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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中选取中国−东盟自贸区、中韩自贸区和中日韩自贸区 3 个典型中国自贸区案例，回顾和总结其建设进程和相关
研究；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现有中国相关自贸区建设对林产品贸易影响的相关研究成果和不足。现有研究主要从关税
政策、环境政策以及非关税壁垒政策角度探究自贸区建设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并从贸易规模、国际竞争力、潜力测评 3
个角度分别讨论中国自贸区林产品贸易现状，尤其是基于自贸区关税配额、分类减让和系统例外 3 种降税政策分析和比
较自贸区建设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现有研究表明，目前对自贸区背景下的林产品贸易研究缺乏，尤其关于自贸区建设
对中国林产品贸易流量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明显不足，且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今后可以重点开展不同自贸区政策
下的我国林产品在出口贸易结构和流向上的差异性比较研究和潜在自贸区对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影响的预测与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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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selects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China-South Korea Free Trade Area and ChinaJapan-South Korea Free Trade Area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ir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lated
researches. Then the literature review is made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se free trade areas
development on forest products trade. The current researches attempt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free trade areas
development on forest products trad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ariff policy,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nontariff barrier policy, and discus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rest products trade in these free trade area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trade scal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potential evaluation. And the impact is
also analyzed and compared based on three tax reduction policies of tariff quota, classified concessions and
system exceptions implemented in the free trade areas.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the forest products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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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text of the free trade areas, especially on the impact of the free trade area development on the trade
flow and trade structure of forest products in China,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is limited. The future research
could be focused on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ifferences in the trade flow and structure of forest products
between different free trade areas of China and the forecast and evaluation study of the impact of potential
free trade area on the forest products export trade of China.
Keywords: forest products trade， free trade area development， tax reduction policy， trade flow， trade
structure，China

自由贸易区政策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成员

1.1.1 第1 阶段：大幅度下调关税阶段（2002−2010 年）

国相互彻底取消商品贸易中的关税和数量限制，使

该阶段从 2002 年《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

商品在各成员国之间可以自由流动，但成员国仍保

架协议》开始，到 2010 年 1 月中国对东盟 93% 的产

持各自对非成员国进口商品的限制政策。自由贸易

品关税降到零为止。主要特征是协议覆盖面广，除货

区区别于其他区域一体化组织形式的特征在于其并

物贸易外，也包含服务贸易以及经济和投资合作等，

不要求完全消除壁垒，只需要具备共同降低关税的

在此期间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签署了 18 个合作项目，

[1]

愿望 。它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程度最高的组织

涉及金额高达 48.96 亿美元 。2003−2010 年东盟由

形式，却是目前最为普遍和流行的应对单边保护和

中国的第 5 大贸易伙伴发展为第 3 大贸易伙伴 。根

贸易保护主义挑战以及实现相互间贸易自由化所进

据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fta.mofcom.gov.cn）信息，

[2]

[3]

[4]

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 。加入 WTO 以来，中国对自

几乎所有林产品类别均被包含在一轨和二轨的正常

贸区建设日渐重视，到 2019 年共签署自贸区协定

产品行列，菲律宾、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于 2012 年

17 个，涉及国家（地区）范围广泛，但以发展中国家为

对中国林产品实现了零关税。关于这一阶段的研究

主。本文将选取典型案例，回顾和梳理中国自贸区

主要集中于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变化以及自贸区的

建设进程以及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总结中国自贸

贸易效应上。Guilhot 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构

区相关政策和实践进程，另一方面为后续开展自贸

建不会导致很大的贸易转移，在获得贸易创造效应上

区建设对林产品贸易总体及结构的影响等相关研究

具有重要潜力且将一直存在。
1.1.2 第2 阶段：全面建成自贸区阶段（2011−2015 年）

奠定基础。

1 自贸区建设实践及相关研究
在中国参与的 17 个自贸区协定中，中国−东盟、

[5]

2009 年 8 月中国与东盟签署《投资协议》，标志自
贸区主要谈判结束；2010 年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宣
布建成。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服务贸易的增长。

