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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贡献良多。2008 年全国 13 个主产棉区中 GDP 排名 15 名之后的有 8 个省和自治区，农民人均收入列全国 15 名之后

的有 7 个省和自治区。棉花产值在主产省区农业产值中占有重要比重，高者如新疆在 2007 年达到 60%。

棉花也是中西部贫困农户重要现金来源。7 个主产省和自治区被调查农户家庭现金收入 35% 以上来自棉花，新疆南

部地区可达 70% 以上。

在中国，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已成为促进减贫发展的重点和难点地区。中国最大产棉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民

人均收入居全国第 25 位，区内南疆优质棉产区的农民人均收入比全国值低 1557 元，减贫与发展压力重大。棉花是不

容忽视的是，新疆全区 700 多万棉农中，少数民族占到 58%。由于自然条件、技术、语言、生活习惯等种种因素的制约，

新疆少数民族棉农从事非农就业机会比较狭小，当地生计方式转型空间也很有限，因而棉农家庭生计严重依赖棉花种植。

据统计，2007 年新疆农民人均新增的 400 余元收入中，260 元来自棉花。

由于入世后棉花价格波动不定，2002-2008 年间，中国棉花收购价格年均波动幅度超过 12%。动荡的价格带来棉花

种植面积和产量随之变动，棉花价格的不确定性和生产成本上升使得棉农植棉收益利润总体下降。难以从棉花生产中获

得公平合理经济回报，有的甚至入不敷出。少数民族棉农的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家庭医疗等生产生活各方面深受影响。

贸易自由化并没有为中国棉农、特别是其中更为弱势的少数民族棉农带来更稳定的生计发展途径。入世带来的市

场开放令中国棉花进口急剧增长，2008 年棉花进口量是 2001 年的 19.5 倍。棉花产业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增加，2002 年

至 2007 年，进口棉占中国消费总量的 20.2%，最高时达到 31.7%。与此同时，国内棉花自给率由 99% 下降到 77.6%，最

低时降至 64.9%。入世后中国国内棉花新增需求的近一半为进口棉占领，其中又以美国棉花长期居进口首位。棉花大量

进口意味着中国棉农丧失了近一半的市场机会。

入世后的国内外联动性增强，使得国际棉价成为国内价格跌宕起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影响国内棉农种棉意愿

和行为。据研究分析，如果国内棉价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长期处于低价位，将导致中国棉花种植面积明显减少。总体而

言，入世后中国棉花市场价格、种植面积、产量和棉农收益等呈现全方位动荡不定，甚至总体下降的状况。

棉花是个非常恰当的案例，从中反映出大宗农产品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从而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必须享有保

障本国粮食保障、生计保障和农村发展的权利。围绕棉花案例的种种争议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在 WTO 多边谈判中扭曲贸易

的不公平补贴、双重标准，以及利用规则漏洞保持自身保护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在 WTO 重启之际，乐施会强调：

——中国应充分采取和利用新农业模式草案中的绿箱和蓝箱规定，调整和充实国内农业补贴方向及内容。

——中国应加大黄箱支持力度，提高黄箱利用效率。

——完善进口管理办法，以稳定棉价并保护棉农利益。

——警惕市场开放框架下双边自贸区可能给棉产业、棉农带来的进一步冲击。

——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坚持大幅度削减和限制发达国家在国内支持的数量和使用方法，减少中国和其他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公平竞争。

——建立有效的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 , 保障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

摘要

世贸组织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承诺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前必须处理好当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不平衡

问题，特别是正视发展中国家在履行世贸规则中的困难和发展需要。自 2005 年香港世贸部长级会议后，美国和欧盟不

但延续扭曲贸易的不公平补贴，还阻挠发展中国家制定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对待措施，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继续承受市场开

放的重大风险。

本报告承接了我们在 2005 年“棉花没有软着陆”的研究，通过一系列研究继续监测中国从 2005 年到 2008 年在世

贸框架下棉花生产和生产者所承受的影响。我们论证了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大量棉花进口带来棉花价格的波动，对中

国棉花产业发展和棉农生计带来的影响。我们还分析了发达国家持续使用不公平补贴加剧国际贸易扭曲的状况，强调发

展中国家在当前多哈发展回合谈判中，应当享有制定有效的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等措施的权利，维护本国的粮食保

障、生计保障和农村发展，以至应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

在中国国民经济、城乡就业、农村发展及减贫工作中，棉花均扮演着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

2008 年，棉纺织品及棉制服装出口占中国最大净创汇行业——纺织业出口额的 37.4%。作为全球最大棉花消费国，

至 2008 年中国棉花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181.36 亿美元。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棉花产业从生产、流通直至加工均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每年约 5000-6000 万农村劳动力直接参

与棉花生产，3000 多万农户、1 亿多农村人口以植棉为生。2008 年纺织业吸纳 2000 万从业人员。此外，新疆等棉花大

省每年提供的数百万个季节性采摘棉花的就业机会对于西北贫困地区也非常重要。

中国棉花主产地大多位于中部、西部贫困地区，东部棉区也属于当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棉花生产对于区域经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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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世贸组织的多哈发展回合谈判承诺在进一步贸易自由化之前，必须处理好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员的利益不平衡问题，特别是正视发展中国家、尤其

是穷国在履行世贸规则中的种种困难和发展需要。令人遗憾的是，自 2005 年

香港世贸部长级会议后，当前世界上两大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欧盟一边尽其

所能延续自己扭曲世界贸易的不公平补贴，一边尽力阻挠发展中国家制定有效

的特殊及差别对待措施的建议，继续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农业市场，加剧了发

展中国家农民暴露在世贸不公平贸易规则所带来的市场开放风险与伤害。

在WTO这个角力的舞台上，作为农产品的棉花及围绕棉花发生的种种问题，

充分表现了世界自由贸易的双重标准、扭曲补贴等不公平状况的严重后果，也

充分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必须拥有保护本国的粮食保障、生计保障和农村发展不

受贸易自由化冲击的必要性。全球棉花经济体既包括发达国家如美国，也包括

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还涉及贫穷的马里、布基纳法索等非洲数国。多哈

发展回合是否能够如其所名成为名副其实的“发展回合”，很大程度上要看目

前现实中扭曲的贸易规则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调整，发展中国家履行世贸规定的

困难和发展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本报告承接了我们乐施会 2005 年《棉花没有软着陆》的研究报告，继续

监测中国在 2005 年至 2008 年棉花生产和生产者所承受的影响。我们论证了在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大量棉花进口带来棉花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棉花产业发

展和棉农生计、特别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带来的影响。在发达国家持续使用不公

导 言

平补贴加剧扭曲国际贸易的前提下，我们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当前多哈回合谈判中，应有权利制定有效的特殊产品和特殊

保障机制等措施，维护本国粮食保障、生计和农村发展，以至应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

报告首先从国民经济构成、劳动力就业、区域经济发展、贫困地区收入等方面阐述棉花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并特

别提出应关注到在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群体中，如西北边疆少数民族社区，棉花生产既是当下的生活依靠，也是未来发

展的基石。入世后，国内棉花消费量以每年 18.1% 速度增长，但新增需求的近一半被大量涌入的进口棉所占领（其中美

棉长期居中国进口棉首位），这意味着贫瘠、偏远的维吾尔族棉农在贸易自由化的市场上直面相遇享受政府高额补贴的

美国大棉花场主，不知不觉间，数百万新疆棉农已被冲击得七零八落，棉花反而令他们尝到了内心寒冷的滋味。

第三章通过模型模拟等技术分析手法，集中论述入世后的市场开放对于中国棉花生产及生产者的影响。当中国政府

遵守入世承诺，取消大部分针对棉花的补贴，因国际价格波动造成国内棉价动荡，对棉农、纺织企业都造成重大影响。

弱势的棉农所受影响始终是乐施会关注的重点。通过研究我们看到数以千万计的棉农最终承受了价格波动的恶果，入世

后中国农户植棉收益总体下降。在这背景下，我们更注意到：中国棉业要警惕来自 WTO 和正在兴起的双边自贸区的双重

挑战。

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第四章以中国棉花案例结合国际乐施会研究成果，论证了现行 WTO 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获得公

