水产品结构，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国际贸易互补性[29-30]。

3.5 进口坚持“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原则，构建开放

型适度贸易保护政策框架

重点进口捕捞品种与高营养级别、高蛋白消耗型养殖

品种。对于国内捕捞不能满足的部分品种以及国内养殖不

能满足的高营养级别品种，应鼓励进口；鼓励鱼粉等饲料

原料进口；对于巴沙鱼等进口品质良莠不齐、市场混乱的

白肉鱼加工产品，考虑到替代性较强的罗非鱼在国内养殖

规模较大，应从质量安全标准方面予以规范和限制进口。

在水产品进口贸易保护政策方面，应构建开放型适

度保护的贸易框架，避免给国内产业带来猛烈冲击。同

时，建议研究以流通终端反向追溯方式，倒逼“灰色渠

道”进口转向“正规渠道”，加快构建跨境电商监管政

策和通关便利措施，正确引导进口贸易发展。

3.6 积极扩大内需，开拓国内市场

随着现代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人们对于食品营

养和健康的需求不断增加，含有优质蛋白质的水产品的

需求越来越大。为更好地完善我国水产品贸易结构、减

小贸易顺差，需要扩大我国内需。今后应采取“两条腿

走路，侧重国内市场发展”的措施，即以出口产品的标

准，按照“同线同标同质”的三同工程要求积极开拓国

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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