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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管理

中国蚕丝类商品出口市场结构及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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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

(江苏科技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镇江 212003)
摘要：采用1992－2010年蚕丝贸易数据，分析了中国蚕丝国际市场占有率的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蚕丝出口的市场结构作了
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中国蚕丝的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正在发展起来的、结构份额大幅增长的市场关注不够。这极易遭到进口国
的反倾销措施，不利于中国蚕丝世界市场占有率的进一步提高。由此，提出了适度拓展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市场、合理调整
意大利、韩国、日本和德国市场、开拓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新市场等优化出口市场结构、拓展出口市场空间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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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export market structure and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natural silk
commodities
FENG Xin-ming, TENG Yu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njiang 21200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variation trend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of Chinese natural silk
using natural silk trade data between 1992 and 2010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export market structure of
Chinese natural silk on this basi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export structure of Chinese natural silk is too
concentrated and that sufficient attention hasn't been paid to the developing market with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structure share, which is easily subject to anti-dumping measures of the importing country and is adverse to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world market share of Chinese natural silk. Therefore, this paper makes such policy
suggestions on optimization of export market structure and expansion of export market space as appropriately
expanding Indian, Vietnamese, Pakistani and Burmese markets, rationally adjusting Italian, Korean, Japanese
and German markets and exploiting new markets with great market potential.
Key Words: Natural silk commodities; World market share; Export market structure; Structure optimization;
Policy suggestion
改革开放以来，蚕丝是中国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

年下降的趋势，而国内蚕丝类商品质量与世界先进水

少数出口商品之一，也一直是传统的重要出口创汇商

平存在差距，以及进口国的反倾销保护是导致蚕丝出

品，在对外贸易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然而，1992

口竞争力指数下降的主要原因[1-2]。由此提出，必须加

年以来，中国蚕丝量却一直呈下降趋势。联合国贸易

强蚕丝行业的质量管理，提高蚕丝类商品的质量以增

商品统计(UNCOMTRADE)数据库表明，中国1992年

强其国际竞争力，实现市场拓展。但是笔者认为，要

出口蚕丝1.5万t，而2010年蚕丝出口量为1万t，减少了

提高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一方面要提高蚕丝

33.3 %。并且近年来中国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

质量，另一方面要优化蚕丝出口市场的结构。蚕丝类

也呈下降趋势。很多学者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蚕丝

商品出口市场结构的不合理，对个别市场出口的过度

类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仍具有竞争优势，但竞争力呈逐

集中可能会导致进口国的反倾销，从而直接阻碍中国
蚕丝类商品的出口。因此，需要充分利用各个进口国
市场的空间，合理优化出口市场的结构，从而提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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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蚕丝的世界市场的占有率。

的教学与研究。

显抬头及贸易摩擦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扩

中国是蚕丝生产大国，蚕丝贸易具有较明显的比较
优势，然而在国际贸易竞争日趋激烈，贸易保护主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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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MS为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X为出口总
值，i为中国，w为世界。

大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蚕丝类商品的出口值得深入研
究。本研究采用1992－2010年蚕丝类商品的国际贸易

通过计算表明，1992年中国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

数据，在分析其国际市场占有率变化趋势的基础上，

占有率为62.8 %，2010年为81.5 %，10多年来，中国

实证研究蚕丝类商品出口市场结构现状，并提出优化

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有较明显的提高，年均增

出口市场结构、拓展出口市场空间的政策建议。

1

长1.5 %。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
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逐年下降，2008、2009、

中国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分析

2010年分别为87.8 %、87.1 %、81.5 %。

中国是蚕丝出口大国，1992－2006年蚕丝出口总

世界市场占有率反应的是中国蚕丝出口在世界市

值呈下降趋势，年均下降2.3 %。2006年到2010年蚕

场上的总体贸易状况，为了进一步了解蚕丝出口的市

丝出口总值开始上升，年均增长11.8 %，但出口总值

场结构状况，对2010年中国蚕丝出口的前十位市场进

的变化趋势并不一定与世界市场份额的变化趋势一

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表1)，中国蚕丝集中出口亚洲

致，因为世界市场份额还取决于世界贸易总量的变

和欧洲市场，在亚洲市场中，对印度的出口占比近

化。为了较好地反应中国蚕丝出口在世界市场上地

60 %。通过对1992－2010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出

位，本研究采用“世界市场占有率”指标进行测试，

口意大利、韩国、日本、德国发达国家的比重下降，

公式如下：

而对印度、越南、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缅甸等发展
MSi＝
Tab.1

(1)

中国家的出口占比呈上升趋势。

表1 1992－2010年中国蚕丝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化
Alteration of Chinese silk export market share from 1992 to 2010