平发展机会助益甚微。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市场准入领域应有权利享有充分弹性空间，保护国内市场免受倾销冲击，

保护自身农业及广大小农生产者可持续生计。否则，多哈发展回合将很可能沦为“市场准入回合”

最后，从保护发展中国家弱势产业和弱势群体为出发点，从国内政策调整、双边自贸区谈判、WTO 多边贸易谈判三

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本报告是实地调查研究与文本综合分析相结合的成果。自 2006 年底至 2008 年初，中国国内优秀的棉花产业研究专

家、国际贸易专家、农业经济学家、民族学家等组成的专题研究小组，在新疆、江苏、河南等具代表性的主要产棉区与

政府官员、地方学者、社区棉农等不同利益相关者通过座谈会、问卷、典型案例等多种形式扎实调研。课题组还依托农

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可靠的基层技术力量，收集到全国 7 个主产棉省（自治区）的 1500 户棉农的珍贵数据。

本报告棉花案例及数据基于以下 4 个实地调研成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自由贸易区发展对中国棉

花产业、棉农收入的影响研究》、《入世以来中国棉农生产、销售行为研究——基于三大棉区1500户棉农的跟踪调查》、

《入世以来新疆棉花产业发展与棉农收入研究》；新疆师范大学课题组的《小康生活的助推器，亦或不能承受之重？——

来自南北疆棉农社区的案例研究》。

此外，我们的报告也呼应了国际乐施会在《空洞的承诺》报告中对多哈回合谈判进展的失望，批评发达国家的双重

标准和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需求的种种表现，强调落实特殊与差异性措施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

我们期望通过这份报告，反映中国棉花产业和棉农的遭遇，阐述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世贸不公平的贸易规则

中，应当享有保护自身免受贸易自由化冲击的权利。我们呼吁，在多哈发展回合谈判重启之际，发达国家成员应信守承

诺，削减和合理使用国内支持，尊重发展中国家成员维护本国发展利益的需求，从而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维护本国农民

的粮食保障、生计保障和农村发展的权利，以应对市场开放带来的风险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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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万（表 1），不仅有效缓解了城镇就业压力，而且提高了大量从业的农村劳

动力家庭的生活水平。

棉花种植还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2008 年，中国棉花产量达 750 万吨。5

根据每户植棉所投入劳动力及中国15个主产省（自治区）的棉花播种面积计算，

约有近 5000--6000 万个农村劳动力直接参与棉花生产，3000 多万农户、1 亿多

农村人口以植棉为生。6 考虑到中国农村人口比重依然占54.3%（7.21亿）的背景， 
7 可以估计中国农村中约 1/7 的人口收入要依赖棉花。

宝贵的季节性就业机会也是棉花可以有所贡献之处，特别是这些机会主要为

贫困的西北地区人群能够利用时。中国重要产棉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每年采

摘季节约可吸纳 200 多万外地劳工从事棉花采摘。8 据粗略估计，2008 年，赴新

疆采摘棉花的中国经济欠发达省份如甘肃、陕西、四川、河南的数百万农工劳务

总收入达 25 亿元。9

金融危机影响下，城市就业机会不断萎缩，棉花等劳动密集型农作物提供的

就业机会对于缓解劳动力就业压力、增加农民现金收入的重要作用尤为凸显出来。

2.3 对中国区域经济贡献良多

近 30 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棉花生产国。棉花种植收入对于中国区域

经济、特别是贫困地区经济非常重要。2008 年，中国棉花种植总面积 8631 万亩，

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的 3.7%。10 当年棉花产值 1112.98 亿元，占全国农业总产

值的 3.9%。11

中国棉花生产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部、西部地区 12。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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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国民经济、农村发展、就业及减贫工作中，棉花均扮演着无法替代的

重要角色。

2.1 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

“消费、投资、出口”一直被誉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作为中国最大

的净创汇行业，纺织业（含纺织织物、制品及服装出口）对中国经济意义自不待

言。2008年，中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12.6％；其中，

棉制纺织品及棉制服装（针织物及钩编织物、针织或钩编的服装及衣着附件）出

口占全部纺织品出口额的 37.4%（672.44 亿美元）。1

同时，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棉花消费国。如图 1 所示，2004 年起中国已成为

棉花净进口国。2007 年，中国棉花消费量占世界总消费量的 47.45%，比入世初期

的 2001 年上涨了 119.4%。此外，2008 年中国棉花进出口总额累计达到 181.36

亿美元，其中进口 74.45 亿美元。2

2.2 缓解就业压力的重要渠道

棉花从生产、流通到加工都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

有助于缓解中国庞大的就业压力。1991 年至 2007 年，中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平

均增长速度为 4.7%。3 2008 年，中国城镇统计失业人数 886 万，失业率为 4.2%。
4 除城镇每年新增劳动力超过 2000 万之外，还有农村富余劳动力约 2 亿人。在这

沉重就业压力下，纺织服装业从业人数从 1980 年的 613 万人增长到 2008 年的

资料来源：《中国纺织工业发展报告》（历年），中国纺织工业协会；杜钰洲：《加强合作迎

接后危机时代机遇与挑战》，载《中国纺织报》，2009 年 11 月 3 日。

表1  1980�2008年中国纺织从业人数增长情况（万人）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3 2008 

从业人数 613 916 1173 1471 1800 2000

图1：  2001-2008年中国棉花进出口量（万吨）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棉花进品数量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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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年产 5 万吨以上的 13 个主产省（自治区）中，GDP 居全国中等以下水平（15

名之后）有 8 个省，农民人均收入列全国 15 名之后的有 7 个省（自治区）（参

见表 2）。

棉花播种面积、产值及对农户家庭经营的贡献等是各产棉区发展的重要依赖。

2008年，全国前7位主产省（自治区）的棉花播种面积均占农作物播种面积4%以上，

新疆更高达 38%（参见表 3）。回顾近年棉花种植发展轨迹，农户植棉面积占家

庭耕地面积的比例持续上升，户均植棉面积也逐年增加，2006 年比 2004 年增长

9.22%。13（参见图 2）

棉花产值在主产省（自治区）农业产值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参见表 4）。

2007 年，新疆棉花产值占农业产值比重近 60%，其他主产省如河北、湖北、安徽

  表4  2007年主产省（自治区）棉花产值表（万吨、亿元） 

省区 棉花产量 农业产值 棉花产值 
棉花产值/ 

农业产值 

新疆 301.2744 766.9 445.2 58.05% 

河北 72.4738 1639.1 136.8 8.35% 

湖北 55.7300 1152.1 95.9 8.32% 

安徽 37.4208 1054.0 75.1 7.13% 

山东 100.0938 2604.1 166.5 6.39% 

河南 75 2254.5 117.0 5.19% 

江苏 34.7533 1542.5 68.3 4.43%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8》，“中国2007年棉花总产量与人均占有量统计”表
和“中国2007年各地区农业分项产值统计(按当年价格计算)(农业)”表。

 

等省也达 7% 以上。

2.4 中西部农户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

由于棉花基本保持97%以上的高商品率，来自棉花的收入成为棉农家庭收入、

特别是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7 年针对主产棉 7 省区 1500 份农户连续三年（2004-2006 年）收入构成

的调查发现：总体来看，非农就业机会多与少可视为农民对棉花依赖程度的“晴

雨表”。在山东、河北等交通便利、非农就业机会较多地区，棉花收入占家庭收

农户案例 1：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某村

段某，黄河流域棉区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

段村人，男，60岁，家中5口人——妻子、儿子、

媳妇和孙女，经济状况属于村里中等水平。全

家总共 7.5 亩地，平均每人 1.5 亩，全部是麦

棉套种。

段：我们这里是老棉区，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就开始种棉花了，大人小孩都有这个技术。

家里花钱，比如有个头疼脑热、小孩子上学啥

的，都得靠卖棉花收入。所以虽然我儿子也出

去打工，但不敢走远，主要在郑州一带找活儿，

就是为了农忙时及时赶回家帮忙。

农户案例 2：新疆喀什地区麦盖提县某村

艾里 ,46岁，男，维吾尔族，全家 5口人，

人均耕地面积 4.6 亩，在当地农户中属于普通

水平。艾里从上学时就跟着家里人学会了种棉

花，现在每亩籽棉产量能达到 300 公斤左右 .

