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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豹/文

“日本福岛核电事故发生后，公
司新增的订单就达到了去年近 1/3
的量，总共有大约 150 万美元的合
同金额。”王吉杰不无兴奋地说。

王吉杰是青岛恒孚食品有限公
司的负责人，他目前几乎每天都要
与日本的客户签订单合同。作为从
事冷冻蔬菜的加工贸易公司，青岛
恒孚的产品 100%出口，其中，出口
日本的比例占到一多半。

记者了解到，越来越多与青岛
恒孚一样从事食品加工贸易的企业
输日订单都有所增加，有的甚至满
负荷生产都供不应求。

有媒体报道称，日本地震后，
中国食品企业接到日本订单的规模
已达去年的 10倍之多。大型农产品
出口商济南一品集团执行总裁曹梦
辉分析指出 ,作为日本鱼米之乡的东
北部地区此次因为海啸导致海水倒
灌 ,土壤的盐碱化治理预计至少需要
5 年时间 ,这也意味着中国农产品在
未来 5—8 年内将迎来一轮出口机
会。

按照曹梦辉的分析，我国食品
企业不只是短期内出口量增加，更
为重要的是，将在未来几年甚至更
长时间内受益。“中国食品企业应
该抓住这一契机，提高产品质量，
适当扩大产能并升级产品结构，从
而提高整个行业及企业的国际竞争
力。”中投顾问食品行业研究员周思
然告诉本报记者。

对日出口大增

日本震后一两周内，由于东部
部分港口瘫痪，我国食品出口企业
的对日订单被迫延期，当时有分析
师预测日本将于 5—6月增加农产品
进口量以尽快补充库存。然而现在
看来，这一预测已然提前了 1个月。
4 月份，我国食品企业出口日本以
及接受日本产品订单的数量就已经
开始大量增加。
“以前公司每周向日本的出货量

大约为 15个集装箱，而现在每周要
达到 20 个。”山东凤祥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说，他们公司主要是面向
日本各大超市、连锁店与便利店出
口油炸和蒸煮类的肉禽熟食。

与山东凤祥集团一样，江苏连
云港顺福食品有限公司的对日发货
量也急速攀升。据公司董事长胡向
顺介绍，目前公司每周向日本发送
的货柜数量由平时的 30多个增加到
50多个。日本地震后，公司出口日
本农产品明显增加，主要有牛蒡、
洋葱、胡萝卜、莲藕和卷心菜等各
类保鲜、水煮蔬菜。

由于日本国内部分地区食品的
短缺，不少日方客户纷纷要求我国
的食品企业提前完成后几个月的订
单。“日本国内食品自给率较低，
而地震及核辐射显然加剧了这一现
状。”周思然认为这是造成日本近期
进口食品激增的主要原因之一。

数据显示，2010 年日本约 55%
的进口鸡肉制品、44%左右的进口
冷冻蔬菜、新鲜蔬菜及 8%左右的
进口对虾来自中国；每年鸡肉和蔬
菜的进口金额约占日本从中国进口
农产品总金额的 80%以上。

受核事故及核污染影响，日本
国内对海产品的需求主要依赖进口，

这给我国的水产加工企业带来了加
大出口的机遇。位于青岛城阳区的
一家从事水产品生产与贸易公司的
冷冻三文鱼、冷冻鳕鱼等产品已经
供不应求，目前来自日本的订单已
经够公司生产半年的了。
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分析

师马晓春对本报记者表示，因核污
染，一定时期内日本的农产品自给
水平会大幅下降，对进口农产品的
依存度会大幅提升。从我国出口日
本的食用农产品种类看，短期蔬菜、
鸡肉等出口日本的传统食品的出口
量会进一步增加；另一方面，水产
品、水果和猪肉等其他农产品的出
口数量也会明显增长。
“中长期来看，此次事件必将利

好我国食品行业。”周思然同样认
为，日本地震及引发的核泄漏对日
本国内农产品生产以及土地、海洋
和生态等资源均造成长期的不可逆
的破坏，对其农产品安全也造成长
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样的局面一
方面将促使日本增加从我国进口的
食品量；另一方面，日本食品出口
量的减少也有望推动我国成为其他
国家的食品进口对象。
据记者了解，受核辐射影响，

