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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澳农矿产品贸易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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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经济互补性持续增
强，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
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
向。本文从实证出发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结合中澳自贸区谈判的进程提出多样化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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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而且贸易逆差主要来源于矿产品和农产品部门。因

引

言

此，中澳自贸区协定谈判须着力解决的关键是中方资源

２００３ 年１０ 月，
《中国澳大利亚贸易与经济框架》签

性农矿产品的贸易逆差累计增大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领
域作深入分析，并试图提出综合有效的解决方案。

订以来，两国经贸合作更加紧密，双边贸易迅速增长，

一、中澳农矿产品贸易结构

贸易领域不断拓宽，中澳贸易总额从２００３年的１３５．６亿
美元增加到 ２００４ 年的 ２０３．９ 亿美元，增长了 ５０．３６％；
２００５ 年又创下 ２７２ 亿美元新高，比 ２００４ 年增长３３．６％。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澳大

（一）产品结构
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自然资源丰

利亚是中国第九大贸易伙伴。

富，农牧业发达，盛产牛、羊、小麦和棉花，同时也是

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以纺织品、服装、鞋类、机电
产品、玩具、化工等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兼有少量高

世界重要的矿产品生产国和出口国。澳大利亚的矿产资
源不仅种类多，而且储量大、品位高，许多矿藏如铁矿

新技术产品；澳大利亚对中国出口主要是铁矿砂、铜矿

石、铝土矿、煤等的蕴藏量均居世界前列。表 １ 说明中

砂、镍矿砂、煤、原油、羊毛、牛肉、棉花和大麦等矿产

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资源性农矿产品主要包括：金属矿

品和农产品。虽然中澳双边贸易商品结构的互补性很强，

砂（主要是铁矿砂）
、纺织纤维（主要是羊毛）
、谷类产

但在过去十年的双边贸易中，中国始终处于贸易逆差地

品（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

４０

表１

２００４年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主要产品

除了宝钢规模较大，优势比较突出外，其他１４家规模相
差不大，国内钢铁市场竞争程度激烈。

单位：百万美元、
％
产品种类

贸易额

占中国从澳进口总额的百分比

铁矿砂

５１９３．２２

４４．９５

原油

１１３２．９９

９．８０

大多数农矿产品在澳都处于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而属于

羊毛

９２８．３７

８．０３

寡头垄断的状态。中国向澳出口产品的生产商则相对分

谷物

６０６．５１

５．２５

散，处于自由竞争的市场。在定价中，寡头垄断的一方

皮革

３６５．０７

５．１４

铝矿砂

４６６．３５

４．０４

铜矿砂

２７７．７４

２．４０

镍矿砂

２２９．５０

１．９８

以上贸易结构分析表明，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绝

掌握着主动权，而高度分散的一方只能被动地接受，中
澳农矿产品贸易就存在着这种情况。

二、中澳农矿产品贸易出现的问题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计算整理。

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紧缺，
劳动力资源相对丰
裕的国家。在农、矿类产品贸易中，中国对澳大利亚出

（一）进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口的主要是水果、
蔬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以及以农矿

１．中国对澳大利亚农矿产品进口依赖性增强。中国

产品为原料的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如钢材、纺织品、肉

是澳大利亚羊毛的最大买主，采购量占澳羊毛出口总量

类制品和粮食制品等。而中国从澳进口的农矿产品则主

的４０％，占中国进口羊毛总额的４５％；同时，２００４ 年中国

要用于工业制成品的生产，
澳大利亚的羊毛和麦芽供应

已成为澳大利亚铁矿砂的第一大买主，吸收了４４％ 的澳

是中国服装和啤酒业迅速发展的原因之一，铁、铜、镍、

出口铁矿砂，占中国进口铁矿砂的５０％ 以上。此外，中国
７５％ 的锰矿砂和２６％ 的铜矿砂的进口均来自澳大利亚。

铝等各种矿石也是中国工业高速发展的必备原料。
由此可见，
中澳两国相互出口的产品呈现高度集中

表２

的特征：澳大利亚向中国输出原材料来换取廉价的劳动

２００４年中国从澳进口的农矿产品占
中国该产品总进口额的比重 （％）

密集型制成品；中国对澳出口以消费品为主，从澳进口
的产品则主要用于高速发展的工业化。

２００４

（二）厂商结构

铁矿石

铜矿石

镍矿石

锰矿石

铝土矿

羊毛

大麦

石油和煤

３４．５

２６．５

２４．８

７５．０

１７．４

４４．５

２７．４

２３．６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经过大规模收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相关资
料计算整理。

