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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非农产品贸易强度及其国际地位演变分析

栾一博 1，曹桂英 2，史培军 1

（1.北京师范大学减灾与应急管理研究院，北京 100875；2.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拉克森堡 奥地利）

摘 要：近年来中国和非洲农业合作日渐频繁，中非农产品贸易也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中非农产品贸易在全球中的横向对比、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也显得尤为重要。

为掌握在全球背景下中非农产品贸易关系及强度的历史状况，利用FAOSTAT中的农产品贸易数

据，对中非农产品贸易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贸易展开横向对比，并对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贸

易强度的历史变化进行系统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尽管非洲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但

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持续徘徊在低位，并无显著变化；2）中非之间的贸易关系在1986-2013年间

的变化并不突出，欧美仍是其主要的贸易伙伴；3）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华年次贸易频率低且贸易量

小；4）南非、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和尼日

尔等国不仅拥有较多农用地资源，且具有较好的对华农业贸易的历史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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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和非洲的农业合作和农产品贸易活动日渐频繁。中非农业在资源和技术上

的强互补性预示着广泛的合作空间。中国在可持续粮食生产和农业转型方面经验丰富，而

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1］，却受制于农业生产力不足［2］。近50年，中国先后对非洲40多个

国家实施了220多项农业援助，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后，相关的援助规模和数量都显

著提高，中国与非洲的经贸联系有了进一步的提升［3］。2010年中国进一步向非洲开放农产

品市场，将免关税优惠待遇扩展至非洲的33个国家，相关商品数量增加至4762个。同时，中

国的民间资本也加强对非的农业投资与合作［4］，中非农产品贸易额快速增长。本文拟采用

FAOSTAT中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从全球尺度背景下评估非洲对外农产品贸易的地位和水平；

并选取九个国家或地区为参考，横向对比评估中非农业进出口贸易的强度和重要性；最后，

分析中国与45个非洲国家1986—2013年期间的农产品贸易强度发展趋势，从而把握中非农

产品贸易的历史发展脉络。

1 数据和方法
1.1 数据来源

选用世界粮农组织（FAO）的“农产品贸易数据”（Detailed Trade Matrix），选取1986—

2013年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该数据提供了各类农产品的具体来源及流向，以及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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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数量和货币金额（以当年美元折算值计）。因本研究针对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关系，而

非贸易结构和内容，因此不针对具体农产品展开讨论；由于涵盖所有农产品，因此选用贸易

额而非贸易量来作为计量单位；由于贸易数据统计口径不一致，各个国家上报数据的标准也

不一致，故选取数据均以非洲统计口径数据为准，且本研究只考虑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贸易

额。另外，埃塞俄比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于1993年分裂为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由于缺

少厄立特里亚的数据，计算中将1993年之后埃塞俄比亚的数据与1993年之前埃塞俄比亚人

民民主共和国的数据合并，在文中统一称为埃塞俄比亚。

1.2 研究方法

1.2.1 非洲与各地区间贸易倾向分析

参考杨军的研究［5］，我们选取四个在全球粮食贸易中活跃且重要的发达国家（日本、美

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以及第二大发展中国家印度与中国做对比。其中美国为世界最大

的粮食出口国；澳大利亚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且相对非洲有较好的地缘优势；日本具有丰

富的海外发展中国家投资经验，且从90年代开始逐渐加强对非投资及战略合作意图［6］。由

于地缘关系及历史原因，欧洲一直是非洲最大的农产品进出口地区，将欧洲划分为四个区域

（西欧、北欧、南欧和东欧），联合前述五个国家，将这九个国家和地区与非洲的贸易情况作为

中非农产品贸易的参考区域。依据非洲对各地区农产品进出口额与非洲及各地区进出口总

额比值，构建4个指标（表1）。比值可以解释为不同视角下的贸易倾向，统一称其为贸易倾

向指标。其中，AEE与AII反映非洲对其他区域进行农业贸易的倾向，而AEI与AIE则反映其

他地区对非洲进行农业贸易的倾向，依此从横向上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对非农业贸易的紧

密度和变化趋势，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对非农业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实际地位。