%

年份

印度

越南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罗马尼亚

德国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缅甸

1992

15.65

—

7.83

0.99

25.72

—

12.18

0.07

0.005

0.04

1995

23.90

0.31

8.16

5.53

19.96

—

7.05

1.27

0.02

0.43

2000

40.82

0.48

19.14

8.26

13.40

—

3.23

2.27

0.07

0.33

2001

50.88

1.89

15.36

9.74

12.28

—

2.34

0.95

0.15

0.31

2002

55.86

1.75

13.06

9.26

10.80

—

3.16

0.91

0.10

0.34

2003

52.45

3.13

12.13

7.65

14.46

—

3.19

1.11

0.14

0.42

2004

55.94

4.07

12.46

7.22

9.99

—

2.34

0.84

0.43

0.63

2005

49.03

7.17

13.36

7.89

11.43

—

3.14

1.26

1.06

0.58

2006

42.35

4.43

19.14

8.95

11.98

—

3.81

0.78

2.16

0.70

2007

56.54

3.17

9.77

7.20

7.34

3.28

2.88

1.44

1.65

0.35

2008

54.78

4.46

9.10

5.50

6.41

8.16

2.45

1.22

1.57

0.35

2009

64.73

4.08

5.02

7.09

5.58

2.73

2.16

1.44

1.74

0.61

2010

57.71

7.51

6.50

6.24

6.15

5.50

2.74

1.69

0.87

0.82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

2

中国蚕丝出口市场结构分析

Φ(j,t)＝

本研究采用TSA(Trade-Share Accounting Method)分

(4)

解法[3]分解世界市场占有率MS，将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

式(3)、(4)中：V c(j,t)为时间 t 内中国对 j 国出口蚕丝的总值，

占有率与各国市场占有率联系起来，具体方法如下：

VP(j,t)为时间t内中国的贸易竞争对手对j国出口蚕丝的总值；

MSc(t)＝

Γc(j,t)Φ(j,t)

(2)

而

式(2)中：MS c(t)为中国在时间t内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
率；Γc(j,t)为时间t内蚕丝出口对一个具体进口市场j的个别市
场占有率；Φ (j,t)为j市场从世界市场进口蚕丝总额占世界市
场蚕丝总进口额的比重(简称“结构份额”)。

Γc(j,t)＝

(3)

Φ(j,t)，即计算时包括所有的个别市场z。

通过式(2)可知，中国在时间t内蚕丝出口的世界
市场占有率由蚕丝出口的个别市场占有率Γc(j,t)和结构
份额Φ (j,t)组成，因此，要提高中国蚕丝的世界市场占
有率MSc(t)，就要提高蚕丝出口的个别市场占有率Γc(j,t)
和结构份额Φ (j,t)。但是其中的结构份额Φ (j,t)一项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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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外生”的，更多地取决于该国的国内生产、消费

＜0，即使ΔΓ＝Γc(j,t+1)－Γc(j,t)＞0，也会有Δ(Φj×Γj)＝

的关系，以及与中国国内贸易决策相关较小的因素，

Φ(j,t+1)+Γ(j,t+1)－Φ(j,t)Γ(j,t)＜0[4]。

而其中的个别市场占有率Γc(j,t)是可以通过自身努力提

本研究采用1992－2010年的数据对中国蚕丝出口

高的。虽然结构份额Φ (j,t)是外生因素，但是它的大小

主要目标市场不同时期的个别市场占有率和结构份额

及变化直接影响蚕丝出口的世界市场占有率MS c(t) 的

进行了测算。表2为各个主要目标市场上述指标的变

变化，对于同样大小的个别市场占有率Γ c(j,t) ，较大

化及其产生的对世界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值，即ΔΓc(j,t)、

或上升速度较快的Φ (j,t) 会比较小或上升速度较慢的

ΔΦ(j,t)、Δ(Φj×Γj)。测算时，数据做了5年移动平均处

Φ (j,t) 更能使世界市场占有率Φ (j,t) 得到快速、大幅度

理，即时期t＋1的数据为2006－2010年的5年数据的移

的提升；反之，如果结构份额Φ (j,t) 处于下降态势，

动平均值，时期t的数据为1992－1996年的5年数据的

则Γ c(j,t) 的提高对世界市场占有率MS c(t) 的提升作用就

移动平均值。

会被Φ (j,t)的下降所抵消，即，如果ΔΦ＝Φ (j,t+1)－Φ (j,t)
Tab.2

表2的计算结果表明，1992－2010年期间中国

表2 1992－2010年中国蚕丝出口主要目标市场的个别市场占有率及结构份额变化值
Individual market share and structure share change value of Chinese silk main target market from 1992 to 2010

%

变化值

印度

越南

意大利

韩国

日本

德国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缅甸

ΔΓc(j,t)

32.03

52.26

28.52

66.96

16.04

14.07

78.02

24.53

0.53

ΔΦ(j,t)

27.74

3.92

－3.19

－5.85

－11.91

－4.52

－0.85

1.31

0.33

Δ(Φj×Γj)

