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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印度尼西亚国情概况 

1.1 印度尼西亚国家基本国情 

1.1.1 自然状况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简称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地跨赤道，国土陆地面积 190.4

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 316.6 万平方公里（不包括海洋专属经济区），是全球最大的群岛国

家，由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 1.75 万个大小岛屿组成（其中约 6000 个有人居住），海岸线长

5.47 万公里，素称千岛之国。共设 34 个一级行政区，包括雅加达（Jakarta）首都特区，日惹

和亚齐达鲁萨兰 2 个地方特区和 31 个省。 

1.1.2 人口概况 

  印度尼西亚全国人口约 2.3 亿（2009 年），是世界第四人口大国，民族构成相对复杂，共

有 100 多个民族。其中，爪哇族占 45％，巽他族 14％，马都拉族 7.5％，马来族 7.5％，其他

26％。共有 200 多种民族语言，官方语言为印度尼西亚语。印度尼西亚无国教，宗教信仰多元

化，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约占 87％，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另有 6.1%的人口信奉基督

教新教，3.6%信奉天主教，其余信奉印度教、佛教和原始拜物教等。 

  印度尼西亚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12 年就业形势有所改善，年底就业人口计 1.18

亿人，比 2010 年同期增加 100 万。同期印度尼西亚失业率为 6.1%，同比减少 0.5 个百分点。 

  尽管近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迅速，但贫困人口下降缓慢。2012 年，印度尼西亚贫困人口

达 2859 万，占总人口的 11.66%。 

1.1.3 政治体制 

  印度尼西亚实行总统内阁制，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2004 年

起，总统和副总统不再由人民协商会议选举产生，改由全民直选；总统只能连选连任一次，每

届任期 5 年。内阁由总统直接领导。内阁成员由总统任命，但须征得国会同意。 

  印度尼西亚的人民协商会议、人民代表会议（国会）和地方代表理事会共同组成立法机

构。人民协商会议由人民代表会议（国会）和地方代表理事会共同组成，负责制定、修改和颁

布宪法及国家大政方针，并对总统进行监督。如总统违宪，有权弹劾罢免总统。每五年换届选

举。人民代表会议（国会）行使除修宪和制定国家大政方针之外的一般立法权。国会无权解除

总统职务，总统也不能宣布解散国会；但如果总统违反宪法，国会有权建议人民协商会议追究

总统责任。地方代表理事会是 2004 年 10 月新成立的立法机构，负责有关地方自治、中央与地

方政府关系、地方省市划分以及国家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立法工作。 

  印度尼西亚实行三权分立，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独立于立法和行政机构。最高法院正副

院长由国会提名，总统任命。最高检察长由总统任免。 

  根据《1975 年政党法》，印度尼西亚只允许三个政党存在，即专业集团党、印度尼西亚民

主党和建设团结党。199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解除党禁。目前的主要政党有民主党、专业集团

党、印度尼西亚民主斗争党、繁荣公正党、国家使命党和建设团结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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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国际关系 

  印度尼西亚奉行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注重东盟合作，视其为“贯彻对外关系的

基石之一”，务实参与地区合作。主张大国平衡，进一步发展与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

以及欧盟等大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事务，重视不结盟运动和南南合作。 

  为了保持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提高政府工作效率，2011 年 10 月，苏西洛总统对内阁重

组。此次改组涉及 12 个职位，包括贸易部、国营企业部、能源和矿产资源部等重要部门。苏西

洛表示，希望通过改组推动印度尼西亚贸易发展，实现能源安全，改革官僚机构。此举被认为

有利于“在多元化融合发展形势下更加团结”，有利于政局稳定。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的发起国之一，一直视东盟为“贯彻对外

关系的基石之一”。苏西洛政府执政以来，执行以东盟为依托的独立自由外交政策。2011 年担

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印度尼西亚成功缓和了柬泰冲突，促成朝韩会面，中国与东盟就落实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后续行动指导方针达成一致，东盟领导人签署《巴厘第三协约宣言》。