很多国家都对日本食品采取了进口
管制，日本食品的出口遭到极大打
击。自从福岛核电站周边多个地区
的农产品被检测出放射性物质超标

后，美国、新加坡、德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纷纷宣布限制
从日本受核污染影响的地区进口牛
奶等食品，并且禁止从日本进口食
品、农产品的品种和产地范围还在
不断扩大。

分析人士表示，我国食品企业
有望抢占一部分日本食品行业因此
丢失的国际市场份额。

质量安全为王

尽管日本对中国的农产品需求
猛增，但并非所有中国企业都能接
获订单。多家食品加工企业高层表
示，日本是全球执行食品准入最严
格的国家，只有获得出口许可证的
中国工厂方能顺利出口日本。以鸡
肉熟食为例，日本仅允许 35个中国
工厂对日本出口。

早在 20 世纪 80年代初,日本对
进口食品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
经超过 90%，其近乎苛刻的食品安
全机制各国尽知。 “日本对出口其
国内的企业要求非常严格，也就是
说，只有获得出口许可证的企业才
可出口日本。”周思然对本报记者
说，日本扩大出口企业数量的可能
性较小。
“虽然目前的订单增加了很多，

且日方客户要的很急，但是日方对
食品的质量标准却丝毫没有降低。”
青岛城阳区水产企业负责人告诉本
报记者，“我们同样也是不敢有半
点懈怠，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订
单。”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民众现
在已经在抢购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
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日远
表示，做出口的中国企业应该抓住
机遇，按日本要求把好质量关，提
高中国农产品在日本的影响力，增
加出口量。

东兴证券食品饮料行业首席分
析师刘家伟也分析说，国内养殖公
司特别是有出口资质的公司会因出
口量的增加而受益，同时也由于日
本需求量增加，可能会促进更多的
中国养殖企业改善品质、提高产品
质量，以满足日本肉类进口较高的
标准。
“日本的动植物检疫和食品卫生

检查标准非常高。”马晓春认为，我
国食品出口企业要想把握机遇，在
同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等日本进口农产品的主要国家或地
区竞争时更具竞争力，就必须在产
品质量上一定符合日本的标准，否
则我国食品企业将错失一次进军日
本市场的机会。
“短期内，因为食品需求压力较

大，日本进口食品的数量会大幅增
加。从长远看，只有符合其苛刻的
食品卫生标准，并在日本创出品牌，
才能保证我国食品出口企业出口日
本的可持续发展。”马晓春进一步表
示，否则，苛刻的动植物检验检疫
标准仍然会成为日本保护本国食品
企业、拒绝进口我国食品所采取的
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

另外，面对国内当前“瘦肉
精”、“毒馒头”等食品安全事件层
出不穷的现状，我国的食品企业要
想求生存、有大发展，必须清醒地
认识到产品质量是企业的法宝。马
晓春认为，只有千方百计提高企业
产品质量标准，才是保证国内市场、

扩大出口市场的长久之计。
食品行业专家建议,针对日本灾

后食品市场的需求特点及激增预期,
我国要充分运用财政扶持政策积极
实施企业质量认证和标准化提升建
设,不断提高出口产品检疫检测标准,
夯实出口产品的质量基础，打响
“中国制造”品牌。

转型的契机

从短期看，日本扩大进口我国
食用农产品的品种和数量是必然的，
这给我国食品出口企业带来转型契
机。

据记者了解，之前从未进口过
中国的饮用水，但因担心本国内的
产量无法满足需要，日本一些企业
开始考虑与研究进口中国矿泉水的
事情。同样，我国产的大米也有望
借机出口到日本。
“哪怕从日本国内来讲，也不敢

消费日本自产的大米，这给了我国
大米进军日本市场的一个很好机会，
比较有替代性的是中国东北的大米
可以出口日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
中心经济学副教授余淼杰表示。
北京东方艾格农业咨询公司首

席分析师陈树韦表示，由于我国食
品行业集中度不高，我国企业难以
掌握对日出口产品的定价权，食品
企业的定价权基本上被日本的贸易
企业所控制。
“虽然面临原材料等成本上涨压