为获取各个国家4个贸易倾向指标的时间序列特征，选取Pettitt检验法判断时间序列

均值突变。并用Hodrick-Prescott Filter方法（简称H-P滤波）对各时间序列进行滤波，获

取长期趋势序列，判断趋势突变点（拐点），分析趋势突变年前后时间序列变化情况。Pet‐

titt检验法是一种非参数检验方法，其核心是通过检验时间序列要素均值变化的时间，来确

定序列跃变时间［7］。H-P滤波方法可以有效分解时间序列中的长期趋势成分和短期波动成

分，经过H-P滤波处理得到的数据为平稳序列［8］，被广泛应用于时间序列及周期研究中。

1.2.2 非洲各国与中国间贸易强度分析

基于FAO的贸易矩阵数据选取数据完整的45个非洲国家进行分析。应用1986—2013

年间中国与非洲各国发生贸易的年份数和发生贸易年份数的总贸易额平均值（进口+出口），

对中国与非洲各国的贸易情况做四象限分析，45个国家发生贸易的年数与总贸易额平均值

的重心位置将数据分布区划分为四个象限。选取2013年农用地面积表征各国农业发展资

表1 4个贸易倾向指标

Tab.1 Description of 4 trade propensity index

指标

AEE

AEI

AII

AIE

指标说明

非洲流向各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非洲农产品出口总额

非洲流向各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额/各地区农产品进口总额

非洲从各地区进口的农产品额/非洲农产品进口总额

非洲从各地区进口的农产品额/各地区农产品出口总额

指标意义

非洲对各地区的出口倾向

各地区对非洲农产品进口倾向度

非洲对各地区的进口倾向

各地区对非洲的农产品出口倾向度

注：所有指标均乘以100转换为百分比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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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禀赋。为了包含单次贸易强度信息，只采用各自发生贸易的年份计算进口均额和出口均

额。为了体现中国与非洲各国贸易强度的时间变化，引入“贸易强度指数”（Trade Inten‐

sity Index，TII）［9］来衡量中国与非洲各国间的双边贸易强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地位，公式

如下：

TIIij =
Xij
Xi /

Mj

Mw-Mi
（1）

其中Xij为从i国到j国的出口量，Xi为i国总出口量。Mi、Mj和Mw分别表征i国、j国和世界各

国的总进口量。TII＞1，表示i国对j国出口的双边贸易重要程度要高于世界其他国家对j

国出口的平均水平；TII＜1，则表示i国对j国出口的双边贸易重要程度要低于世界其他国

家对j国出口的平均水平。TII的值越大，表明两国间贸易联系越紧密，反之则越疏远。

2 结果与讨论

2.1 非洲农业贸易总进出口额度变化

1986—2013年，尽管非洲的农产品进出口总额逐步升高，并在2000年后呈加速上升态

势，但其在世界总进出口量中的

份额仍较小并且无明显变化（图

1）。非洲的进口额保持在全球总

进口额的0.4%~0.6%，出口额则保

持在0.3%~0.4%的水平。数据显

示非洲的农产品在其总体贸易中

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农产品进口

额在货物进口贸易总额中占比远

高于其他地区，达12%~20%，而其

出口额占比则与美洲相近，维持

在5%~15%之间，高于世界平均水

平。所以，虽然非洲农产品进出

口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影响力无

足轻重，但是为该地区进出口贸易额中举重若轻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非洲与其他地区农产品贸易倾向的演变

从非洲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农产品的四个贸易倾向指标均值来看（图2），表征非洲农产品

出口区域倾向的AEE最大值在西欧，达到17.263%，其次是北欧（7.201%）。中国相对较小，虽

然2000年后提高明显，但总体上仅高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印度。AII表征非洲农产品进口

的区域倾向，与AEE相似，最大值在西欧（12.703%），其次是美国（9.035%），最小的为日本，仅

有0.052%。中非的AII相对较小，仅略微高于印度。AEI与AIE数值均较小，最高值均在印

度，显示横向对比上，虽然印度在非洲进口和出口相对地位并不显著，但是非印农产品贸易

在印度的农产进出口中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地区。

从各个指标的时间序列上来看，中国、印度和东欧在1986—2013年间均呈现显着上升，

尤其以中国和印度最为明显（表2、图2）。中国的均值突变时间主要在1998—2000时间段，

这也与2000年中非经济合作论坛召开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相吻合。印度的

图1 1986-2013年非洲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及其比值变化

Fig.1 Ratios for import and export change of African agricultural prod-

ucts from 1986 to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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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突变时间主要集中在1995—1997，显示其对非贸易的加强早于中国；且从数值上看，非

洲对印度的贸易倾向大于对中国的。但从分段回归的结果看，中国和印度与非洲的贸易倾

向均在经历了迅速增长期之后进入平稳微弱下滑期（表2）。与中国和印度不同，虽然日本在

非洲投资合作项目较多，但是非日农产品贸易倾向不管从数值还是趋势上看都不突出，这与

日本相对非洲的地理位置以及农产品性质导致的远距离货运成本偏高有关。非洲与美国、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四个指标时间序列规律相似（图2），一方面AII与AIE的数值明显高于