印度尼西亚的出色表现提高了东盟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 

  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关系基本良好，但不时因大量印度尼西亚非法务工人员涌入马来

西亚而产生摩擦。自 2005年以来，关于西巴丹岛和利吉丹岛地区油气资源生产分成合约

（Production Sharing Contracts）问题成为双方关系紧张的又一焦点，马来西亚依据 2002 海

牙国际法庭的裁决坚持该岛属于马来西亚主权领土的一部分。从积极的一面来看，印度尼西亚

国内投资环境的显著改善，吸引了马来西亚投资者的关注。 

  印度尼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紧张，两国海上边界问题、争议岛屿问题、印度

尼西亚在新劳工的待遇问题以及印度尼西亚本土伊斯兰恐怖主义威胁等问题都是双方关系改善

的阻碍因素。苏西洛政府执政以来，两国关系取得一定改善，新加坡对印度尼西亚加大经济政

策支持力度，同时与印度尼西亚军方、政界和商业精英保持良好的关系。 

  1949 年 12 月 28 日，印度尼西亚与美国建交。美国一直是印度尼西亚军方的主要支持者，

提供了大量武器、安全培训、贷款等。2008 年，苏西洛提出建立美国-印度尼西亚战略伙伴关

系，后更名为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在 2010 年奥巴马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两国签署全面伙伴关

系协定，全面提升在贸易投资、教育、能源、气候变化、反恐等领域的合作。两国在军事安全

领域的合作也取得进展，美国解除了对印度尼西亚所有军事制裁禁令。 2012 年 6月 5 日，印

度尼西亚军队与美军在爪哇岛展开名为“2012 海上预备与训练合作”的联合军事演习，共有

2074 名两国海军官兵参与。 

  由于澳大利亚政府采取的反恐政策及其在该地区的重要影响，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关系

曾不时出现波折。但自 2004 年印度洋海啸和尼亚斯岛地震后，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提供大量

援助使得双方关系得到改善。2005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访问澳大利亚，与澳大利亚

签署全面发展两国伙伴关系的框架协议。2006 年 11 月，澳大利亚与印度尼西亚签署《澳大利

亚—印度尼西亚安全合作框架协定》。2008 年 6 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访问印度尼西亚，两

国签署了抑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2010 年 3 月，苏西洛访问澳大利亚，两国决定在打击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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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方面扩大合作。2011 年 3 月，印度尼西亚副总统布迪约诺访问澳大利

亚。目前，印度尼西亚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发展援助接受国。 

1.1.5 行政区划 

  印度尼西亚共设 34 个一级行政区，包括 1 个首都特区、2 个地方特区和 31 个省。第 34 个

一级行政区为北加利曼丹省，于 2012 年 10 月 25 日由国会签署法案正式设立。二级行政区划为

市、县，此外还有乡、村、镇等行政单位。 

  