麦盖提属于传统农区，主要种小麦和棉花，

小麦用来解决口粮；棉花全部出售换钱。艾里

说：我们这里的土地、气候条件特别适合种棉

花，发展棉花种植 20 多年了，棉花收成一直

是我家主要收入来源。

棉花价格的高低对家庭生活水平影响特别

大。艾里算了一本帐，2007 年 23 亩棉花卖了

45,000 元，扣除各种费用（主要是化肥、农

药等农资投入）净得了 25,300 元；此外，粮

食（小麦）折合价约 1800 元；还有卖羊收入

约 9,000 元，扣除成本净收入有 6,000 元。扣

除各项成本后，2007年全家纯收入 331,00元，

现金纯收入 31,300 元，其中来自棉花的收入

占全家全年收入的 76.4%。由于小麦主要是自

己食用而非现金来源，这样，棉花占家庭现金

收入比例达到 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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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7个主产省（自治区）2008年农作物、棉花播种面积表（万亩） 

省区 农作物播种面积 棉花播种面积 
棉花播种面积/ 

农作物播种面积 

新疆 6730.05 2577.9 38.30% 

山东 16146 1332.39 8.25% 

河北 13069.8 1035 7.92% 

河南 21221.1 909 4.28% 

湖北 10947.45 814.5 7.44% 

安徽 13464.9 585.15 4.35% 

江苏 11265.45 450.705 4.0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12-14，中国国家统计局。

 

地区
 

 

棉花

产量 

棉花产量排

序 

农民人均

收入 
排序 

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  
排序 

全  国 749.2  4760.6  22698  

新  疆 302.6 1 3502.9 25 19893 15 

山  东 104.1 2 5641.4 8 33083 7 

河  北 73.7 3 4795.5 12 23239 12 

河  南 65.1 4 4454.2 17 19593 17 

湖  北 51.3 5 4656.4 14 19860 16 

安  徽 36.3 6 4202.5 19 14485 27 

江  苏 32.6 7 7356.5 5 39622 5 

湖  南 24.7 8 4512.5 16 17521 21 

甘  肃 12.3 9 2723.8 31 12110 30 

江  西 11.2 10 4697.2 13 14781 26 

山  西 10.7 11 4097.2 22 20398 14 

陕  西 10.1 12 3136.5 27 18246 18 

天  津 8.3 13 7910.8 4 55473 3 

表2 2008年年产5万吨以上主产棉省（自治区）经济发展水平表（万吨、元）

资料来源：①《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9-21和表12-15；
②《中国统计年鉴摘要 2009》，中国历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统计表(2002-2008)。

图2：  2005-2006年全国和主要产棉区户均耕地面积和棉花种植面积表（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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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5-2006年7个主产棉区棉花收入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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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比例比较低。对棉花依赖度较高地区又可分为两类情况：一类是长期拥有植棉

传统和技术的东部、中部棉区，虽然不乏非农就业机会，但棉花收入依然是家庭

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类是因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造成外出打工机会有限

的棉区，主要集中在中国西北棉区，如新疆。（参见图 3）

2008年最新调查进一步显示：棉花是农户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现金收入来源。

7 个主产省区被调查农户中家庭现金收入的 35% 以上来自棉花，其中新疆南部阿

克苏地区和喀什地区棉花收入占农户收入的 70% 以上。14

2.5 对西北边疆少数民族减贫的重要性和意义尤为突出

2.5.1 棉花支撑着新疆少数民族棉农的生活

作为适合中国西部贫瘠地区的农作物，棉花对于推动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减

贫发展意义重要。2008 年，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农村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4007 万人）的比重为 52.5%，2008 年西部地区重点县低收入人口中，少数民族

人口占 46.2%。15 不难看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已经成为中国减贫发展的重点和

难点地区。

位于中国西北边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均 GDP 居全国第 15 位，农民人均

收入居全国第 25 位，是中国减贫发展重点省份之一。2007 年，新疆农民人均收

入同比全国相差 957 元，而以维吾尔族为主的棉花主产区——新疆南部农民人均

收入同比全国值低 1557 元（参见表 5）。

由于光照、水、土壤等自然资源适宜植棉，以及近 20 年稳定的技术支持，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棉花生产一直是新疆农业的支柱产业，棉田遍及全疆 14 个

地州市 62 个县（市），种植面积、产量等指标连续 10 多年居全国首位。

新疆700余万棉农中，少数民族占到58%，并且他们的生计严重依靠棉花收入。

棉花每年可为新疆农民带来 50-60 元增收空间。2007 年新疆农民人均新增 400 多

元收入中，260 元来自棉花。据调查数据显示，新疆植棉农户棉花收入占纯收入

比例基本保持在 30% 以上（全国平均水平为 16.6%），南疆喀什、阿克苏等棉区

高达 70% 以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植棉收入占兵团农户收入的 80%。16 据测算，

如果皮棉价格降低 1 元 / 公斤，新疆棉农人均减收 80 元。17 这一系列数据充分显

示棉花收入对新疆经济发展及农户收入的重要意义。

2.5.2 入世后遭遇贸易自由化冲击的新疆棉农困境重重

入世以来，新疆棉花种植面积继续保持增长（参见表 6）。与 2002 年相比，

2008 年棉花种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同比提高了 12.38%。新疆南部阿克苏地区和

喀什地区农户棉花种植面积最多占到家庭耕种总面积的 92.8%，低者也达 56%。18 

随着棉花产业发展，新疆棉花产值也持续增加。2007 年全疆原棉产值达到

445亿元，占当年新疆农业总产值（766.9亿元）的58%左右，比2001年(97.69亿元)

农户案例 3：北疆呼图壁县某村与南疆喀

什地区莎车县某村

阿依古里（女，南疆维吾尔族棉农）：往

年家里人生病还买得起感冒药、或者去卫生所

吊瓶，今年有人生病只能应付一下，自己能抗

就抗过去吧。

江某（男，北疆汉族棉农）：以前过节走

亲戚送礼总提上四五袋，今年收成不好能提上

两袋就不错了。平时自己家里嘛是能不吃肉就

不吃肉，吃不起了。今年过年也没啥钱给家里

人买新衣服。以前春节时肯定要放炮，亲朋好

友到家里来喝酒的、聊天的、吃饭的，热闹得

很，今年没啥收入，连放炮的都没有，我家里

也没请客——唉，菜也没有，肉也没有，还请

啥客，我家过年就凑合买了点鱼、肉自己家凑

合过年算啦。2008年棉花要再像 2007年这样，

这一年就没办法过日子了。

农户案例 4：新疆南北疆棉区农村

南疆某村的前任村长吐尔逊（男，43岁，

维吾尔族）：“不管怎么说，我们种棉花已经

20 多年了。现在遇到了很多困难，种棉花赚

的钱越来越少，但是不能不种呀。土地这么少，

人口增加了。种棉花如果遇到好价钱，多少还

能赚点钱，孩子上学要钱，过日子要钱，没有

钱不行。

北疆某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吴某某（女，29

岁，汉族，回村过年时接受访谈）：这几年种

棉花伤了人心，再种下去我看够呛。棉花价格

晃动得厉害，今年赚上一点钱，没人知道明年

还能不能赚上？！

南疆某村农民阿迪力（男，36 岁，维吾

尔族）：“不种棉花我们能种什么？像我这个

年龄的人，是种棉花长大的，除了会种棉花，

我们其他的都不会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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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2002-2008年新疆棉花播种面积占耕种面积的比重（万亩） 