AEE与AEI，反映非洲从这些国家进口农产品额远大于出口额；另一方面，AII与AIE均呈现下

降趋势（美国和澳大利亚）或持平（加拿大），而AEE与AEI均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反映出非洲

农产品出口到这些国家的贸易额逐渐上升，非洲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倾向和这些国家从非洲

的进口倾向增强。

由于历史和地缘关系的原因，非洲与欧洲四个指标数值普遍偏高，显示出较强的农产品

贸易关系。同时，非洲与西欧、南欧和北欧四个指标的时序变化相似：AEE和AEI均呈现先上

升后下降的趋势，而AII和AIE逐渐下降。欧洲与非洲的农产品贸易倾向下降，与欧洲不断

提高的食物安全标准以及日益增高的贸易成本等有一定关系［10］，尤其是2000—2002年之

后。此外，由于1992年发起且后续不断加强完善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EUCAP），对欧盟

农业持续的补助最终导致欧盟地区农产品生产过剩，欧盟从农产品进口地区逐渐变为出口

地区，进而对大部分非洲地区的农产品出口造成不利影响。因此，即使一些贸易协议设定了

诸多有利于对非进口贸易的条款，例如2001年欧盟与非洲、加勒比海区及太平洋地区签订

表2 1986-2013年非洲与10个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倾向度时序趋势分析

Tab.2 Trend analysis of trade propensity between Africa and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1986-2013

指

标

AEE

AEI

AII

AIE

斜率

趋势突变年

1986-突变年

突变年-2013

1986-2013

趋势突变年

1986-突变年

突变年-2013

1986-2013

趋势突变年

1986-突变年

突变年-2013

1986-2013

趋势突变年

1986-突变年

突变年-2013

1986-2013

中国

2000

1.76

16.86**

10.68**

2001

1.89

-1.26

3.37**

2001

5.98*

-4.14*

1.93*

2001

10.04*

-2.94

4.09**

美国

1996

1.92

0.26

12.43**

1996

-0.59

1.49

4.21**

1997

-44.58

-39.27**

-34.56**

1999

-19.10

-13.66*

-9.41**

加拿大

1995

2.21

1.33**

2.34**

1994

1.01

1.47**

2.54**

2000

13.76**

-14.89**

0.63

2000

9.90

-9.94

0.65

澳大利

亚

1996

0.29

0.19

0.72**

1996

-3.03

-1.85

0.59

1996

-11.53

-15.05**

-6.87**

1997

-21.45*

-14.09**

-7.52**

日本

1999

7.45

-10.52**

-1.33

1995

-2.47

-0.39

0.51

2000

0.37*

-0.18

0.04

2000

4.30

3.13

2.58**

印度

1996

2.73*

2.56

7.6**

2001

63.44**

-21.86*

20.75**

2000

5.26*

7.72

6.46**

2002

17.52*

-14.85

10.44**

东欧

1997

-11.36

-0.81

3.83*

1996

-7.39

-4.84**

1.40

1994

-18.69**

19.16**

13.36**

1998

-7.40

0.84

10.68**

西欧

2003

122.84**

-73.71*

50.94**

2002

17.25**

-4.16

8.42**

2000

0.57

-43.32**

-15.82**

2000

-0.50

-0.18

0.31

南欧

2001

31.55**

-18.79*

8.49*

1999

10.69**

-2.33

3.53**

1999

-23.25**

-13.21**

-12.66**

1995

-38.92**

-1.12

-10.09**

北欧

2000

45.88**

-37.35**

6.32

1998

16.58**

-8.26**

1.14

1996

-9.12

-12.04**

-6.40**

1997

-7.77

-1.34

-0.82

注：所有斜率数值均为乘以 100后的值。**表示各倾向度斜率通过P <0.01的置信度检验，*表示倾向度斜率通过

P <0.05的置信度检验，未标注*表示倾向度斜率未通过P<0.05的置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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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86-2013年一些国家和地区对非贸易倾向度的时间序列和趋势线

Fig.2 Time series and trends of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agricultural trade to Africa in 1986-2013

注：灰色标志线为各倾向度指标时间序列，对应的黑色实线或虚线为趋势线。突变年份由黑色星号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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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除武器外一切皆可”协议（EBA）［10，11］，非洲对欧盟农产品出口额依旧逐渐下降。