表格 1 印度尼西亚行政区划表 

省份 位置 首府 面积 （km²） 人口 

亚齐特区 苏门答腊 班达亚齐 57366 3,930,000 

北苏门答腊省 苏门答腊 棉兰 71680 11,642,000 

西苏门答腊省 苏门答腊 巴东 42297 4,241,000 

廖内省 苏门答腊 北干巴鲁 82232 4,948,000 

廖内群岛省 苏门答腊 丹戎槟榔 21992 1,198,526 

占碑省 苏门答腊 占碑市 53436 2,742,196 

邦加-勿里洞省 苏门答腊 邦加槟港 18725 1,300,000 

南苏门答腊省 苏门答腊 巨港 53436 6,900,000 

明古鲁省 苏门答腊 明古鲁市 21168 1,564,000 

楠榜省 苏门答腊 班达楠榜 35376 6,731,000 

万丹省 爪哇岛 西冷 9161 9,083,114 

雅加达首都特区 爪哇岛 雅加达 750 8,389,443 

西爪哇省 爪哇岛 万隆 34817 35,724,000 

中爪哇省 爪哇岛 三宝珑 32548 31,820,000 

日惹特区 爪哇岛 日惹 3186 3,121,000 

东爪哇省 爪哇岛 泗水 47922 34,766,000 

峇里省 小巽他群岛 丹帕沙 5633 3,150,000 

西努沙登加拉省 小巽他群岛 马塔兰 19709 4,015,102 

东努沙登加拉省 小巽他群岛 古邦 47876 4,260,294 

西加里曼丹省 加里曼丹岛 坤甸 146807 4,073,304 

中加里曼丹省 加里曼丹岛 帕朗卡拉亚 153564 1,912,747 

南加里曼丹省 加里曼丹岛 马辰 36985 3,054,129 

东加里曼丹省 加里曼丹岛 沙马林达 245238 2,750,369 

北加里曼丹省 加里曼丹岛       

北苏拉威西省 苏拉威西岛 万鸦老 15364 2,154,234 

哥伦打洛省 苏拉威西岛 哥伦打洛市 12215 830,200 

中苏拉威西省 苏拉威西岛 帕卢 68089 1,820,000 

西苏拉威西省 苏拉威西岛 马穆朱 16796 938,254 

南苏拉威西省 苏拉威西岛 望加锡 72781 7,497,701 

东南苏拉威西省 苏拉威西岛 肯达里 38140 1,771,951 

北马鲁古省 摩鹿加群岛 特尔纳特 30895 890,000 

马鲁古省 摩鹿加群岛 安汶 46975 1,266,000 

西巴布亚省 新几内亚 曼诺瓦里 115364 800,000 

巴布亚省 新几内亚 查雅普拉 421981 1,994,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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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宏观经济状况 

  印度尼西亚自然资源丰富。从油气资源到煤、镍、锡、铅、铜、金、银、铬、铝土矿、硫

和高岭土等矿产资源，到森林资源、渔业资源，再到棕榈、橡胶等农业资源，潜力均很大，优

势突出。据印尼官方统计，印尼石油储量 97 亿桶（13.1 亿吨），天然气储量 4.8-5.1 万亿立

方米。由于许多地区尚未探明储量，印度尼西亚政府估计煤炭资源总储量或达 900 亿吨以上，

已探明储量 193 亿吨。据美国能源署统计，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第四大煤炭储藏国。2011 年油

气、煤炭和其他矿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约达 30%。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火山活动最丰富的国家之

一，世界上大约 40%的地热能源集中在此，而利用地热发电目前只有 110 万千瓦时，占全国地

热潜能的 4.2%，未来的开发潜力很大。 

  2012 年印度尼西亚的产业结构为：第一产业农业占 14.4%，第二产业工业占 47.0%，第三

产业服务业占 38.6%。农业是印度尼西亚传统重要产业，其产值曾占 GDP 一半以上，但随着工

业化进程的加快，农业比重逐年降低。1991 年印度尼西亚工业占 GDP 比重首次超过农业，目前

工业已成为对经济贡献最大的产业。印度尼西亚主要的工业部门为采矿业和制造业。矿产能源

收入是印度尼西亚国民总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印度尼西亚矿能部公布数据，2011 年印度

尼西亚从矿产与能源领域得到的国家收入高达 352 兆盾，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 29.4%。制造业

发展迅速，印度尼西亚工业部长表示，2012 年印度尼西亚制造业总体同比增长达到 6.2%，加工

出口已突破 1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4.6%，无论是出口总额还是增长率都创新高。近年来，受

旅游业发展的推动，服务业增长很快，其产值占 GDP 比重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旅游业是印度尼

西亚非油气领域中第二大创汇行业，不仅接待外国游客 770 万人次，而且为 2011 年国家收支预

算案提供 80 万亿印度尼西亚盾（约合 87 亿美元）的收入，其中中国游客近 47 万人次。 

  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最大的经济体，经过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 10 年发