购合并后已经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澳大利亚第

以最具代表性的铁矿砂贸易为例，虽然我国铁矿

一矿业巨头力拓公司（ＲｉｏＴｉｎｔｏ） ２０００年收购了澳大利
亚北方矿业公司（ＮＯＲＴＨ）
，成为世界第二大矿石资源公

砂年产量居世界第一，但铁矿资源贫矿多、富矿少，分
布不均匀，开采大多层次低，规模小，普遍缺乏先进的

司。２００１ 年，澳大利亚另一矿石巨头ＢＨＰ 和总部设在伦

开采技术。由于工业高速发展，国内对铁矿砂的需求远

敦的跨国矿业集团比利顿公司（Ｂｉｌｌｉｔｏｎ）
，合并后成

超过自身生产能力的增长，
因此我国已成为世界铁矿砂

立的必和必拓公司（ＢＨＰＢｉｌｌｉｔｏｎ）
，成为世界第三大矿

的最大进口国。澳大利亚作为世界铁矿砂出口量最大的

石资源公司。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

国家，拥有丰富的资源，其铁矿砂的含铁量平均高达

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 ７ ０ ％ 以

６５％。在地理位置上，
澳大利亚距离中国又比另一铁矿砂

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在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

出口大国巴西要近，使得运费可以减少２０％～４５％，因此

中，主要厂商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
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大麦生产是大

澳大利亚自然成为中国铁矿砂的第一进口国。随着中澳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我国对澳铁矿砂进口额将进一步上

规模机械化进行的，主要收购商的收购量都很大，形成

升。

垄断竞争的局势。在棉花生产中，澳大利亚有１０个大型

２ ． 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

农工贸一体化的棉花集团。不仅如此，澳大利亚某些农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 年，世界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中国从澳大

矿产业由统一的官方机构进行协调管理，
如大麦生产就

利亚进口的羊毛、棉花、大麦、铁矿砂、锰矿砂、铜矿

统一由
“澳洲谷物”
（ＧＲＡＩＮＯＦ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
进行宏观控制。

砂、铬矿砂、氧化铝 ８ 种主要农矿产品的进口价格明显

相比而言，
我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分散，
规模不大。

上涨，而铜矿砂、铬矿砂、氧化铝 ３ 种商品的平均进口

从我国钢铁企业情况来看，２００４ 年前 １５ 家钢铁企业钢
产量才占我国钢总产量的 ４５％。在这 １５ 家钢铁公司中，

价格涨幅竟分别高达 １２７％、１５４％ 和 １１１％。２００５ 年，我
国钢铁企业更是被迫接受了进口铁矿砂价格７１．５％的涨

４１

幅。目前，以澳大利亚、巴西等国为主的世界原材料出
口国正在酝酿又一轮的铁矿石提价。澳大利亚作为原材

品的出口额，Ｗｋ 表示 ｋ 类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Ｗ 表所
有商品的世界出口总额。ＲＣＡｉｋ 大于 １，说明该国该类商

料出口大国，在市场上处于卖方垄断地位，在定价上举

品的出口相对集中，
该国在这类产品上具有一定的显性

足轻重，往往以提高价格的方式获得垄断利润。而中国

比较优势；ＲＣＡｉｋ 小于 １，则相反。

制造业仍处于无序竞争状态，无法形成合力与其进行价

２００５ 年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由于

格协商，从而处于不利地位。表 ３ 体现了澳大利亚农矿

东盟与中国农产品出口的相似程度很高，
并且从东盟运

产品近年来的国际价格走势。

输的费用更低廉，
因此澳大利亚从东盟主要农业国进口

表３

大量农产品及其制成品，
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中国农产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澳大利亚农矿原料涨价幅度 （％）

原料

铁矿砂

铜矿砂

氧化铝

铬矿砂

原油

大麦

涨幅

７１．５

１２７

１１１

１５４

１１７

１１４

品的进口。由表 ４ 可见，泰国多种主要农产品比中国更
具有显性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农产品在澳大利亚市场
上受到东盟主要农业国的强力竞争，
对澳农产品贸易逆

资料来源： 中国矿业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ｍｉｎｉｎｇ．ｎｅｔ

表４

（二）出口贸易中出现的问题
１．中国初级制成品出口价格有下降趋势。中国向澳
大利亚出口的初级制成品量不断上升，但是平均出口价
格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
中