中韩和中日韩自贸区从贸易规模、地缘政治、经济联

2012 年中国与东盟的服务贸易达到 317 亿美元，东盟

系等方面都是最为典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世

一跃成为中国第 4 大服务贸易伙伴 。在服务贸易领

界上 3 大自贸区之一，贸易规模在中国参与建设的自

域，标志性事件是中国与东盟各国在 2015 年签署自

贸区中排名首位；中日韩 3 国地缘和文化接近，且 3

贸区升级协定，使得在服务贸易等方面有了重大提升 。

国间林产品贸易规模可观。同时，这 3 个自贸区涵盖

关于该阶段的研究主要是贸易规模、贸易结构、贸易

了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

效应及其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影响。在

合作的不同类型，从时间维度上也囊括了建成自贸区

该阶段，贸易规模不断增长 ；在贸易结构方面，双方

和在建自贸区 2 种类型。因此本文选择中国−东盟、

贸易产品呈现很大相似性，且趋同趋势和竞争性越来

中韩和中日韩自贸区为典型案例。

越强 ；贸易效应依然延续着上个阶段的特征，即存在

1.1

中国−东盟自贸区

2000 年第 4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期间，中国
总理朱镕基首次提出构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

[6]

[7]

[8]

[9]

[10]

着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而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 。
1.1.3 第 3 阶段：完善和巩固阶段（2016 年至今）
2015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正式签署自贸区升级谈
[11]

设想；2001 年中国与东盟各国达成共识，中国−东盟

判成果文件，标志着全方位合作迈入“钻石十年” 。

自贸区建设正式启动。

相关研究主要是回顾建设历程及总结中国−东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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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的特点：1）在贸易结构方面，研究者仍然认为中

广泛，降税力度逐渐增大，但要达到预想的双边产品

国与东盟国家在进出口结构上十分相似，导致竞争激

和服务 91% 的免税率需要 20 年时间，且仍然有 9%

[12]

烈 。2）在贸易效应方面，多数学者围绕农产品贸易

的产品不在 20 年计划内。虽然中韩自贸区已经全面

开展研究，仍然认为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但存在贸易

建成，但两国在林产品贸易方面仍然存在一定摩擦，

基于扩展引力模型分

主要集中于纸制品贸易，如 2019 年 3 月 26 日韩国决

析认为，在该自贸区建设下中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不存

定对中国发起半透明纸反倾销案调查等，其主要原因

[13]

创造效应 。例如，杨重玉等

[14]

在转移效应。3）在双边贸易关系发展方面，阮夏冰

[12]

指出自贸区建立后中国已成为东盟第 1 大贸易伙伴。
[15]

[18]

在于中国对韩国纸制品出口的价格优势 。
1.3 中日韩自贸区

认

鉴于中日韩 3 国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和减少对

为，随着降税力度逐渐增大，所涉及的国家和条目也

欧美市场经济依赖的需求 ，2002 年在 3 国领导人峰

越来越广泛，由部分产品向全部产品、普通产品向敏

会上首次形成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提出建立一

感产品过渡，降税进程的顺利实施使得贸易规模不断

个由人口超过 15 亿的大市场构成的 3 国自由贸易区，

上升，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在中国贸易总额中所占比

自贸区内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将被取消，使商品等物

重也越来越大。

资流动更加顺畅；2012 年 11 月 3 国宣布启动中日韩

中韩自贸区

自贸区谈判，但截至 2019 年第 15 轮谈判结束，虽取

2012 年 5 月中韩自贸区谈判正式启动，旨在为货

得了许多实质性进展和成果，但问题依然很多，迟迟

物贸易提供制度保障，拓展电子商务、节能环保、金融

得不到解决，主要是：1）政治问题，由于历史遗留、领

服务等新兴战略服务领域的合作。2015 年 6 月 1 日

土争端等，中日韩 3 方尚未达成全面的政治互信 ；

中韩自贸区协定正式签署，标志自贸区建设正式完成

2）外在势力影响，主要是美国的介入 ；3）相关产品政

制度设计；2015 年 12 月双方共同确认《中华人民共和

策尚未有效解决，贸易摩擦始终存在。除中韩间的反

国与大韩民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并于 2015 年 12

倾销调查案例外，中国的木材、胶合板也一度被日本

月 20 日和 2016 年 1 月 1 日实施了 2 次降税。
1.2.1 第 1 阶段：谈判阶段（2012−2015 年）

列为“紧急监视”和“监视”的进口产品 。

4）在自贸区政策对贸易规模影响方面，汪秀清等

1.2

该阶段自 2012 年 5 月中韩自贸区正式谈判开始，
到 2015 年 6 月 1 日自贸协定签署为止。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于中韩自贸区建立的意义、作用和可行性，认
为中韩两国双方贸易额巨大，双方有不同产业比较优
[17]

[21]

[22]

[22]

[23]

2 自贸区实践对中国林产品贸易影响的相关
研究
2.1 贸易政策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