展，宏观经济稳定，金融系统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不断健全，消费、投资和出口逐渐成为经济

增长重要引擎，贫困人口和失业率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保持在 4～6%左右，抵抗外部金融和经

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2008 年末至 2009 年上半年，尽管全球金融和经济形势恶化，但

得益于政府各项应对措施和侧重内需的经济结构，印度尼西亚在 2009 年保持了 4.6%的经济增

长，并在 2010 年回升至 6.2%，虽低于危机前增速，但仍属于全球经济体中表现较好的国家之

一。 

  2011 年印度尼西亚全年经济增长 6.5%，成为亚洲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中消费

和投资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对 GDP 的贡献度达到 54.6%。从地域看，爪哇岛仍是印度

尼西亚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占 GDP 总量的 50%以上，同时随着印度尼西亚棕榈油和煤炭出口

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主产地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也有所提高，上述三岛合

计占印度尼西亚经济总量的 90%。 

  进入 2012 年后，印度尼西亚经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统计局公布，受益

于投资增长和强劲的家庭消费，印度尼西亚 2012 年全年 GDP 增长 6.2%，但由于全球经济危机

影响了其出口业，2012 年的经济增速低于政府预计的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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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尼西亚政府自 1998 年以来一直致力于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以内。但在 2005～2006

年间和 2008 年，由于原油和食品价格拉升，通货膨胀经历了两次高涨期。2009 年，全球经济

衰退，通货膨胀压力显著下降，印度尼西亚年度通货膨胀率降至 4.8%，为 2000 年以来最低水

平。2010 年，全球经济复苏，国际石油价格回升，国内外需求增强，加之全球流动性过剩造成

大量资本流入，印度尼西亚通货膨胀率有所上涨，全年通货膨胀率升至 5.1%。2011 年全年通货

膨胀率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年初通货膨胀率为 7.0%，全年通货膨胀率为 5.4%。2012 年，印

度尼西亚物价基本稳定，通货膨胀压力趋缓，全年的通货膨胀率降低至 4.3%。2013 年，印度尼

西亚通货膨胀率有所上升，一季度通货膨胀率为 5.2%，二季度估计值为 5.6%。受印度尼西亚政

府上调燃油价格影响，预计 2013 年下半年通货膨胀压力会持续走高。 

  

表格 2 2008-2013 印度尼西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与预测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GDP（亿美元） 5102.3 5395.8 7080.3 8468.3 8780.4 9365 

人均 GDP（美元） 2148 2246 2914 3450 3540 3730 

实际 GDP 增长率（%） 6 4.6 6.2 6.5 6.2 6.3 

通货膨胀率（%） 9.9 4.8 5.1 5.4 4.3 5.7 

商品出口（FOB）（亿美元） 1396.1 1196.5 1580.8 2014.7 1900 2082.4 

商品进口（FOB）（亿美元） 1166.9 887.2 1274.5 1661.3 1917 1934.2 

经常账户余额（亿美元） 1.3 106.3 51.5 20.7 -240.2 -194.4 

国际储备（亿美元） 516.4 661.2 962.1 1101.4 1128.3 1201.7 

外债总额（亿美元） 1476.2 1628.5 1790.6 1868.6 2070 1963.3 

已付偿债率（%） 12.9 17.6 16 12 14.7 12.5 

汇率（美元/印度尼西亚盾） 9699 10389.9 9090.4 8770.4 9386.6 9807.2 

 

注：2013 年数据为预测值；2012 年经常账户余额、国际储备、外债总额、已付偿债率为评估

值。 

  来源：经济学人智库（EIU） 

1.3 对外贸易 

1.3.1 贸易概况 

  对外贸易在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前几年一直保持顺差。受全球金融危机

影响，2009 年印度尼西亚商品贸易规模出现萎缩，但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经济对外部需求变