综上，虽然中非之间农产品贸易倾向逐渐加强，但非洲的进出口贸易整体上仍以发达国

家和地区（特别是西欧地区）为中心，非洲从美国和欧洲进出口农产品的倾向也远大于其他

地区。整体来看，与中非总货物贸易状况或非农产品贸易状况相比不同［4，13］，中非之间的农

产品贸易关系在26年间的变化并不突出，没有改变欧美是其主要贸易伙伴的整体态势。从

中非双边贸易来看，随着中国加入WTO，且逐渐增加促进中非贸易往来优惠政策和措施，非洲

对华出口逐渐加强，而中国对非出口则无明显变化，且2000年后减弱。

2.3 中非贸易强度分析

中国对非洲的农产品总贸易额均值从1986年的1.2千亿左右增至2013年的8.6千亿

多，且在2000年后呈指数增长。与此同时，与中国发生农产品贸易关系的非洲国家数量从

1986年的10个开始逐渐上升，

在 2002年之后稳定在 30个左

右。这既与中国加入WTO后贸

易的快速增长有关，又与中国

逐步强化对非洲农业贸易的优

惠政策有关［14］。以45个国家的

数据得到重心值为14.2个贸易

年份和2.6千万美元，以此为分

界线，可以将非洲国家划分为4

类（图3）。结果发现，在第一象

限（I）即贸易频率高、额度高的

国家一共有 10个，包括南非。

其中有4个国家的农用地面积

相对较大（在所有45个国家中

农用地面积排名前25%），分别

为南非、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

和埃塞俄比亚。另外有四个国

家贸易频率不高，但是额度较高（第二象限II），分别为加纳、尼日利亚、马拉维和马里，且其

中马里和尼日利亚的农用地面积较大。在剩下的国家当中，11个国家贸易频率高但是额度

不高（第四象限IV），而有20个国家与中国的农产品贸易频率和额度均较低（第三象限III）。

在这31个国家中，马达加斯加、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尼日尔和苏丹（前）的农用地面积较

大，尤其是苏丹（前）。此外，基于各国对华的农产品贸易额的统计发现，非洲45国中有14个

国家在1986—2013年间显示对华农产品的贸易为出口型，其中6个国家分布在第一象限。

总的来说，大多数非洲国家在1986—2013年内对华农产品贸易频率低、额度小，且并没

有空间分布上的规律，也与各国农业用地面积大小无关。农用地面积较大的国家预示更大

的农业发展与贸易空间，而分布在第三、第四象限的5个高农用地面积国家值得更多关注。

各个非洲国家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强度在1986—2013年期间不断变化，且表现形式各不

相同（图4）。大部分国家TII指数（特别是TIIc）的最大值大于1但中位数小于1，表明多数

国家曾在部分年份是中国重要的进出口伙伴国。在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中（TIIa），贝宁、喀

图3 1986—2013年非洲各国对华农产品贸易频率和量级统计

Fig.3 Frequency and magnitude of agricultural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n countries in 1986-2013

注：横坐标表示中国和非洲各国发生贸易的年数，代表时间频率；纵坐标

表示中国与各国年均农产品贸易总额（进口绝对值+出口绝对值）；实心圆表示

进口型国家，空心圆表示出口型国家，双线空心圆（两条双横纵线交叉处）表示

45个点的重心。圆圈大小表示2013年各国农业用地面积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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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隆、津巴布韦是稳定而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则表现为

新的贸易伙伴。多哥表现出不稳定特征。埃及和马里曾是重要的伙伴国，但其当前地位显

著下降。与TIIa不同，TIIc显示中国对非农产品出口在许多非洲国家具有较高重要性。其

中，摩洛哥是稳定的贸易伙伴，2000年后加纳、毛里塔尼亚、冈比亚、尼日尔、南非、多哥逐渐

成为新的重要伙伴国。喀麦隆、埃及、科特迪瓦、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塞内加尔和布基纳

法索曾是重要的伙伴国，但其当前地位显著下降。几内亚、马里的TIIc显示贸易年份较少，

但是大部分的年份都有较高贸易强度。综合来看，中国逐渐成为越来越多非洲国家重要的

农产品进口国，而对于中国，非洲的农产品缺乏强劲的吸引力和贸易优势。

3 结论

采用FAOSTAT中的农产品贸易数据，以全球为尺度，选取九个国家或地区为参考，横向

评估中非农业贸易的倾向、强度和重要性，并分析中国与非洲45个国家农产品贸易强度发

展趋势。研究结果发现：尽管非洲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不断上升，但非洲的农产品进出口贸