中、
泰对澳出口主要农产品显性比较优势国别

国别

谷物

蔬菜

水果

肉类

中国

０．４９

１．８

２

０．４４

肉类制品
２

泰国

４．２５

２．３

３．２

２．２３

８．５２

资料来源： 根据东盟秘书处数据库和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２００４年数据计算整理。

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没有充分考虑市场容量问题，盲目
大量生产导致供过于求，因此压低了价格。这种情况在

差出现扩大的趋势。

纺织品、鞋类贸易中尤为突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三、中澳农矿产品贸易问题的主要成因

后，随着关税的逐步下降，优势产业纺织品、鞋类的出
口迅速扩大。但是，近年来贸易呈现饱和趋势，出口价
格逐渐下降，
比如２００５年中国棉制针织衬衫的出口价格

第一，由于近年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加快，以中

就由２００４ 年的３．１２ 美元降低到１．７１ 美元，降幅达４５％。

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铁矿进口增量很大。由于供给量

第二，中国初级制成品生产商较为分散，盲目追求销量，

在短期内难以快速增长，
因此需求量的增加导致世界铁

没有形成统一的出口定价协调系统，出现了厂商之间竞

矿砂价格不断攀升。另外，发达国家如英、法、德、意

价出售的局面，形成恶性竞争的价格战。第三，中国的
初级制成品加工程度低，技术附加值也不高，厂商没有

等均成为世界铁矿砂净进口国，
这些国家的铁矿砂进口
基本来源于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南非等几个国家，

将重点放在品牌形象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开发上，导致

进口来源地相当集中。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东盟自由贸

产业整体形象不高，所出口的大多数是处于产业链低端

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东盟各成员国向澳大

的价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商品。例如我国大多数钢材生

利亚进口的铁矿砂也将有所增加。

产企业主要生产出口粗钢制品，而高技术产业所需的精

第二，卖方垄断已成气候。我国铁矿砂的进口来源

密钢材仍需进口。

地主要是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和南非，进口量占我国

２．东盟主要农业国在澳大利亚市场上的出口竞争加

铁矿砂进口总额的约 ９４％。目前，世界 ７０％ 的铁矿砂出

剧。我们采用巴拉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ＲＣＡ）对中国和
东盟各国农产品比较优势进行对比分析。显性比较优势

口贸易掌握在澳大利亚力拓公司、
必和必拓公司和巴西
淡水河谷公司（ＣＶＲＤ）三大矿业巨头手中，
因此他们得以

指数表达了一国总出口中某类商品的出口所占比例相对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垄断竞争的局面。目前垄断竞争带来

于世界贸易总额中该商品贸易所占比例的比例。它可用

的后果是卖方联合提高价格，赚取高额利润，而买方成

公式表示为：

为价格的接受者，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第三，我国钢铁行业集中度不高，议价能力薄弱。

Ｘｉｋ

我国前三大钢铁公司产量总和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低于

ｗ

２０％。集中度不高导致重点企业行业控制能力不强，
行业

ＲＣＡｉｋ＝ ｗｋ

Ｘｉ

式中，ＲＣＡｉｋ 代表ｉ 国在ｋ 类商品上的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Ｘｉｋ 为 ｉ 国 ｋ 类商品的出口额，Ｘｉ 表示 ｉ 国所有商

里中小企业进口无序，
不能集中整个行业的力量与出口
方进行同等议价。与此同时，我国只有宝钢等少数大型

４２

钢厂有能力与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砂公司签订价格较低
的长期协议，
而更多的小钢铁厂只能零购印度高价现货

贸易区谈判。目前双边贸易中的问题，
必然成为双方政府
和谈判人员关注的重点，也是权衡自贸区利益平衡的基

铁矿砂。目前，
中国注册在案的铁矿砂进口企业共有５２３

本杠杆所在。因此，
它直接决定了双边自贸协定谈判的实

家，经常竞价进行现货购买，致使现货价格越抬越高。

质进程。与此同时，
考虑到中澳自贸区具有显著不同于传

表５

统自贸区的差异特征，笔者认为，为保证双边利益的平

２００２～２００４年我国进口铁矿砂来源地情况表

衡和经贸合作的顺利推进，应尽快确立如下整体策略：

单位：亿美元、
％
年 份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占中国铁矿
进口额

砂总进口额

进口额

砂总进口额

进口额

百分比

百分比

１．确立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与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澳