化适应性较好，没有出现大额逆差。2010 年，印度尼西亚商品贸易规模恢复至 2855.3 亿美

元，较 2009 年上升 37%。2011 年，得益于居于高位的资源性商品价格，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

需求增长部分抵消了欧美市场需求低迷的影响，商品出口达到 2014.7 亿美元，同比增长

27.5%；进口达到 1661.3 亿美元，同比增长 30.3%。进入 2012 年后，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对印度

尼西亚国内经济造成冲击，商品贸易增速再次出现收缩。据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机构统计，由

于全球经济放缓导致印度尼西亚主要贸易伙伴需求下降，2012 年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额较上年大

幅下滑，约 1900 亿美元。其中，出口到中国及日本的非石油与天然气产品分别减少了 208.6 亿

美元或 3.4%，以及 172.3 亿美元或 6.4%。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 2012 年的进口额激增，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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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亿美元。因此 2012 年印度尼西亚出现贸易逆差，且逆差额创新高。据印度尼西亚贸易部

长基塔威利雅宛（Gita Wirjawan）表示，2013 年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仍将停滞不前，因为主要

贸易伙伴如美国、日本及欧洲国家因为经济放缓而需求持续缩减。 

  从印度尼西亚商品出口目的地（国别及地区）看，日本、中国、新加坡、美国和韩国是印

度尼西亚的前五大出口市场，2012 年出口额分别为 301.35 亿美元、216.60 亿美元、171.35 亿

美元、150.49 亿美元和 148.74 亿美元，同比下降 10.6%、5.6%、7.1%、8.2%和 9.6%，占印度

尼西亚出口总额的 15.9%、11.4%、9.0%、7.9%和 7.8%，五国合计占印度尼西亚出口市场的

52%；从进口商品来源地看，中国、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和韩国为前五大进口来源国，2012

年进口额分别为 283.87 亿美元、260.87 亿美元、227.68 亿美元、122.44 亿美元、119.70 亿美

元，同比增加 12.1%、0.5%、17.1%、17.7%和-7.9%，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的 15.3%、13.6%、

11.9%、6.4%和 6.3%，五国合计占印度尼西亚进口总额的 53.5%。 

  从印度尼西亚商品出口品种看，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出口商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

品，沥青等；动、植物油、脂、蜡，精制食用油脂；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橡胶

及其制品。2012 年出口额分别为 633.85 亿美元、213.00 亿美元、107.65 亿美元和 104.75 亿

美元，同比下降 8.0%、1.6%、3.4%和 27%，占印度尼西亚出口总额的 33.4%、11.2%、5.7%、

5.5%。印度尼西亚的主要进口商品为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等；核反应堆、锅炉、

机械器具及零件；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钢铁。2012 年进口额分别为 427.64 亿

美元、284.30 亿美元、189.05 亿美元和 101.39 亿美元，同比增加 4.7%、15%、3.6%和 18.2%，

占印度尼西亚进口总额的 22.3%、14.8%、9.9%和 5.3%。 

1.3.2 中印双边贸易 

  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在东盟仅次于马来西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

具有悠久历史。1990 年两国复交后，双边贸易额由此迅速增长。新世纪的前十年，两国贸易额

年均增长 22.8%，2008 年两国贸易额提前两年实现“2010 年达到 300 亿美元”的目标。两国双

边贸易经过 2009 年的短暂下降后，2010 年恢复至 427.3 亿美元，2011 年、2012年规模进一步

增长。 

  据中国海关统计，2012 年，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双边进出口贸易额为 663.2 亿美元，比上年

增长 9.5%。2013 年一季度两国双边贸易继续增长，双边贸易总额达到 16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5%，其中对印度尼西亚出口 82.4 亿美元，同比增长 16.5%；自印度尼西亚进口 78.8 亿美