力，但是出口产品的价格却很难提
高。”山泰食品有限公司相关人士告
诉本报记者，原因之一就是国内企
业众多，竞争异常激烈。
而这一困境正面临有利的转折

点。日本地震后，需求的猛增导致
原料价格大幅上涨，随着国际行情
的看涨，我国输日农产品出口价格
也相应提高了 10%—30%。“之前，
虽然也有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
但是农产品出口价格上调的主动权
却往往不在我国食品企业自己手里，
现在，我国食品企业开始掌握对日
出口定价权，受制于日方客户定价
的状况也开始有所改变。”接受记者
采访的某沿海农产品企业负责人表
示。
“随着订单的增加，我国部分企

业已经出现产能不足的瓶颈。”周思
然指出，就此次事件带来的长期利
好而言，我国食品企业可适当扩大
产能，并实现产品结构的升级。
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也是如此。

江苏、浙江、山东等地的食品企业
近期接到了大量来自日本的加急订
单，许多企业的产能已无法满足需
求。如福建省圣农实业有限公司在
日本地震后的一个月，对日本的鸡
肉熟食出口量，已较 2010年全年翻
了 10倍左右。

烟台山海食品公司目前年加工
产能约为 1万吨，其中约 6000 吨出
口至日本。但 3 月以来来自日本的
需求猛增，山海食品一时应接不暇。
公司相关负责人称，“由于产能不
足，我们打算借机实现转型，主要
生产一些附加值高的产品。”目前山
海食品增加了烧烤类产品，这一行
业的毛利率比鱼片高一倍左右。
“产能不足的压力以及产品结构

升级的动力或许能促进以鸡肉制品
为代表的食品企业之间的兼并重
组。”上述人士对本报记者说。

出口杠杆撬动食企转型

特约记者 晓风/文

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在 4月份已经不再成为热点。
分析人士认为，首现季度性贸易逆差，说明进出口稳定增

长仍是外贸发展的着力点，但优化进出口结构也迫在眉睫，必
须提升对外贸易的质量和效益。4月份出口，外贸同比增速趋
稳的可能性较大，缘于季节性影响消失、外部世界经济总体环
境趋好等。但受到日本震后外贸的深层次影响，全年外贸仍将
保持顺差，但规模会有较大回落。

地震推动我国总出口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春节因素和贸易政策转变，被认
为是 6年来首现季度贸易逆差的三个主要原因。

中投顾问宏观经济研究员白朋鸣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 3 月份数据上看，出口环比增长 57.3%，进口环比增长
46%，贸易逆差形势已经得到逆转。与此同时，日本强烈地震
刺激我国钢铁等原材料需求增加，出口量将有所增长，若大宗
货物价格依然维持上涨趋势，将带动初级产品的价格跟涨，将
逆转中国贸易收支的基本格局。

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路上扬。据海关统计，在进口
商品中，主要大宗商品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进口均价普遍
出现明显回升。其中，铁矿砂进口 1.8亿吨，增加 14.4%，进口
均价为每吨 156.5美元，上涨 59.5%；大豆 1096万吨，减少
0.7%，进口均价为每吨 573.9美元，上涨 25.7%。

海关总署统计司司长郑跃声近日也表示，一季度国际上
像铁矿砂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增长是一季度贸易逆差形成的三
大原因之一。此外，随着人民币的不断升值，进口成本降低，企
业进口的意愿增强；国内快速发展内生的强劲拉动，使进口增
长，这都是一季度贸易逆差的影响因素。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
研究所所长张燕生认为，这个数据反映出这个政策还是发挥
了一定作用。

也有专家表示，一季度逆差除了与今年贸易政策的转向
有关系之外，也和日本地震后续影响有关系。兴业银行资深经
济学家鲁政委认为，3月份的进出口数据表明，日本地震对我
国外贸的影响已经显现。震后日本物资供应紧张，诱发其进口
需求大增，推升了我国总出口；而受地震影响停产的相关产
品，我国进口则受到明显影响，预计未来 3—6 个月内日本大
地震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会更为明显。

今年全国“两会”时，商务部部长陈德铭就曾预言，中国一
季度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今年外贸总的政策指导是“稳出口、
扩进口、减顺差”。从“十二五”规划的有关条款中，也可以看出
“奖出限进”的老思路已被放弃了，外贸政策正在出现实质性
的改变，将更加侧重于进口。

电子、纺织产品受宠

海关统计显示，3月份出口 1522亿美元，增长 35.8%；进
口 1520.6亿美元，增长 27.3%。3月份出口增速高于进口 8.5
个百分点，并一改 2月份 73亿美元贸易逆差形势，当月贸易
顺差 1.4亿美元。