年份 耕地面积 棉花面积 棉花/耕地面积 

2002 5046.99 1415.955 28.06% 

2003 4970.985 1555.575 31.29% 

2004 5043.48 1691.325 33.53% 

2005 5081.295 1736.985 34.18% 

2006 5460.645 1929.84 35.34% 

2007 5680.92 2673.9 47.07% 

2008 6186.846 2502.015 40.44%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历年）； 

2008年数据根据《新疆统计年鉴 2009》，表 10-13。 

表5  2001-2007年新疆棉农收入表（元） 

年份 
全国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新疆农村居民家庭

人均纯收入 

新疆人均棉

花收入 

棉农棉花收入占人均

纯收入比重（% ） 

2001 2366 1710.00 601.92 0.3520 

2002 2476 1863.38 570.38 0.3061 

2003 2622 2106.18 987.80 0.4690 

2004 2963 2244.61 783.37 0.3490 

2005 3255 2482.01 876.15 0.3530 

2006 3587 3067.00 927.94 0.3390 

2007 4140 3183.00 1082.22 0.3400 

资料来源 ：《新疆统计年鉴》（2001-2008年），棉花人均收入为农研中心研究小组测算。  

资料来源：《全国农产品生产成本资料汇编》（2000-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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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近 303.28 亿元，增幅达 309.46%，年均递增 51.57%。2008 年新疆棉花产值占

全区种植业产值的 65%，棉花加工产值占工业产值的 60%-80%。19

虽然新疆棉区具有自然条件、品种和技术等种种优势，遗憾的是，中国加入

WTO 后，国内棉花价格跌宕起伏，棉农植棉收益也非常不稳定。图 4 显示，棉花

价格波动和生产成本变动是农户植棉收益影响的直接因素。2001-2007 年，农户

植棉收益呈现三个波动周期，2001-2003 年，种棉收益迅速增长；2004 年比上年

骤降 64%；此后每亩植棉收益虽有回升，但年际间波动较大，2005-2007 年波幅

分别为 52.72%、-21.12% 和 29.30%，本报告后文将论述影响农户植棉收益稳定性

的主要原因。

由于棉花收入难以维持家庭日常开支，新疆棉农不得不削减医疗、教育、社

会交往等种种家庭开支，尽量将生活花费降至最低。因男性劳动力需要外出寻找

打工机会以补贴家用，妇女不得不独自承担棉田中的沉重劳动。高强度、长时期

的劳作给妇女健康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因语言、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维吾尔族

棉农外出打工机会和空间都相对比较狭小，他们几乎被牢牢绑定在棉花种植上。

虽然付出辛劳、健康等种种代价，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依然难以从棉花生产中得到

公平合理的经济回报。

即便如此，但种植结构调整难以在朝夕之间实现。当棉花难以支撑家庭生计

时，众多严重依赖农业生产、依赖棉花收入的少数民族棉农只能无助而被动地苦

苦等待境遇的好转。

棉花事关中国的国计民生

[ 乐施会政策报告 ]

2009 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

入世带来的市场开放对中国棉花产业造成严重冲击

[ 乐施会政策报告 ]

2009 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

2001 年之后，中国政府履行其入世承诺，调整棉花进出口政策，极大提高

了国内棉花市场准入水平。一是大幅度削减棉花进口关税。无论是配额内、配额

外关税，还是 2005 年起实行的滑准税，均极大降低了棉花进口门槛。20 是大幅度

地扩大配额数量。棉花进口配额量由 2001 年的 78.1 万吨扩大到 2004 年的 89.4

万吨。这一进口数量配额远远高于入世前中国实际进口棉花的水平。三是扩大非

国营企业的贸易份额。配额内进口棉花 33% 分配给国营贸易企业经营，67% 分配

给非国营贸易企业经营。此外，中国还取消了棉花出口补贴。

市场开放导致中国棉花进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

于中国纺织服装产品出口，但是对国内棉花产业发展和农民生计产生了严重冲击。

3.1 进口急剧增长，对外依存度增加，自给率显著下降

加入 WTO 前，中国棉花进口量较小并保持了一定净出口。入世后中国棉花进

口急剧增长，2003 年起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2008 年（219.3 万吨）是

2001 年进口量的 19.5 倍，中国棉花出口量则萎缩了 7.4 倍 ( 参见图 1)。21

棉花消费量大量增长并未惠及国内棉农，进口棉激增造成对外棉依存度上升，

国内棉花自给率快速下降。2002-2007 年，国内棉花消费量以每年 18.1% 的速度

增长，巨大的国内需求并未引起棉花价格上涨，反而出现价格波动不定状况。究

其原因，正是大量涌入的进口棉打压了国内棉农利润空间。2002 － 2007 年，进

口棉占全国消费总量的 20.2%；最高时达 31.7％（2006 年），比 2001 年增长了

33.1 倍。进口棉花在国内纺织企业棉花库存中有时占 70％以上比重。

与此同时，国内棉花自给率由 99%（2001 年）下降到 77.6％（2008 年），

最低时为 64.9%（2006 年）。比较 2008 年、2002 年两个年度的中国棉花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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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量可以看出，入世后中国国内棉花新增需求的近一半被进口棉所占领，进口

棉之中又以美棉长期居进口首位。棉花的大量进口为美国、印度等对华出口大国

的棉花生产和经营者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同时也意味着中国棉农丧失了近一半

的市场机会。

 3.2 国内外价格联动性增强，国际棉价是国内价格跌宕起伏的主要影响

因素

入世后，国内外市场价格相关性逐渐增强 , 由 2002 年以前的 0.65 增加到

2002 年以后的 0.89，呈较强正相关。同期，国内棉花价格波动幅度强于国际棉花

价格波动幅度。

加入WTO前 , 国内棉花价格波动幅度小于国际棉花价格的波动 22。加入WTO后 ,

国内棉花价格的标准差大于国际棉花价格的标准差 , 说明国内市场的波动幅度要

大于国际市场。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中国国内棉花价格与国际棉花价格存在较强

的因果关系，国际市场棉花价格变动是引起国内棉花价格波动的原因，而国内市

场价格对国际市场价格影响较小。23

由于中国对进口棉花依赖度较高，当国际棉花价格波动时，将导致棉花进口

价格发生波动从而传导到国内市场 , 引起国内市场价格同方向波动。由于从主要

棉花出口国到中国的运输时间约需一个月，所以当期国际棉价变动并不会马上引

起国内棉价大幅波动 , 而是会有一个月左右的滞后期，即从第 2 个月开始扩大 ,

在第 4 个月达到最大值后开始缓慢减弱 , 到第 10 个月才基本保持平稳。尽管是

棉花进口大国, 但中国国内棉价波动对国际市场的反馈影响力目前较小且不持久，

缺乏国际价格主导权。 

 

2001-2007年棉花进口量占国内产量和国内消费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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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显示，国内棉花价格的形成过程中 , 国际棉花价格也起着绝对主导

性作用。24 这也证明了自中国加入 WTO 后 , 国内棉价频繁而剧烈波动的主要原因

在于国际棉花价格波动。25    前文述及中国棉花生产主要集中在西北新疆、黄河流

域河南、河北等中西部地区，湖北、山东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东部地区也有分布，

而棉纱产量则集中在江苏和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因此，

国内棉价剧烈波动对生产者如棉农、消费者如棉纺企业都带来了重大冲击。

 