元，同比增长 3.03%；中方贸易顺差 3.6 亿美元。二季度两国双边贸易微降，我国对印度尼西

亚进出口总额为 177.42 亿美元，同比下降 0.02%，其中对印度尼西亚出口 101.6亿美元，同比

增长 10.66%；自印度尼西亚进口 75.81 亿美元。同比下降 11.48%；两国贸易差额进一步拉大，

中方贸易顺差 25.8 亿美元。 

  

表格 3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统计（中国口岸）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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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中国出口至印尼 中国从印尼进口 

顺（逆）差 
出口额 增长率 进口额 增长率 

2007 126.1 33.5 124 29.1 2.1 

2008 171.9 36.3 143.6 15.8 28.3 

2009 147.4 -14.4 135.4 -5.8 12 

2010 219.7 49.1 207.6 53.3 12.1 

2011 292.6 33.1 313 50.5 -20.4 

 

   来源：中国海关 

  

表格 4 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贸易统计 （印尼口岸）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印尼出口至中国 印尼从中国进口 

顺（逆）差 
出口额 增长率 进口额 增长率 

2007 96.7 16% 85.6 28.90% 11.1 

2008 116.4 20.30% 152.5 78.20% -36.1 

2009 115 -1.20% 140 -8.20% -25 

2010 156.9 36.50% 204.2 45.90% -47.3 

2011 229.4 46.20% 262.1 28.30% -32.7 

2012 216.6 -5.60% 293.9 12.10% -77.3 

 

  来源：印尼中央统计局 

从贸易结构看，两国存在明显的经济互补性。印度尼西亚出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有原油和

油类制品、矿产品、棕榈油及其制品、塑料及橡胶、有机化工品、木及木制品、纸及纸板等资

源性产品。而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有钢铁、机械、电子电器、车辆船舶、化工、

塑料、药品、医疗器械、通讯器材和棉布、纤维等纺织原料等。 

1.3.3 投资风险评估 

  总体来看，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大国，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政治安全风险相对较

低。苏西洛政府执政以来，致力于解决地方分离主义问题，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实行更为开放

的经济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刺激经济复苏；对政府官员财产收入加强监督，努力创建廉洁政

府。上述措施收到一定效果，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势稳定，国内安全形势总体向好，经济发展迅

速，民生有所改善。不过，由于民主转型时间较短，民主体制尚不成熟，领导人个人因素与党

争时常联系在一起，一些权势人物仍与苏哈托时代有复杂联系，民主进程仍面临倒退的潜流。

由于民主党是少数政府，必须依靠联合伙伴的政治支持，对执政伙伴的约束力有限。同时，地

方权力过大，各级政府各自为政，中央政府权力有限，增加了反贪腐的难度。目前苏西洛第二

任期已过半，在其执政后期面临的掣肘将进一步加大，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将面临后劲不足的

挑战。政府虽采取一系列措施清剿伊斯兰祈祷团等势力，但反恐形势依然严峻。 

  经济方面，近年来，印度西亚的经济和财政改革逐渐得到认可，加之能源价格的持续上

升，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提供了基础。尽管外部经济普遍疲弱，但由于印度尼西亚国内需求旺

盛，2011 年经济仍取得了 15 年来最快增速。经济的迅速反弹一方面是近年经济和财政改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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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另一方面也说明印度尼西亚金融和经济体系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有所增强。目前来看，

印度尼西亚面临的经济风险主要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出口结构中能源矿产占比较

大，因而经常账户多年持续盈余的局面，将面临全球经济低迷对能矿需求方面形成的不确定性

挑战。二是，近年来，虽然印度尼西亚的市场化改革在不断前行，但经济领域中的由政治势力

形成的垄断经济低效仍然普遍存在，阻碍了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三是，就业创造不足与国内融

资成本过高的问题长期存在，主要体现在印度尼西亚劳工保护法规与经济发展阶段匹配度不

足，国内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等方面。四是，政府财政赤字虽然较小，但财政收支中的结构性矛