２００４

占中国铁矿

占中国铁矿

大利亚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
与之相比中国是一个发展

砂总进口额

中的大国。正如中国加入ＷＴＯ谈判所体现的原则一样，
中
国应当承担与发展中国家地位相称的开放义务，
而享有

百分比

澳大利亚

９．９５

３８．２５

１６．３０

３９．２６

５１．９

２４．５０

巴西

８．０２

２６．７０

１３．４８

２５．９３

２９．２

１３．７６

印度

５．５７

２０．２１

１２．１８

２１．８０

４５．６

２１．４８

南非

０．４２

９．７９

２．８７

６．４６

６．９

４．２５

合计

２３．９６

９４．９５

４４．８３

９３．４５

１３３．６

６３．９９

发展中国家的相应权利。因此，中澳自贸区协定的谈判
应当充分体现这一地位差异，
同时确立中国市场经济国
家的地位，使之成为解决中澳农、矿产品贸易所存在问

资料来源：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相关资
料计算整理。

题的综合指导原则。

这种情况一方面变相助长了铁矿砂进口价格的上涨，
另

在对华开放市场方面存在的某些限制，如反倾销、技术

一方面也给了国际巨头们大幅提价的口实。
第四，
某些国外大型铁矿砂进口企业在海外铁矿公

壁垒、部分产品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等，直接限制了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机电、
纺织品和部分农产品的对澳

司持有大量股份。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

出口。对中国企业对澳投资设置的审批条件和门槛也明

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虽

显偏高。与此同时，澳方又十分强调中方应加快开放农

然铁矿砂涨价也使其利润受损，
但上游利润却可以弥补

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

２．确立双边的结构性对称开放原则。澳大利亚目前

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就有操纵市场价格以牟

高要求。对此，我们认为应当根据中澳经济固有的结构

取暴利的动机，
而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

互补特征，
在部门之间和部门内不同产品之间寻求利益

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

对等及相互补偿。例如，在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引进农业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国际铁矿砂价格大幅上涨。作

技术、实现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返销澳洲市场之间，在选

为国际铁矿砂的最大买方，
中国成为铁矿砂价格上涨的
最大损失者，２００５年中国钢铁企业多付出了３００亿元的

择性开放服务业和扩大我国制成品对澳出口之间，
在适
当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和澳方降低中国企业
（包括国

进口成本；与此同时，澳大利亚铁矿巨头从中国获得了

有企业）对澳资源、能源类及其他产业投资限制门槛之

３０ 至 ４０ 亿美元不等的巨额利润。

间等，有针对性地均衡开放效益，实施跨部门的交互对

在农产品贸易方面，澳大利亚动植物检疫标准

称开放，由此将双方的利益平等地实现最大化。

（ＳＰＳ）正在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入的壁垒。中国农产品尤

３．确立均衡梯度开放原则。对于某些敏感性不同部

其是水果、蔬菜等很多都是采用木质材料包装，但这些

门或同部门之间的市场开放，
伴随同一领域的投资便利

木质材料无法通过澳大利亚近乎苛刻的动植物检疫标准

化，我们认为应当结合利益均衡原则，实施谨慎的梯度

而遭到退货或销毁。
综上所述，
中澳农矿产品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

开放。例如在农产品领域，可根据比较优势状况先适当
扩大水果、蔬菜和肉制品类的进口，
后伺机扩大其他农、

现在中国对澳进口量大而价高，对澳出口不畅而价低。

畜产品进口。即所谓依据利益均衡和产业、政策的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存在着恶化

程度逐次开放，梯度推进。

的趋势。

（二）分类的、近期策略
１．发挥我国蔬菜、水果和农业制成品的比较优势。

四、综合解决中澳双边贸易问题的策略

由于我国土地资源稀缺，在初级农产品如谷物、棉花的
生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
受到澳大利亚初级产品强有力

（一）整体、中长期策略
今年 ９ 月，中澳双方将启动新一轮（第六轮）自由

的冲击，
因此在生产上要注意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和种
植的技术含量，
对受影响较严重的初级产品应考虑逐步

４３

放开，
在关税谈判中争取较长的保护期限。另一方面，
我
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水果、蔬菜、水产品以及农业制