现有研究主要从关税政策、环境政策和以反倾销

势且贸易结构互补，因此建立自贸区非常必要 。但

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政策视角讨论贸易政策对林产

也有学者提出了构建中韩自贸区的难题，主要集中在

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市场准入方面，认为韩国对一些林产品的反倾销调查

从关税政策上看，在进口方面，多数学者认为中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韩自贸区的构建。1995−2018

国林产品进口关税保持较低水平，进口规模大的同时

年韩国对中国一共发起了 34 起反倾销案调查，其中

也存在过度依赖的问题，如韩丽晶

[18]

[24]

认为中国对木材

针对纸张类产品的有 4 起 。除纸张类产品外，2013

等原材料的进口过度依赖于俄罗斯和非洲等地区。

年韩国决定对中国出口的 6 mm 以上胶合板征收为

在出口方面，学者们认为征收出口关税会降低进口商

[19]

期 3 年的反倾销税 。
1.2.2 第 2 阶段：降税和完善巩固阶段（2016 年至今）

的福利，对不同的林业产业会有不同的影响。例如，

2015 年中韩自贸协定签署标志中韩自贸区正式

等林产品的进口商福利，但将促进俄罗斯锯木和纸浆

建立，自贸区进入实施阶段。自 2016 开始至今为降

工业发展。我国采取通过调节出口退税率为主体的

税和完善巩固阶段。2016 年双边贸易额的观测值比

出口限制和鼓励政策，有学者认为其对不同林业产业

[20]

Solberg 等

[25]

认为俄罗斯原木的出口关税会降低木材

2013 年增加了 25.08% 。该阶段的主要特征是降税

的影响也有所区别，如我国的家具、纤维板以及纸等

预定的周期性时间长和农产品保护问题突出。中韩

林产品因为享有出口退税率大大提高了出口规模，而

自贸区采取了渐进性的降税模式，所涉及条目越来越

珍贵木材以及相关制品因为调低或者取消出口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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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率反而限制了出口规模 。但总体而言，学者们认为
我国的出口政策有利于林产品出口。盛斌等

[27]

[34]

区内的贸易结构呈现互补性与竞争性并存的局面 。

提出，

有学者系统比较了中国不同林产品在国际贸易中的

这是由于我国已经从保护主义贸易政策转变为开放

竞争力，发现在不同林产品类型上中国与不同东盟国

经济中的出口导向型贸易政策。

家间的贸易竞争优势有明显差异，如在原木等原材料

从环境政策上看，学者们提出环境规制及以木材

林产品出口上，缅甸等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竞争力较

溯源为主的环境贸易政策影响较大，对林产品进出口

强，而中国则在人造板和木家具等林产加工品出口上

有不同程度限制。例如，Zhang 等

[28]

认为，中国严格

的环境法规促进了木材及纸制品的进口，而木材产业
的出口遭受负面影响较大；Bandara 等

[29]

提出，美国

《雷斯法修正案》对减少木材的非法采伐影响较少，却
极大影响了中国林产品进口；韩丽晶

[24]

认为，中国林

[35]

具备优势 。在贸易潜力评价方面，杨浚等

[36]

基于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RCEP），发现在不同林产
品分类上中国对东盟自贸区成员国的出口潜力存在
显著差异。
2.2.2 自贸区政策对林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产品进口难以应对《雷斯法修正案》等环境贸易政策，

总体而言，学者们比较赞同自贸协定对林产品贸

中国木材等林产品原料的主要来源地如俄罗斯、非洲

易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认为并非所有林产品贸易规

等地区存在严重非法采伐问题，与这些法案的森林认

模都会出现增长。Morland 等

证和生态标签制度等相抵触，使得中国成为这些环境

热带工业原木等林产品贸易规模的增长。学者们认

法案的主要调查对象。

为自贸区建设对自贸区内林产品国际贸易产生的积

[37]

发现自贸协定抑制了

从以反倾销为代表的非关税壁垒政策上看，Sun

极影响主要依靠降税政策。不同自贸区的降税政策

通过研究全球林产品贸易格局发现，与关税相比，

有所不同，但主要有关税配额、分类减让、系统例外 3

非关税壁垒对全球林产品贸易的总体影响更大。除

种模式 ：1）由于关税配额并不是降税政策的主体，在

日韩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外，学者们着重研究了美国对

此不作讨论。2）分类减让。该模式是世界上几乎所

中国的反倾销案调查，普遍认为中国林产品出口部门

有自贸区都采用的降税政策。多数学者认为大部分

遭受的影响尤为明显，集中在木质家具等领域，而美

林产品往往被包含在正常产品行列，在中国参与的自

国因此发生了市场转移。有学者发现，美国对中国木

贸区中多数林产品随着分类减让已经实现了零关税，

质家具的反倾销措施可以大幅度削减对中国的进口

对中国林产品出口规模有显著影响，如中韩自贸区和

[30]