盾依然突出，财政中资本支出较少，对经济贡献不足。五是，汇率波动。印度尼西亚盾极易受

到投机性攻击，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亚洲风险最大的货币之一。由于热钱热衷于印度尼西亚资本

市场，资金的大进大出不可避免对印度尼西亚盾的币值稳定产生影响。 

  随着印度尼西亚主权债务等级在 14 年后再次升为“投资级”后，其金融投资活动将更为活

跃。由于投资吸引力的增强，2011 年印度尼西亚吸引的直接投资再创新高，未来投资仍将继续

流入。值得关注的是 2011年制造业取得稳步增长，10 月至 12 月增速达到 7.1%。而 2005～

2010 年制造业年均增长仅为 4%，远低于东南亚其他国家。制造业的加速发展有助于印度尼西亚

制造业步入持续、稳定的发展之路，从而有助于政府提高出口产业附加值目标的实现。同时，

印度尼西亚政府还在降低企业所得税、减少逃税发生、引进严格的新法律制度、肃清监管环境

等方面取得进展。印度尼西亚不断提高其在全球竞争力方面的排名。 

  法律方面，印度尼西亚存在监管和法律环境不透明，法规条文不一致，且执行手续繁琐复

杂等问题。尽管当前政府已将法律系统现代化作为优先发展目标，并在苏西洛总统的第一任期

连续采取了重大行动。但真正见到成效之前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而在企业运营方面，地方

腐败、行政手续繁冗依然是到印度尼西亚进行经商活动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印度尼西亚经

济所面临的主要风险并非来自外部危机，而是来自内部能否肃清腐败、改革能否成功持续、国

内市场能否成为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等方面。 

  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双边经贸合作时，首先要注意法律环境问题，印度尼西亚法律体系尽

管比较完整，但很多法律规定模糊，可操作性差，不同法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中国企业在经

贸合作前要密切关注当地法律情况。第二，慎重搭建人力资源体系，有效控制工资成本。尽管

印度尼西亚工资成本整体较低，但由于《劳工法》对劳工保护规定较苛刻，对资方不利。因此

中方投资者要认真了解当地关于工资和保护劳工权益的具体规定，精心核算工资成本。第三，

进行双边经贸合作时，尽量争取以美元或人民币结算，从而规避汇率风险。因为相比较来说，

印度尼西亚盾是比较容易受到国际游资攻击的货币之一，币值不稳定。第四，保持低姿态。在

印度尼西亚，占人口少数的华人掌握着国家大部分财富，每当遇到经济波动或其他突发事件，

反华情绪通常会被挑起，有中国背景的企业仍有可能遭到迫害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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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印度尼西亚进口管理政策 

2.1 政府管理部门及法律规定 

  印度尼西亚主管贸易的政府部门是贸易部，其职能包括制定外贸政策，参与外贸法规的制

定，划分进出口产品管理类别，进口许可证的申请管理，以及制定进口商和分派配额等事务。 

  印度尼西亚与贸易有关的法律主要包括《贸易法》、《海关法》、《建立世界贸易组织

法》、《产业法》等。与贸易相关的其他法律还包括《国库法》、《禁止垄断行为》和《不正

当贸易竞争法》等。 

  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实施进口管理时，主要采用配额和许可证两种形式。适用配额管理的主

要是酒精饮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其进口配额只发放给经批准的国内企业。适用许可证

管理的产品包括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机动车、废物废品、危险物品，获得上述产

品进口许可的企业只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生产。其中，氟氯化碳、溴化甲烷、危险物品、酒精饮