易在世界农产品贸易中所占份额很低，持续徘徊在低位，并无显著变化：非洲的农产品进口

额保持在全球总进口量的0.4~0.6%，而出口额则保持在0.3~0.4%的水平。

在占全球不到0.5%的非洲进出口贸易中，1986至2013年间，虽然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且逐渐增加促进中非贸易往来的优惠政策和措施，中非贸易关系有所提升，但是并

没有改变由于地缘关系和历史关系形成的以西方主要经济体为主的对非农产品贸易格局。

美国和欧洲依旧是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且西欧依旧是对非最大农产品贸易进出口地区。

同时，印度显示了较强的竞争力，非洲对印度的贸易倾向大于对中国的。从中非双边贸易来

图4 1986-2013非洲重点国家出口中国（TIIa）和中国出口非洲重点国家（TIIc）的贸易强度指数

Fig.4 Trade intensity（TIIa and TIIc）between China and major African countries in 1986-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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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非洲对华出口逐渐加强，而中国对非出口则无明显变化，且2000年后逐渐减弱。

横向对比非洲各国与中国农产品贸易，结果显示，大多数非洲国家对华贸易频率低、额

度小，且并没有显示出空间分布上的规律，也与各国农业用地面积大小无关。对于由贸易频

率和平均额度划分的结果，结合贸易强度指标TIIa和TIIc，可以发现：贸易强度指标分别显

示稳定而重要的4个贸易伙伴国（贝宁、喀麦隆、津巴布韦和摩洛哥）均处于高频高额象限，

但是这4个国家的农业面积相对较小。针对11个农用地资源较多、农业开发潜力较大的国

家（前25%），位处高频高额的4个国家中，3个国家显示出近年与中国的贸易强度逐渐加强

（南非、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而阿尔及利亚对华贸易强度偏低。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均

处于对华贸易的低频低额区，但近年显示与中国贸易强度加强，而马达加斯加与中国贸易的

强度近年来呈下降趋势。马里和尼日利亚虽然处于低频高额区，但在与中国贸易关系中，马

里显示出显著贸易强度，而尼日利亚没有。纳米比亚和苏丹（前）无论从频率、额度还是强度

上与中国贸易关系都很弱。因此，马里、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马达加斯加具有加强与中

国的农业贸易的较好的历史基础，而若开发纳米比亚和苏丹（前）的对华贸易，则可能需要双

方更多的前期市场开拓和农业发展。对于其他国家，从近年贸易强度发展或历史最高贸易

强度来看，布基纳法索、加纳、冈比亚、多哥、埃及、科特迪瓦、毛里求斯和塞内加尔均有较好

的历史基础和未来潜力，可与中国形成显著伙伴关系。

总的来看，中非农产品贸易强度在全球范围内并不突出，然而中非农产品合作和贸易具

有潜力。一方面，非洲劳动力资源与农业生产资源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较好优势。另一方

面，随着我国工业用农产品需求的快速增长、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对农产品需

求的不断增加，当前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我们不仅需要关注我国对非农业合作与贸易，

同时我们也需要加强对非洲与其他国家的农业合作与贸易的研究。通过横向对比，掌握全

球重点地区与非洲农产品贸易的特征，明确中非农业合作与其他地区的优劣势。同时，应划

定中国对非农业贸易重点发展的非洲国家，针对不同国家的农业需求和农业资源特征，因地

制宜地制定良好的合作机制，展开针对性的农贸合作。在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背景

下，通过有效海外战略投资、开发与合作，实现非洲和中国利益双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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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strength of Sino-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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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between mainland Chi‐

na and Africa becomes more frequent. Trade of Sino-Africa agricultural prod‐

ucts has attracted more attention.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lacking horizon‐

tal and horizontal comparison between Sino-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and Af‐

rican agricultural trade with others. We use FAOSTAT Trade Matrix data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historical change of the strength of Sino-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and its international stat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de‐

spite the rising import and export values of Africa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ir shares of world trade value have been hovering low and have no signifi‐

cant change; 2)The insignificant international status of Sino-Africa agricul‐

tural trade has not been changed; Europe and America are still Africa's main

trading partners; 3)Most African countries' trades with mainland China are

being small values and low frequency; 4)Countries such as South Africa, Tan‐

zania, Ethiopia, Mali, Nigeria, Algeria, Madagascar, Mauritania and Niger not

only have large agricultural land resources, but also have historical bases

of agricultural trade with mainland China comparatively.

Key words: Sino--Africa agricultural trad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trade intensity; trade propen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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