3.3 棉花生产剧烈波动，棉农收益总体下降

1999 年度中国新一轮棉花流通体制改革放开棉花价格后，中国农民已完全

具有种植决定权，市场机制的作用更加明显，决定农户种植行为选择的主要经济

因素之一是单位种植面积产出的经济效益。此外，还要考虑劳动力投入、土地约束、

种植和病虫害防治技术等等因素。鉴于中国棉区范围广阔，彼此之间生态条件、

社会经济状况都不尽相同，各棉区种植模式存在较大差异。

传统上，中国分三大棉区：长江流域棉区、黄河流域棉区和西北内陆棉区。

乐施会支持的研究表明，市场环境下，棉农对价格变化存在积极反应；棉花市场

价格变化会对棉农种棉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不同棉区反应程度有差别。26

根据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农户数据的估计，国内棉花市场价格每下降

1％，短期内会造成湖北棉农植棉面积减少0.1％，新疆棉农植棉面积减少0.05％。

从长期看，将造成湖北棉农植棉面积减少 0.2％，新疆棉农植棉面积减少 0.1％。

可见，如果国内棉价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长期处于低价位，将导致国内棉花种植

面积明显减少。由于湖北所代表的长江流域棉区，绝大多数农户实行多种经营，

相对而言较易进行土地种植调整和兼业经营；而新疆代表的西北内陆地区，每个

农户棉花种植面积较大，棉花生产专业程度也较高、专业性强，土地种植品种有限，

兼业或非农就业困难，对棉花生产依赖性强，因此受国内外棉花价格波动的负面

影响更为深重。27 以上只是农户层次的供给反应，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中国棉

花的供给弹性会更大，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也会更大。

现实恰恰印证了种种担心。入世后受国际棉花价格波动影响，中国棉花市场

价格、种植面积、产量、农户收益等呈现全方位动荡不定，甚至总体下降的状况。

2002-2008 年间，中国棉花收购价格年均波动幅度超过 12%，2003 年同比波

动幅度达到 56% 以上，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现象。2004 年之后，国际棉价持续低于

国内价格，国内棉花收购价、销售价波动幅度虽略有下降，但依然呈现上下起伏

状况。

受价格波动影响，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等指标也出现较大波动。2002-2007年，

中国棉花产量年际间有 4 年波幅超过两位数，最低值和最高值更是相差近 40%。

国际棉价波动传导到国内，最终由众多以棉为生的农民承担了冲击后果。

2002 － 2008 年，中国农户植棉每亩利润总体下降，且年际间波动幅度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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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80-2008年国际与国内棉花价格波动图（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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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中 国 农 户 植 棉 亩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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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在国内外市场联动性加强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快速通过进出

口、需求、汇率等途径传导到国内，造成当年国内棉花价格大幅下跌，棉农收入

也剧减。

3.4 中国棉业前景：面临 WTO 和双边自贸区发展的双重挑战

3.4.1 多哈回合若继续扩大配额将进一步损害中国棉花产业

重启的多哈回合农业谈判中，中国棉花前景如何？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

研究中心运用全球贸易分析预测模型（GTAP）的模拟结果显示：增加关税配额将

显著增加中国棉花进口和纺织服装出口，降低国内市场价格和产量，减少棉农收

入、棉花产业总体就业机会和总收入。如果只是适当削减配额外关税对当前棉花

进口和生产没有太大影响。

当棉花配额扩大 40、60 和 80 万吨时，中国棉花进口将分别增加 44.7%（4.4

亿美元），67.1%（6.6亿美元）和89.5%（8.8亿美元）；纺织出口将分别增加0.7%(4.7

亿美元)、 1.1%（7.0亿美元）和1.4%（9.3亿美元）；服装出口将分别增加0.2%(1.6

亿美元 )、0.2%（2.3 亿美元）和 0.3%（3.1 亿美元）。

但是，棉花国内市场价格将分别下降 0.79%、1.18% 和 1.55%；产量分别减少

1.34%（3.4 亿美元）、1.99%（5.0 亿美元）和 2.64%（6.7 亿美元）。相应地，棉

农收入将显著减少4.2亿、6.2亿和8.2亿美元；棉花种植从业人数将分别下降85万、

127 万和 168 万人。虽然纺织服装部门对劳动力需求会增加，但难以弥补棉花种

植业的损失，最终将导致整个产业 79 万、119 万和 157 万人失业。此外，棉花

产业总收入会下降 5200 万、7500 万和 9700 万美元。

总体而言，增加棉花进口配额对棉花产业弊大于利，会显著降低棉花产业总

体就业人数和总收入。虽然纺织服装部门出口会增加，但增幅不大，且不利于改

善贸易条件和平衡进出口贸易，甚至有可能引起贸易摩擦。28

3.4.2 自贸区建设使中国棉花产业面临新的挑战

目前，中国与东盟、智利、新西兰、澳大利亚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或

在谈双边自由贸易区。其中，涉及到棉花生产国的主要有巴基斯坦、澳大利亚、

印度与巴西四国。

将中国、美国相关数据一并纳入分析视野后可以看出，这六个国家中棉花生

产规模最大的国家依然是中、美两国；棉花价格竞争力最强的是印度、巴基斯坦，

但后者的棉花质量问题影响了出口竞争力；棉花出口能力最强的是美国、印度。

从长期看，全球棉花生产格局将出现较大变化，中国、美国的棉花大国地位将受

到挑战，印度、巴基斯坦、巴西三国将成为新的增长点。研究显示：传统棉花出

口大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出口竞争力依然较强，但近年受到印度、巴西等出口棉

农户案例 5：江苏省盐城东台市某村

臧某：55 岁，全家 4 亩棉田。说起棉花

价格，我们农民现在最头疼的是价格问题。每

年价格太不稳定了。我这个人有记账的习惯，

从 2002 年到 2006 年我的棉花产量、卖出的价

格、我的收入等等，我都有记录：

你看，每年我棉花种植面积差不多，由于

产量不一样，特别是价格波动，我的植棉收益

差距很大。价格嘛人家收购站说了算，我们虽

然也讨价还价，但一般也就是争几分钱。

棉花收入是我们家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

每年水稻收入 4000 多元，小麦 2000 多元，大

麦收入 1500 元。粮食收入总的来说还比较稳

定，但是棉花波动太大了，实在头痛。

年份
 植棉面积

（亩）
 棉花产量
（斤）

 平均价格
（元）

 植棉收入
（元）

 

2002 3.0  2039  2.13  7181 

2003 4.3  2000  3.59  4323 

2004 4.4  3409.5  2.13  7269 

2005 4.3  1887  2.74  5175.8 

2006 4.4  2102  2.28  4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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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两国出口棉花所占市场份额在小幅下降。巴西棉花出口竞争力较强，出

口棉质量、市场份额都有小幅增长。印度棉花不仅当前具备较强出口竞争力，且

从变化趋势上看也具备非常强的竞争潜力。巴基斯坦和中国两国棉花出口竞争力

比较弱。

通过GTAP模型模拟自贸区发展对中国棉花生产、棉花进出口贸易、棉花价格、

社会福利和棉农收入的影响后，得出主要结论如下：

中国和东盟、印度之间建立自贸区对中国棉花产业将产生负面影响，其中中

印建立自贸区将使中国棉花产量减少 1.51％。

中国 - 澳大利亚自贸区建立对中国棉花产量影响相对较小。主要原因是澳大

利亚棉花生产受干旱缺水以及劳动力短缺的影响，发展潜力比较有限。

中国已达成的自贸区国家如新西兰、智利等国，很少或基本不种棉花，对中

国棉花产业影响不大。由于 GTAP 模型中缺乏巴基斯坦数据，故没有专门分析其

影响。

从总体看，双边自贸区协议有利于中国整体福利改善、经济增长、贸易发展

和产业结构调整，但不容忽视的是：福利和贸易利益的分配是不平衡的，中国农

业部门将承受明显的冲击，中国棉花生产、棉农就业和增收都将产生一定的负面

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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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7 新一轮谈判对中国棉花产业的影响测算 

 配额额增加 40 万吨 配额额增加 60 万吨 配额额增加 80 万吨 

贸易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相对量变化（% ） 

棉花 44.7 7.4 67.1 11.3 89.5 15.2 

纺织 -0.3 0.7 -0.4 1.1 -0.5 1.4 

服装 -0.1 0.2 -0.2 0.2 -0.2 0.3 

 绝对量变化（百万美元） 

棉花 439  3 659  4 879  5 

纺织 -83 473  -124 702  -163 929  

服装 -7 157 -10 234  -13 308  

合计 a 348  246  523  368  699  491 

价格 相对变化量（% ） 

棉花 -0.79 -1.18 -1.55 

纺织 -0.13 -0.19 -0.25 

服装 -0.04 -0.06 -0.08 

产量 相 对 变 化

量（% ） 

绝对变化

量 

（百万美

元） 

相对变化

量（% ） 

绝对变化

量 

（百万美

元） 

相对变化

量（% ） 

绝 对 变化

量 

（ 百 万美

元） 

棉花 -1.34 -339  -1.99 -504  -2.64 -666  

纺织 0.34 981 0.51 1457 0.68 1925 

       