33.45

3.74

2.12

2.11

－8.44

－3.10

0.76

1.31

0.33

注：1)由于罗马尼亚数据缺失严重未列表中；2)由于数据缺失，越南t时期为1993－1997年数据；3)数据来源同表1。

蚕丝出口的主要目标市场中意大利、韩国、日本、

的出口市场有待于优化。

德国、孟加拉国的结构份额分别下降了3.19 %、

3.1

适度拓展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市场

5.85 %、11.91 %、4.52 %和0.85 %，中国蚕丝在这些

近年来，中国与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

市场上的拓展对世界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作用由此受到

蚕丝贸易发展迅速，中国是这些国家最大的蚕丝进口

一定影响，其中日本、德国结构份额的下降对中国蚕

国。通过上述测算可知，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

丝的世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是负值。而中国蚕丝出口

甸的蚕丝类商品的市场结构份额上升，印度、越南、

的主要目标市场中，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

巴基斯坦和缅甸的国内蚕丝类商品进口市场呈扩大趋

结构份额有所上升，而中国对这些市场进行了大幅开

势，但是中国在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个别

发，1992－2010年期间，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

市场占有率也呈上升趋势，并且上升幅度大于市场结

甸的结构份额分别上升了27.74 %、3.92 %、1.31 %和

构份额的上升幅度，这表明中国对印度等国的市场拓

0.33 %，而中国对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个

展趋势过于强烈，可能已超过这些国家可以承受的饱

别市场占有率分别上升了32.03 %、52.26 %、24.53 %

和度，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将引发这些国家对实施中

和0.53 %。由此可知，中国蚕丝出口的主要市场中印

国的反倾销措施，从而阻碍中国对其出口，导致贸易

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的结构份额上升，市场在

条件恶化。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出口印度的蚕丝类

扩大，而意大利、韩国、日本、德国、孟加拉国的结

商品已经遭受频繁的反倾销。2002年7月，印度商工

构份额下降，市场在萎缩。目前，中国蚕丝出口由意

部正式对中国的低等级桑蚕丝(2A及2A以下)启动反

大利、韩国、日本、德国转向印度、越南、巴基斯

倾销调查。12月初裁认定，中国生丝因倾销已对印度

坦、缅甸的趋势与这些国家的结构份额变化趋势大致

国内同类产业构成了实质损害，要求征收临时反倾销

相符。

税。2003年7月，印度商工部做出终裁，基本维持初
裁认定事项。按照印度反倾销法律，反倾销税征收时

3

政策建议

间通常为起征后5年。2005年5月，印度又对中国绸缎

中国是蚕丝的生产和出口大国，蚕丝作为中国具

出口进行反倾销立案，涉案金额近2亿美元，涉案企

有传统优势的出口产品，如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

业百余家，成为迄今为止印度对中国发动的最大一起

持优势并扩大世界市场占有率，值得深思。通过对中

反倾销案[5]。2008年12月11日，印度商工部反倾销局

国蚕丝出口市场结构进行分析表明，中国蚕丝类商品

作出对中国2A级以下未加捻桑蚕丝的反倾销日落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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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终裁，建议印中央政府继续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

容量，定期发布蚕丝类商品国际市场的供给需求情

税。因此，对印度、越南、巴基斯坦和缅甸市场的盲

况，挖掘有需求潜力的出口市场，制订出口计划，积

目、过度拓展，不利于中国蚕丝类商品的长期出口，

极引导蚕丝出口企业的实践活动；二是蚕丝出口企业

针对这些市场需采取以下措施。

要树立全球性的商务视野，加强对出口市场的调研和

3.1.1

分析定位，通过广告、参加展销会等市场开发、运作

提高质量，避免“量增价低”现象

中国出口的蚕丝类商品主要是处于产业价值链低

方式，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

端、附加值不高的原料，面对需求有限的进口国市
场，极易出现“量增价低”的现象，因此需要调整出

4

结

语

口的商品结构，发展深加工，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

通过对中国蚕丝出口市场结构分析表明，中国蚕

增加高等级生丝及高档服装、服饰(领带、内衣)等高

丝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现有的主要出口市场增长潜力

附加值的蚕丝类商品的出口。

有限，而中国在这些市场上占有率大幅上升，这极易

3.1.2

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措施，同时也不利于世界市场占

规范蚕丝出口秩序，控制出口数量

通过政府调控，行业协会规范，加强对蚕丝出口

有率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要扩大中国蚕丝出口和提

企业的管理。对蚕丝类商品要有最低限价，防止企业

高世界市场占有率，就应关注目前未充分发掘但发展

为了增加出口而进行相互杀价的恶性竞争，引导蚕丝

较快、具有增长潜力的市场，优化中国蚕丝出口市场

出口企业处理好市场竞争和规范有序的关系，从而达

结构。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长期提高蚕丝出口的世界市

到控制出口数量的目的。

场占有率的目标，使中国具有优势的蚕丝产品在国际

3.2

市场竞争中长期保持优势。

合理调整意大利、韩国、日本和德国市场
意大利、韩国、日本和德国是中国蚕丝类商品的

主要进口国，但近年来随着纺织科学技术的发展，编
织方法的改进，蚕丝代用品不断出现，与纯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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