等

[38]

通过研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降税内容有所区别但都采取了

究发现，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木质卧室家具征收的反

渐进式的分类降税模式。在中国−东盟自贸区，菲律

倾销税大大限制了中国的出口，并转移到美国从其他

宾等国于 2012 年对中国林产品实现了零关税，木材、

国家的进口上。地板行业也是国内学者的关注重点。

木材加工品等林产品增长迅猛

实际上，地板行业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地板成为美国

HS47、HS49 类林产品作为立即免税产品实现了零关

对中国实施“337”调查次数最多的产品之一，19 家地

税 。另外还有学者将目光转向了未建成的自贸区，

份额，从而产生贸易抑制效应

[31 − 32]

。Luo 等

[32]

[33]

[39]

；在中韩自贸区，

[39]

板企业被列入申请名单 。

提出了林产品的谈判问题应该借鉴已建成自贸区的

2.2 自贸区建设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
2.2.1 自贸区林产品贸易现状评价

经验。例如，朱莉

[38]

通过分析中日韩 3 国分别签订自

贸区协定的减税特征，对未来中日韩自贸区分类减让

单独以中国自贸区为案例开展对林产品国际贸

模式进行了总结，认为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应该基于中

易的研究较为缺乏，主要基于区域和不同国别，从贸

韩自贸区的建设成果之上，谈判的重点商品类别也涵

易规模、竞争力和潜力测评 3 个角度开展中国与自贸

盖了 HS47、HS48 类等林产品。可以预见，如果未来

区相关国家林产品贸易现状的评价研究。在贸易规

中日韩自贸区建成，降税或许会像中韩自贸区那样对

模方面，大部分研究认为自贸区的设立使得贸易规模

中国林产品出口规模立即起到促进作用。3）系统例

显著增长。有学者评价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林产品

外模式。该模式主要针对敏感产品降税。林产品的

贸易状况，发现 2010 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

部分类别也会涵盖在敏感产品行列中，但学者们对此

[34]

启动后，双边林产品贸易规模快速增长 。在国际竞

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农产品领域。因为农产品与民

争力方面，有学者认为中国林产品在中国−东盟自贸

生过度相关，往往作为敏感产品的主体出现，也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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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区的谈判重点。多数学者重点研究了中韩自贸区
的农产品问题，认为敏感产品的降税模式是阶段性地
推进且周期较长，虽然促进了出口但仍然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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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不仅涵盖非关税措施，也可将服务贸易定量化。
2.3.3 社会网络分析法
作为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Serrano 等

[48]

首先

指出，自 2015 年中韩自贸区建立至 2018 年，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发现国际贸

3 个阶段的降税使得中国农产品的出口大幅提升，但

易网络表现出典型的复杂网络特征。将其应用于林

是大部分作为敏感产品的农产品仍然在 10～20 年的

产品贸易领域中，可以通过计算中国对其他国家的农

降税计划范围内。可以说韩国对农业仍然具有高度

林产品贸易网络密度、中心性、邻接距离以及聚类系

[40]

杨明明

[49]

的保护意识，难以作出有效的退让 。所以系统例外

数，以反映双边贸易的紧密程度。例如，田刚等

的降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敏感产品的出口，对

2005−2014 年 120 个国家的原木进出口数据进行分

开放市场也有一定促进作用，但有其局限性。与正常

析，探究了原木网络格局的形成；陈林

产品相比较，最大的区别就是在时间周期上降税周期

络分析法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农产品流量进行分析，

拉长以及降税力度相对较小。

发现自贸区成立后中国逐渐成为农产品贸易网络的

2.3 自贸区政策对林产品贸易影响的评估方法比较
2.3.1 贸易引力模型

核心国家。但是该方法无法直接显示出内在因素如

[41]

[43]

引力模型被 Tinbergen

最早引入国际贸易领域，

此后成为国际贸易中最为广泛的研究方法，其中运用
最多的是以人口作为解释变量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
该模型适用于多个领域，首先可用于对双边贸易流量
的计量。杨明明

[41]

采用引力模型对中韩自贸区对中

[50]

对

运用社会网

关税政策等的影响，也无法有效地做出对贸易规模的
预测。

3 研究述评与展望
研究自贸区对中国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对于判断
自贸区政策对中国林产品出口损益的影响，进而提升