服装 0.11 174 0.17 258  0.22 340  

就业 相 对 量

（% ） 

绝对量 

（万人）b 

相 对 量

（% ） 

绝对量 

（万人）b 

相 对 量

（% ） 

绝对量 

（万人）b 

棉花 -1.61 -85.20 -2.40 -127.01 -3.17 -167.76 

纺织 0.35 4.58 0.53 6.94 0.69 9.04 

服装 0.12 0.71 0.18 1.06 0.23 1.36 

合计  -79.91  -119.01  -157.36 

收入 百万美元 

棉花 -419 -620 -817 

纺织 280  415 549  

服装 87 130 171 

合计 -52 -75 -97 

注:(a)合计项还包括对畜产品以及其它部门贸易的影响。

(b)根据棉花就业人数5292万人；纺织服装就业人数1900万人计算。

 

资料来源：中科院GTAP模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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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案例犹如透视镜，从中折射出了现行多边机制下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不

公平补贴、发展中国家的苦苦支撑。若重启的多哈回合继续此种机制，则“发展

回合”终将沦为空谈。

4.1 WTO 机制中的双重标准扭曲贸易并阻碍了发展中国家发展

在全球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迫切希望纠正长期被操纵的农业贸易规则；

以及应享有特殊和差别待遇。虽然对此准则各方已具共识，但更多停留在文件案

头而非实践中。迄今为止，多哈回合在发展中国家这两个重要需求上的进展收效

甚微。

多年来的贸易规则容许发达国家实行低于成本的生产模式，并将其农产品倾

销到贫穷国家。此类行为不仅会打压世界商品价格，导致贫困农民丧失生产力的

状况恶化，并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经济体中的贫穷状况长期难以

缓解。

在 WTO 重启之际，应在补贴和堵住 WTO 规则漏洞两个方面有所作为，从而推

动上述错误的纠正。

目前状况是：虽然谈判各方已就削减补贴达成共识，即便不能一步到位消除

贸易扭曲补贴，各方也应着手尽量降低它们。而目前谈判轨迹不仅容忍补贴现状，

并给其留下了扩展空间。这一点可以从最大的两个犯规者——美国和欧盟所持立

场上清晰展现。

根据国际乐施会的分析，美国已承诺降低其整体贸易扭曲补贴，最大金额可

达每年 144 亿美元。虽然有人认为这是个积极信号，但不能忽视的是与 2007 年

相比，它实际只减了 70 亿，显然远远不足。这反映出美国在坚持拒绝发展中国

家所要求的政策空间同时，依然继续为它自己要求“政策空间”。实际上，2008年，

美国农业政策法案提高了补贴和市场保护。另外，美国提案是某种有条件的“和

平条款”，该条款将确保美国在面对基于整体贸易扭曲补贴的任何合法挑战时能

够保护自身。因此发展中国家视此议案为发达国家在贸易协议谈判中运用双重标

准的又一案例，这是完全正当有理的。

最新的谈判草案允许发达国家从“转箱”规则设置的漏洞中获利，从而可以

继续保持现行补贴水平。在蓝箱（产量补贴）和绿箱（非扭曲补贴）原则薄弱的

现实情况下，需要强有力的原则来管制这两类箱子，以防止 WTO 规则中现存漏洞

不断扩大。不幸的是，这个问题在谈判中尚未被有效解决。一些发达国家自诩为

“非、或最小化地”贸易扭曲“绿箱”巨额支付实际上依然能够对发展中国家造

成伤害。

美国农业补贴政策近些年发展总体趋向表现为：补贴强度方面一直强调其补

贴总量和规模；补贴方式则逐步由价格支持为主转向收入支持为主；补贴环节方

面逐步削减农业流通补贴额度，减少中间环节补贴，增加农业综合开发与农民收

入的政策支持力度。2002 年美国农业法案使农业保护政策从“蓝箱政策”的价格

支持转变为符合“绿箱政策”的农民直接固定支持。2008 年 5 月 , 美国新通过的

农业法案继续保持了高额的农业补贴体系。新法案中一个重要变化体现在贷款部

分。以往贷款需要农民用收成做担保，新法案则改为贷款差价支付 , 即农民不用

再把收成作为担保就可以得到一次性付款。当价格不利于农民时政府会自动补贴

差价 , 避免农民的损失。可以预见，巨大的农业补贴将使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供应

大幅度增加而导致价格回落，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无疑将带来较

大压力，中国棉业和棉农在入世 8 年间经历的种种困境正是这压力的缩影。对于

多哈回合预期目标而言，这些无疑是一种倒退。

2008 年 WTO 农业模式草案中，欧盟提出的整体贸易扭曲补贴盘子介于 165

亿欧元至 276 亿欧元之间，视乌拉圭回合最终同意削减额而定（75% 或 85%）。

这个额度虽能有效消减目前的支出总额，但是依然给玩弄伎俩留下了空间。实际

上，通过将大量支出归入非贸易扭曲中，即“转移箱子”的手法，欧盟已经从确

定补贴条款分类的缺陷中收获匪浅。

价格和产量脱钩的补贴并不能停止倾销。产量仅在某些产品有所减少，如玉

米，但在小麦，大豆和大麦等产品中，产量没变甚至有所增加。补贴形式仍然鼓

励过度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实际上是隐藏式的出口补贴。

美国和欧盟在执行已有承诺方面都记录不佳。两者都曾被世贸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裁定违反出口补贴规则，美国是棉花，欧盟是糖业。欧盟现在遵守了这些规

美国棉花和 2008 年农业法案

根据2008年3月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线，

在 2008 年农业法案有效期内（至 2012 年），

美国棉花将有每年 10 亿美元补贴。这些补贴

将分为直接补贴（6.11 亿美元），反周期补

贴（平均每年 4.65 亿美元）和市场贷款（平

均每年 1160 万美元）。

该法案重新引入了一项补贴项目，其内容

类似于 WTO 棉花裁决中要求美国应当取消的补

贴项目。这个高地棉花项目将在 5 年内向美国

棉花生产商提供 4亿美元的经济调整援助。

现行多边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损多益少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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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中国古语云“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但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多次被裁定违规，

但该国长期置之不理。

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应该立即开始表达出自己对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规则

的尊重。如此，才是针对多边贸易体系中发展内容真正承诺的关键性标志，这也

是目前多哈回合谈判的内容。这将切实激励发展中国家农民，特别是西非和拉丁

美洲等国农民，并传递给他们一个强有力信号：发达国家不仅愿意遵守现行 WTO

规则，也将同意并遵守新规则。

4.2  发展中国家的权利：特殊产品（SP）与特殊保障机制（SSM）

中国棉花案例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农业和农村经济所具有的本质特征决定

了他们在 WTO 多哈农业谈判中必须寻求切实有效的灵活性待遇，以减少贸易自由

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多哈回合农业模式草案提出了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两项特殊和差别待遇