投入。我国必须加快制定实施境外资源利用战略，坚持＂
走出去＂ 的政策，进入产业链的上游，建立多元、稳定、

成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应建立这些产业生产的补

可靠的境外资源供应基地，提高利用境外资源的能力。

偿机制和优惠政策，逐步调整农业种植结构，以适应出

以铁矿砂为例，早在２００４ 年，武钢、鞍钢、唐钢和江苏

口需求。还应加强对出口农产品的资金与技术投入，按

沙钢四家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就通过合资的方式获得澳大

照国际标准进行生产，以扩大对澳大利亚的出口。具体

利亚必和必拓公司转租的Ｊｉｍｂｌｅｂａｒ铁矿４０％的股权，
从

做法如：

而拥有每年购买１２００万吨铁矿砂的权利。在２００５年铁矿

（１）在出口农产品品种的选择上，应针对澳大利亚

砂大幅涨价后，我国钢铁公司纷纷开始同海外铁矿石供

的市场需求，加快品种改良及更新换代。可以在中国的
传统出口农产品中甄选出在澳大利亚最具有市场潜力的

应方签订合作项目，共同开发铁矿资源。其中最成功的
一例是２００５ 年１０ 月，中钢集团与澳大利亚Ｍｉｄｗｅｓｔ公司

品种，也可以引进在澳大利亚市场上适销对路的国外优

正式签署协议，双方合资勘探并管理西澳大利亚州中西

良品种，利用中国自然条件多样化的优势，把这些优良

部地区Ｋｏｏｌａｎｏｏｋａ和Ｗｅｌｄ Ｒａｎｇｅ两处铁矿资源，
协议涉

的树种或品种安排在最适宜的区域种植，为果品生产的

及的总金额高达１５ 亿澳元，合计近人民币９０亿元。中钢

优质、高效打下良好的基础。

集团将在合资公司中占 ５０％ 股权，这将是目前中国公司

（２）加大对出口农产品的资本、技术投入，引进澳

在澳大利亚铁矿资源开采中所获取的最高比例。

方先进的农产品追溯系统，不仅在生产的源头抓好标准

４．我国企业应与海外农矿资源供应商签订长期贸易

化建设，而且把产品的质量控制逐步扩大到种植、加工、
流通的全过程。按照国际卫生检疫标准、农产品技术标

合同。签订长期合同有利于稳定市场，防止原材料价格
大起大落。近年来，一些中小企业开始涉及资源性农矿

准、绿色食品标准对各个环节进行严格的规范和监督，

产品贸易，签订的都是短期合同，不但价格高于 ３ 年以

以应对澳大利亚的农产品技术性贸易壁垒。

上的中长期贸易合同，而且由于竞价购买，进口商品质

（３）提高我国出口农产品的包装档次。针对澳大利

量良莠不齐，
严重影响我国钢铁行业和国民经济的稳步

亚的 ＳＰＳ 包装条款要求，农产品的包装应采用严格消毒

发展，应尽快杜绝这类短期行为。相反，目前国内的一

检疫的合格材料，尽量少用木质材料包装。

些大型制造企业都纷纷与国外原材料供应商签订长期稳

（４）对于我国具有优势特色的传统农业制成品，如

定的供应协议。比如２００５ 年９ 月，包括马鞍山钢铁公司

茶叶、葡萄干、黄酒、白酒等，应建立专门生产基地，打

在内的４家中国钢铁生产商与澳大利亚必和必拓公司签

造品牌优势，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产品档次。各厂商应联
合起来，在出口贸易中争取卖方定价权，以获取较高的

订合作期长达２５ 年的合同。２００５年９月底，中国五矿化
工进出口商会也与印度矿业协会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利润。

世界第四大铁矿砂供应商澳大利亚 ＦＭＧ 集团也与国内６

２．建立国内钢铁企业联合采购机制，
争取铁矿砂的

家钢铁企业签订了为期１０年的销售协议。签订长期协议

世界定价权。日本、欧洲拥有的定价权取决于其钢铁行

不仅使中国钢铁制造商获得稳定和长期的铁矿砂供给，

业的大规模和高集中度，我国钢铁企业如果要想提高话

还能巩固我国和原材料供应商之间不断深入的经济合作

语权，在定价方面施加足够的影响力，就必须通过优化

关系。

组合、联合兼并，逐步组建大型钢铁联合集团，从而加

５．实施农矿原料来源多样化，
确保原料稳定供给。

强行业集中度，规范市场行为，并以相同的声音、一致
的行动来应对国际挑战。在２００５年３月与必和必拓的铁

我国应尽量改变对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依赖度过
高的局面，
实施原材料来源多样化战略。要积极发展与