国农产品对韩出口的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中韩自贸区

中国林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促进了中国农产品出口。其次，该模型也适用于潜力

首先，目前中国的自贸区建设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要

测评和贸易效应研究。例如，周登学

[44]

运用贸易引力

对象，但也已出现与泛亚太地区发达国家建立多边自

模型对中韩自贸区建立后的贸易效应进行模拟测算，

贸区的趋势，现有研究主要从中国自贸区建设的原因、

发现贸易创造效应显著。贸易引力模型还可以作为

特点和趋势及相关政策评价等 3 个角度展开研究。

一种预测模型。例如，刘妍

[45]

运用贸易引力模型预测

其次，现有研究主要从关税政策、环境政策、非关税壁

中韩自贸区背景下中国对韩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垒政策的角度来探寻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多数学

总体来看，贸易引力模型虽然适用范围很广，但有时

者认为不同政策对林产品进出口影响皆不相同，其中

不具有说服力。这源于其缺乏理论基础，加入的部分

反倾销调查对林产品影响较大。同时，相关研究从贸

变量并不能得到一些国际贸易理论或者经济学理论

易规模、国际竞争力、潜力测评 3 个角度分别讨论了
中国自贸区对林产品贸易的影响。多数学者认为双

[46]

的支撑，导致其实用性降低 。
2.3.2 GTAP 模型

边林产品贸易规模增长显著，主要得益于自贸区内降

GTAP 模型是在 1992 年由美国普渡大学 Hertel

税政策的出台和市场准入的放宽，中国林产品在自贸

的项目开发发展而来的，通过进出口贸易数据和投入

区内对多数国家竞争优势较为明显而对不同国家在

产出表将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地区）的经济部门融

不同类别产品上的贸易潜力则存在差异。从自贸区

合在一起。GTAP 模型运用于农林产品贸易领域不仅

3 种降税政策来看，多数学者认为其总体上会促进林

可以研究产品贸易流量的变化，也是预测贸易规模的

产品出口规模扩大，而对自贸区内林产品双边贸易的

重要方法和手段，即可以预测自贸区建立后各个国家

影响不相同。

[47]

间农林产业损益和贸易流量。例如，王伶

运用 GTAP

基于上述总结可以发现，现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

模型对中日韩自贸区进行情景模拟发现，中日韩自贸

足。从研究对象来看，学者们对自贸区建设背景下产

区建立使得中韩农产品产量增加而日本农产品产量

品贸易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产品贸易领域，对林产品贸

减少。以往的 GTAP 模型只局限于关税领域，无法包

易的研究明显缺乏。另一方面，对于中国参与的建设

含非关税措施的影响；但是随着 GTAP 模型得到不断

中自贸区可能会对林产品贸易带来的潜在影响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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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评估和模拟研究，如 RCEP 和中日韩自贸区对林

agreements using a gravity model: first results[J]. Economics Bulletin,

产品贸易的影响。从研究视角上看，从降税和非关税

2010, 30（1）：282 − 291.

壁垒等政策视角出发讨论自贸区对中国林产品贸易
流量和贸易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明显不足。从研究
方法上看，大多数学者运用贸易引力模型评价自贸区
内林产品的贸易效应或贸易潜力；但作为在贸易领域
相对最为前沿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有必要进一步推广
和采用 GTAP 模型来预测自贸区内双边贸易规模的
变化。从数据来源上看，FAO、UN comtrade 等数据库
涵盖了农林产品价格、价值和数量，学者们多是基于
上述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展开研究，但由于数据库中长
期农林产品价格和数量数据出现缺失，使得预测自
贸区内国家间林产品价格及其弹性变化的研究明
显缺乏，为长时间跨期和大范围研究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可以进一步开展以下相关
研究：1）不同自贸区政策下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结构
和流向的差异性比较。可以据此分析中国林产品出
口贸易在不同自贸区和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优势，对
于保证中国林产品出口贸易保持主导地位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但在时间跨度大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年代
的林产品分类标准不同，林产品出口数据的整合分类
会存在一定的困难。2）对潜在或在建自贸区对国家
间尤其是中国林产品贸易流向和结构的评估值得进
一步探索。借鉴已建成自贸区的经验，对正在谈判或
未建成的中国参与的自贸区，尤其是目前最引人关注
的中日韩自贸区和 RECP 的建设，从关税降税政策角
度采用 GTAP 模型或者贸易引力模型对其成员国双
边贸易流量进行政策预测或者评估，探寻潜在或在建
自贸区对中国林产品贸易的潜在影响，可为中国林产
品出口尽早适应相关自贸区政策和规则、降低潜在贸
易风险提供决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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