（SDT）——特殊产品（SP）和特殊保障机制（SSM）。它们都是被设计来帮助发

展中国家促进其农村生计，确保粮食安全，以及回应农产品倾销和进口狂潮的机

制。虽然发达国家尚未同意有实际意义地削减自身补贴，也依然在享受着他们希

望保有的弹性，但他们一直拒绝发展中国家在 SP 和 SSM 上享有充分弹性。

发展中国家将自身脆弱产品列入特殊产品（SP）而免于自由化，但应注意并

不是列入特殊产品就会自动免于削减关税。最新的谈判文本中仅允许上限为 12%

的农业税目成为特殊产品。很多提案要求仅 5% 的税目可以免于削减，那么 7% 特

殊产品将不得不实施大幅关税削减，这样才能符合所有特殊产品平均 11% 的削减

额度。这意味着从战略上考虑，对于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最重要的产品中，超过

半数将不得不大幅削减关税，根据国际乐施会计算，最多可达 18.8%。30

很明显，这样的后果是特殊和差别待遇（SDT）的概念和实际内涵将被本末

倒置。发达国家将确保自己列出的敏感产品得到持续保护，而它们本是发展中国

家最具竞争力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却发现自己保护国内食品安全的

能力正在被不断销蚀。在实际操作中，发达国家依然能够限制发展中国家主要农

产品进口，但发展中国家却无法有效遏制发达国家产品倾销给自己国内市场带来

的冲击。最终会出现什么状况？发达国家能够持续保护少量的、具有政治影响力

的大农场主，如美国棉花生产者约2万人；发展中国家却无法保护小农生产者——

他们的生计依赖于自己的产品，他们在国内减少饥饿中也承担着重要角色，如中

国近 6 千万劳动力、1.4 亿从事棉花生产的人员。

这里有来自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表明目前的农业模式草案对于 SP

设置的不恰当性。赞比亚在 690 个关税削减条目中仅能保护 83 个；印度在 697

个关税项目中能够保护 84 个；牙买加自 1197 个关税项目中仅能保护 144 个。

与此同时，欧盟 15 国能够保护 2205 个税目中的 132 个，美国则能够从 1777 个

税目中保护 106 个。当富国不应该得到时，他们却获得了继续运用补贴维护市场

不公平竞争的锋利武器。

奶制品案例有力说明了目前发达国家如何利用扭曲贸易而获利。孟加拉国等

发展中国家希望将牛奶（及其他奶制品）列入 SP 从而保护国内市场，因为它们

对于贫穷家庭收入非常重要，仅孟加拉国就有 90% 的农业家庭，约 1400 万户会

受牛奶及奶制品价格波动影响。但是，由于被发达国家列为敏感产品，奶制品不

仅享有大量补贴，而且可以通过特别关税来保护。结果将是发达国家产品持续提

高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中的倾销和所占份额。欧盟 2009 年初开始对奶制品采用出

口补贴是个不祥之兆，因为 2009 年美国农业部也宣布将对奶制品遵循类似路径。

中国可以设置 12% 税目产品作为特殊产品，其中 5% 产品不需要削减，所有

SP 的关税平均削减为 11%。经相关研究测算，占进口额 22% 的棉花、谷物、糖、

羊毛四类是中国最重要的产品，应列入不进行关税削减的特殊产品名列。31 本报

告前文已经论证过：生产、加工领域均属于劳动密集型的棉花产业，对于中国这

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业压力、农村减贫等，均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在

某些特定地区（如新疆南部），棉花收入不仅是难寻替代生计的维吾尔族棉农现

实生活中最重要的依赖，也是他们实现子女入学、健康卫生等种种家庭福祉的期

盼所在。

入世后，大量进口棉涌入带来的种种后果如国内价格、种植面积、产量等上

下波动，棉农总体收益持续下降等，真实而鲜活地说明了中国等发展中成员应该

有权利根据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指定一定比例农产品作为特殊产品。

虽然很难估计给予发展中国家关税栏目作为特殊产品是不是可以提供足够的灵活

性让这些国家能够保护这些目标；但大当我们关心的特殊产品的数量在这些年间

已经从 20% 减为 12%，特别在发达国家还保留通过国内补贴扭曲国际市场的能力

的情况下，乐施会认为多哈回合谈判应该提供足够的弹性让发展中国家保护粮食

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

对于多数发展中成员，特别是农业人口比重大、存在大量生存型、资源禀赋

匮乏的低收入农民的成员，农业在确保国内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方面具有极其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这些发展中成员的财力有限、宏观调控能力较弱以

及农业具有生产周期长、农产品需求弹性小等特点，为防止扩大市场准入过程中

可能出现的进口剧增对其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造成的不利影响，应给予发展中成

员有效使用特殊保障机制的措施。

在当前的条件下，特殊保护机制缺乏最低的保障，不能有效、快速地回应发

展中国家实际应对市场开放风险的能力。乐施会关注的问题主要在于：发展中国

家使用进口数量触发的困难（特别是那些有多个进口口岸和缺乏海关管理能力的

政府）和建立价格触发机制的取代方案；以交叉检查或市场开放检测等条件制约

特殊保护机制的制定；限制关税提高的幅度在束缚关税水平的比例或多哈回合前

现行多边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损多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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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针对国内政策调整

5.1.1 充分利用新绿箱和蓝箱规定，调整和充实国内农业补贴方向及内容。

中国应支持继续保留绿箱政策。新模式草案在绿箱政策中新增了涉及发展中

成员方农民居住权、土地改革方案、农村发展和农民生计安全的政策和服务的内

容 , 将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农村就业方案、营养安全等措施列入绿箱范围。在发

展进程中，少数民族（如中国新疆维吾尔棉农）或原著民往往是弱势中的弱势，

对于那些因语言、接受教育机会、生活习惯等因素造成非农就业空间狭窄的维吾

尔棉农，棉花种植及收入不仅是生计来源，也是未来的希望所在。虽然付出辛劳

有时甚至是健康等种种代价，入世后中国西北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依然难以从棉花

生产中得到公平的经济回报。

中国超过一半贫困人口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现状说明：要使所有群体参与到社

会发展中，促进平等增长的政策是必要及必需的，这也是世界贸易组织“提高生

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和大幅度、稳步提高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宗旨所设立

的基础。

新蓝箱增加了在不限产计划下直接支付的规定 , 蓝箱不再与当前产量挂钩 , 

这使得蓝箱更灵活, 操作性更强。中国加入WTO承诺中规定的国内支持水平为8.5%, 

但目前中国农业支持尚不足农产品总产值的 2%, 农业支持的空间仍然非常广大。

5.1.2 加大黄箱支持力度，提高黄箱利用的效率

的束缚关税水平（这对那些现有束缚关税水平较低的国家尤为不利）；触发水平

严苛；在计算进口急升量中豁免最惠国待遇允许的入口量。相反，发达国家为保

护自身农业的敏感产品时对上述问题都允许更多弹性。

我们重申，多哈回合谈判中对特殊保护机制的制定必须兑现作为贸易补救的

承诺和目标，能够有效地协助发展中国家面对市场开放的风险。否则，把一个没

有实际用途的特殊保护机制写进新的协议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不仅在 WTO 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了重大和广泛承诺，作为新加入成员，中

国已经成为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最低的发展中国家成员之一，为多边贸易体制作

出了巨大贡献。但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发展

中国家，农业不仅保障着整个中国的食品安全，也是大部分中国人口赖以生存和

发展的基础产业，更是中国 7.4 亿农村人口重要收入来源和生计依靠。农业生产

的多样化和区域性特征、农业经营规模狭小、以家庭经营为主等主导特征，决定

了中国需要时间充分履行其入世承诺，消化承诺所带来的影响，并进行必要的调

整。

新一轮谈判应充分考虑中国等新加入成员的实际情况，给予它们相应的特殊

差别待遇，免于减让。同时，新一轮谈判应给予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待遇，制

定有效的特殊保护机制，以应对农产品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否则，受到影响的

农业除了将危害到巨大农业人口生计福祉外，还很可能加剧中国农村隐蔽性失业

和贫困问题。

现行多边机制对于发展中国家损多益少

[ 乐施会政策报告 ]

2009 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



.26 .27

政策建议

[ 乐施会政策报告 ]