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 3 月出口额同比增速均较 2 月
上行，同比增速为 22.6%，较总出口同比增速低 13.2 个百分
点。服装及鞋类产品 3 月出口同比上行幅度大幅高于 2 月下
行幅度，同比增速升至 44.6%，创 13 个月内新高。

交行金研中心分析师陆志明认为，3月份出口有所回升
的主要原因是春节后出口企业陆续开工，企业出口生产状况
逐渐恢复到正常水平；外部主要出口国家经济复苏状况逐渐
趋于好转，美、德、法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持续好转，对中
国的进口需求也不断上升。

在进口商品中，主要大宗商品进口量保持增长，进口均价
普遍出现明显回升。陆志明分析，进口总额创新高主要由于春
节后企业、项目陆续开工，导致国内上游能源、原材料等大宗
商品进口需求迅速上升。这也是一季度首现贸易逆差的主要
原因之一。

对于 3月份服装出口的大幅增长，也有专家提醒，由于油
价上涨助推成本上升，服装纺织企业压力依然沉重。

业内人士透露，目前服装产品除了全棉、全毛面料之外，
大部分以棉和涤纶等合成面料为主，其中涤纶等占的比例达
到 70%左右，而涤纶纤维等合成纤维都是与原油关系较为密
切的细分领域，前景不容乐观。

从进口国别情况看，仅从日本进口同比增速出现下滑，且
增速创 16 个月内新低。3 月从欧盟、东南亚、美国的进口同比
增速均高于总进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31.2%、28.8%和 27.6%；
从印度、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进口同比增速低于总进
口。

但除日本外，其余各国同比增速均较 2 月有大幅提速，3
月从日本进口同比增速为 16.6%，较 2 月继续下滑 2.4 个百
分点，创 16 个月内新低。一季度贸易虽然预示，中国对外贸易
向平衡方向发展，但是专家提醒，中国对外贸易仍存在很大问
题，最大的难题就是贸易结构的优化。

外贸结构亟须优化

白朋鸣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中国对
外贸易结构不合理。

从贸易结构来看，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一般贸易进口的较
快增长。前 3个月，一般贸易进口 2319.5亿美元，增长 37.4%，
高出同期全国进口增速 4.8个百分点。一般贸易项下出现贸
易逆差 459.8亿美元，扩大 66.5%，已接近 2010年全年水平。
而对于高科技产品的进口则增长缓慢。

白朋鸣表示，中国对外贸易长期以出口为主，通过低廉的
劳动成本优势出口低端产品，中高端产品出口量较少，缺少核
心技术，产品质量不高，市场竞争力较低，而由于价格优势我
国外贸企业屡遭“反倾销”制裁，巨额赔款、高税率已使外贸企
业苦不堪言。

出现上述问题的关键是我国贸易结构不合理，首先要积
极研发核心技术，增加企业竞争力；其次，提高产品质量，树立
品牌效应；最后，扩大内需，转变结构。只有积极谋求贸易结构
转型才能够使我国外贸局势扭转。

张燕生建议，要在进口商品结构上做文章。一季度进口增
长迅速，说明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经济运行平稳。今后，在增加
对包括能源、矿产、粮食等战略物资与资源进口的同时，要继
续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逐步扩大对
先进技术设备和服务行业的引进。

目前，中国政府已逐步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不合
理情况，正积极进行经济结构转型，通过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
长，并引进先进技术水平以谋求长期发展。另外，鼓励出口企
业积极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并鼓励境外投资，使我国贸易格
局从依靠出口拉动转向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日本震后
外贸影响初显

短期内，因为
食品需求压力较
大，日本进口食品
的数量会大幅增
加。从长远看，只有
符合其苛刻的食品
卫生标准，并在日
本创出品牌，才能
保证我国食品出口
企业出口日本的可
持续发展。
同时，“随着订

单的增加，我国部
分企业已经出现产
能不足的瓶颈。”周
思然指出，就此次
事件带来的长期利
好而言，我国食品
企业可适当扩大产
能，并实现产品结
构的升级。

地震、海
啸及核污染
严重影响了
日本农产品
和食品供应，
我国相关食
品出口企业
的订单激增。
图为一企业
加班生产出
口日本牛蒡。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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