矿砂价格谈判中，中国钢铁企业首次获得了胜利。这表

巴西、印度、南非、加拿大、智利等资源丰富国家的双

明，中国钢铁企业在铁矿砂定价方面的话语权得到了加

边贸易。积极发展与近邻俄罗斯、伊朗、东盟等农矿资

强。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组织成立了进口铁

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往来，利用现有的地缘政

矿砂工作委员会，
全国有资格进口铁矿砂的７０家钢铁生

治优势，在农矿产品领域加强战略合作，确保在各种政

产企业成为其成员。这一组织进一步强化了全行业的铁

治形势变化的情况下都能从不同国家获得农矿资源，

矿砂进口协调工作，中国钢铁企业也将在未来铁矿砂定

在战略上保持农矿产品供应的长期安全。比如２００５年３

价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３．我国企业应“走出去”
，加强垂直一体化方面的

月，
中国机械装备集团与柬埔寨两家公司在金边签署一
项协议，决定合作勘探柬埔寨铁矿资源，
（下转第７０页）

４４

支付消费性支出；
（３）香港个人存户将人民币汇入内地
同名账户的汇款限额，从每人每天最高 ５ 万元，提高到

资”
，这是内地 ＱＤＩＩ（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一种实
质性的推进，自此，内地将引导境内机构和个人外汇资

最高 ８ 万元。这些政策的出台，说明香港经营人民币业

金“间接”进入境外资本市场，而且还将出台规定，规

务的空间将日益扩大，尽管目前仍有不少限制，但对于

范境内居民持有境外股票及股票期权。这一系列举措，

香港来说，机遇的确是在增加。香港应该及时抓住这些

表明内地试图通过 ＱＦＩＩ和ＱＤＩＩ，逐步放松资本在内地

机遇，
积极争取更多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的金融活动在

的流入和流出限制。从实践角度看，
ＱＦＩＩ要求内地丰富

港进行，
如香港和内地可以尝试开展两地贸易的人民币

并完善金融产品和投资工具、
发展包括资本市场在内的

计价结算业务，
也可以在香港试发人民币债券并提供相

金融市场，ＱＤＩＩ 要求内地资金“走出去”
，寻求多种投

关银行服务，等等。总之，在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结算
中心，既有利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有利于香港

资渠道。在这两方面，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及其发
达的金融市场体系，显然具有发挥潜能的巨大优势。例

发挥优势、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如，香港可以通过咨询、项目合作、人才交流等方式，

第三，发挥地区金融中心功能，衔接内地与境外金

为内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包括衍生产品）
、丰富金融

融市场。内地开放资本项目，主要从推动资金顺利流入

交易品种及其利率期限结构提供有益经验和指导；同

和顺利流出两个方面着手。不久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

时，香港还可以充分利用其交易活跃、投资工具多样、

关官员已经表示，２００６ 年，内地将降低 ＱＦＩＩ（合格的

制度严格的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市和股市），为内地资

境外机构投资者）准入门槛，即最低资本额（最新财政

金“走出去”搭建平台，并提供有关的金融中介服务。

年度管理的证券总价值）准入标准从１００亿美元降至５０
亿美元，并缩短原先大多设定为１年的ＱＦＩＩ资金汇出锁

在引导资金进出内地、衔接境内外金融市场的过程中，
香港不仅服务了内地新一轮金融对外开放，
而且还更加

定期，根据证监会拟订中的草案稿，基金的禁汇期将缩

凸显其地区金融中心的竞争优势，
加强其国际金融中心

短为 ３ 个月，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缩短为 ６ 个月；与此

地位。

同时，内地将允许保险公司购汇进行境外证券投资，比
之以往不涉及外汇兑换的“允许保险公司进行境外投

（收稿日期： ２００６－０７－０３

（上接第 ４４ 页）一旦条件具备将投资兴建柬埔寨历史上
首个铁矿开采和钢铁冶炼企业。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国通钢
集团将投资７０亿人民币同朝鲜茂山铁矿公司签订协议，
一举获得 ５０ 年的铁矿开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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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roblems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on Agricultural and Mining Products
HUANG Jian-zhong1 , LI Jing-yu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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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ing of negotiation of Sino-Australian free trade area, the bilateral trade volume has continued growing and the field of trade
broadening. The economic complementarity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develop rapidly and the two countrie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rade partners of each other. China mainly imports from Australia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and has formed a high degree of import dependency on
these two kinds of products. However, as the prices of international raw materials increase, the trade deficit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ncreased, and
China's terms of trade has shown signs of deterioration.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empirically and makes diversified
countermeasures.
Keywords: Sino-Australian free trade area Agricultural and mineral products Terms of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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