2009 年多哈回合谈判重启：中国棉业依然步履维艰

加入 WTO 后，中国取消了棉花生产、经营领域的大部分补贴和支持政策，使

得中国棉农生产几乎完全处于高度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之中。棉花价格的波动不

稳及棉农收益日趋下降，使得中国政府开始调整国内政策体系。2007 年实施良种

补贴试点，2009 年实现该政策全覆盖。该政策实施有助于提高棉花品质、增强市

场竞争力。从保护生产者角度看，中国依然需要出台更多直接针对棉农的国内支

持措施，如将棉花列入生产资料增支综合补贴范围，降低棉花生产成本；考虑棉

花最低收购价政策可行性等。

5.1.3 完善进口管理办法，以稳定棉价并保护棉农利益

自 2005 年 5 月起，中国政府对超配额进口棉花实施滑准税制度。该政策对

稳定国内市场价格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但在保护棉农收益方面效果不佳。为

稳定棉花价格、保护棉农利益，中国政府应详细研究各类进口管理办法，在开放

贸易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避免损害广大棉农利益。

5.2 针对双边自贸区谈判

要警惕市场开放框架下双边自贸区可能给棉产业、棉农造成的进一步冲击。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双边自贸区发展战略，同时应注意到，自贸区的建立势必

带来更多外棉进入中国，意向国中印度自 2006 年起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中国第

二大棉进口国。

由于中国棉花国际竞争力较弱，在自贸区谈判中进一步降低棉花进口关税导

致的进口量扩大，将对中国棉花产业和广大棉农收入、就业造成进一步负面影响。

中国政府应充分重视和警惕来自多边自贸体系与双边自贸区对棉产业、棉农造成

的双重冲击。

5.3 针对 WTO 多边谈判

5.3.1 在世贸组织新一轮谈判中，坚持大幅度削减发达国家国内支持，

减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公平竞争。

在黄箱政策方面继续降低发达国家的微量允许幅度；继续大幅度削减超过微

量允许的黄箱政策支出。在削减方式上坚决要求发达国家从总量到产品品种都应

实施削减。对发达国家使用新蓝箱应进行封顶和限制，并需严格发达成员使用绿

箱的纪律，充分考虑实现发展中成员的关注，防止发达成员假借非贸易关注的名

义规避国内补贴减让承诺义务。

5.3.2 建立有效的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 , 保障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

家的粮食安全、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

为防止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小规模经营农户带来的冲击，中国应有享受使用特

殊保障机制的权利。入世后涌入的巨量进口棉花通过间接打压国内棉价，令中国

广大棉农饱尝棉花价格波动不定的苦楚。同时，我们重申多哈回合谈判中对特殊

保护机制的制定必须兑现作为贸易补救的承诺和目标，能够有效协助发展中国家

面对市场开放的风险。

特别在发达国家还保留通过国内补贴扭曲国际市场的条件下，乐施会认为多

哈回合谈判应该提供足够的弹性让中国以至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护粮食安全、生计

安全和农村发展，有权利指定税目的 8%-12% 作为特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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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17-7），2008 年全国出口

创汇总值为 14306.9 亿美元，其中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

1797.34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 12.6％；在这之中，

棉制纺织品及棉制服装（针织物及钩编织物、针织或钩编的服

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672.44 亿美元，占全部纺织品出口额的

37.4%。

2. 《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17-7。 

3.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 2008》，表 1-12。

4. 《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4-1。

5. 国家统计局，《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09 年 2 月 26 日。

6. 从业人员数据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2009 年固定观察

点调查数据。

7. 国家统计局，《200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表

15：2008 年人口数及其构成，2009 年 2 月 26 日。

8.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课题组测算：平均一个劳动力可摘籽

棉 2100 公斤，170 万吨皮棉可折算成 510 万吨籽棉。

9. 中国纺织经济信息网：“今年新疆植棉面积 2680 万亩百万拾

花工进疆摘棉”，2008-09-09，http://news.ctei.gov.cn/105461.

htm。

10. 《中国统计年鉴 2009》，表 12-13 和表 12-14。

11. 本数据为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估算。

12. 2008 年，中国农民人均收入 4760.6 元，甘肃、陕西、新疆、

山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江西九省（自治区）农民人

均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13. 数据引自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 2007 年研究课题报告：

《2004-2006 年，中国 7 个产棉省 1500 户农户调查》，香港乐

施会支持。

14.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固定观察点调研数据，2009 年。

15. 国家民委 2008 年民族自治地方贫困监测报告，http://www.

seac.gov.cn/gjmw/index.htm。

16. 农研中心课题组：《入世以来新疆棉花产业发展与棉农收入

研究报告》，2008 年 10 月。

17.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调查材料，引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发改委 2008 年分析报告。

18. 据国家棉花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功能研究室 2008 年新疆

实地调研报告。

19. 马玄，辛涛：《新疆优质棉基地全国最大》，载《农民日报》，

2009-09-11，http://pri.pku.edu.cn/zcfgbrowes.asp?zcfgId=107。

20. 主要政策：棉花进口配额内关税由 2001 年的 3% 降低到

2002 年的 1%；配额外进口棉花关税从 90%（2001 年）的优惠

关税和 125％普通关税（2001 年）削减到 76％（2002 年），

2004 年进一步减少至 40%。2005 年起，中国政府对于一定数量

的关税配额外进口棉花，以滑准税方式按照“关税配额外暂定

优惠关税税率”征收进口关税，优惠关税税率滑动范围为 5%-

40%。在具体的政策执行中，中国政府对进口配额外的棉花实

际仅征收 8％左右的滑准税，极大地降低棉花进口门槛。

21. 棉花出口量从 2002 年的 15.9 万吨减少到 2008 年的 2.1 万吨。

22. 此阶段国内棉花价格标准差为 1188.966, 小于国际棉花价格

的标准差 (1556.744)。

23. 从长期看，中国棉花市场与国际棉花存在着共同趋势 , 当国

际价格变动 1% 时 , 国内价格将变动 0.6%。从短期看，国内棉

花价格的波动显著地受到国内外两个棉花市场间长期协整关系

的影响。

24.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价格变动的贡献比率：第 1 个月约为

42%, 第 2 个月就成为影响国内价格变动的主导因素 , 其贡献比

率为 60.8%, 并且影响不断增大，在第 12 个月贡献比率为 88%。

25. 王利荣、周曙东，《国内外棉花市场价格的动态关系分析－

基于 VECM 模型，载《国际贸易问题》，2009 年第 11 期。

26. 根据中国农业部全国农村固定观测点的农户数据进行测算，

新疆棉农的短期和长期自价格供给弹性分别为 0.05 和 0.10, 湖北

棉农的短期和长期自价格供给弹性分别为 0.10 和 0.20。

27. 张海森，“不同市场协整条件下取消 MFA 对中国棉业经济

的影响”，中国农业大学博士论文，2005 年。

28. 引自：杨军，黄季焜 , “入世及多哈回合谈判对我国棉花产

业的综合影响”，《多边贸易谈判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国农

业出版社，2008 年。

  29. 本 章 节 重 点 参 考 Oxfam International, “Empty Promises: 

What happened to ‘development’ in the WTO’s Doha 

Round?” Oxfam Briefing Paper, July 16, 2009。

 30. Oxfam International, “Empty Promises: What happened to 

‘development’ in the WTO’s Doha Round?”, P19。

31. 国际贸易和可持续发展中心（ICTSD），《2008 年 12 月农

业模式草案对中国的影响》，农业贸易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国

项目，2009 年 6 月，中文版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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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单位换算

1公斤=1千克

1吨=1000千克

1公顷=1000平方米

1千公顷=1.5万亩

中文释义

黄箱政策

蓝箱政策

争端解决机制

多哈发展议程

全球贸易分析预测模型

绿箱政策

国内生产总值

整体贸易扭曲补贴

滑准税

特殊和差别待遇

特殊产品

特殊保障措施

特殊保障机制

关税配额

世界贸易组织

英文全称

Amber Policies

Blue Box Policies

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oha Development Agenda

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

Green Box Policie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Overall Trade-distorting Domestic Support

Sliding Duties

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

Special Products

Special Safeguard

Special Safeguard Mechanism

Tariff-rate Quota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缩写

DSB

DDA

GTAP

GDP

OTDS

SDT

SP

SSG

SSM

TRQ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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