料及包含酒精的直接原材料、工业用盐、乙烯和丙烯、爆炸物及其直接原材料、废物废品、旧

衣服等九类进口产品主要适用自动许可管理；丁香、纺织品、钢铁、合成润滑油、糖类、农用

手工工具等六类产品主要适用非自动许可管理。为方便进口，印度尼西亚贸易部推行网上办理

进口许可证，全国一站式服务只需 8 小时，相较手工办理许可证的 5-10 天时间效率大幅度提

高。 

2.2 食品方面相关政策 

2.2.1 食品注册规定 

  印度尼西亚所有进口食品必须注册，进口商必须向印度尼西亚药品食品管理局申请注册

号，并由其进行检测。检测过程繁琐且费用昂贵，每项检测费用从 5 万印度尼西亚盾（约 6 美

元）到 250 万印度尼西亚盾（约 300 美元）不等，每一件产品的检测费用在 100 万印度尼西亚

盾（约 120 美元）到 1000万印度尼西亚盾（约 1200美元）之间。此外，印度尼西亚药品食品

管理局在测试过程中要求提供极其详细的产品配料和加工工艺情况说明，这可能侵害商业秘

密。这些规定加重了出口商的负担。 

2.2.2 植物产品进口检验检疫规定 

  2007 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针对新鲜球茎蔬菜采取更加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要求，

以提高印度尼西亚新鲜植物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此次颁布的植物产品进口检验检疫要求是印度

尼西亚政府自 2007 年第二次针对进口植物产品的修改规定，重点对以球茎形式进口的新鲜蔬菜

的检验检疫和技术两方面提出要求。在检验检疫方面，该规定扩大了证书的要求范围，除了须

具备与 2005 年法规相同的原产国权威机构签发的证书外，经转运的产品还须被提供转运国授权

的证书。在技术要求方面，该规定加严了原产国无虫害地区的调查及对植物性检疫虫害进行风

险分析。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植物产品的出口门槛。 

2.2.3 食品进口安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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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确保输入印度尼西亚的新鲜植物源性食品符合植物检疫要求，并且不含超过标准限量的

化学污染物，保证其安全且适于人类消费，印度尼西亚在其农业部法规中制定了有关新鲜的植

物源性食品进出口安全方面的管理规定。规定提出，产品原产国向印度尼西亚的农业检疫机构

提交申请，以便开展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可。申请由出口国植物源性食品安

全管理主管部门提交，并随附从种植、收获、加工、储存、国内运输到口岸装运等全过程实施

的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如经评估确认产品符合印度尼西亚的食品安全管理要求，印度尼西亚农

业检疫机构将通过局令的形式认可原产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而进口到印度尼西亚的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可以来自以下国家和地区： 

  1.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已获得认可。 

  2.已签署体系等效协议。 

  3.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生产场所食品安全体系已获认可。 

  而符合以上条件的国家在出口产品到印度尼西亚时还必须随附植物源性食品相关基础信

息，包括发货人、收货人、装运日期、入境日期及地点、运输方式、种类和数量、包装及标

签、生产场所、进口目的等。并在指定的口岸进口，在入境口岸通知植物检疫官员对植物源性

食品实施安全管理。 

  如果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未获得认可、没有签署等效协议或新鲜的植物源性

食品生产场所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未获得认可，则在出口至印度尼西亚时要随附原产国签发的与

新鲜的植物源性食品安全有关的证书或证明以及相关基础信息。 

2.2.4 关税措施 

  在食品关税方面，尽管印度尼西亚政府承诺根据 WTO《海关估价协定》的相关规定确定进

口食品的进口关税，但是在实践中，印度尼西亚海关使用“检查价格”（checkprices）取代货

物的实际交易价格来确定关税。印度尼西亚海关进行海关估计是根据进口风险状况以及在过去

90 天内进口的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来计算的。 

2.3 食品方面政策及标准最新动向 

  2009 年以来，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在食品、饮料、渔业等诸多行业强制推行国家标准。印

度尼西亚贸易部出台新规定，要求包括进口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必须附有印度尼西亚文说明。

印度尼西亚海洋渔业部规定要求 81 种渔业产品必须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甚至将捕鱼工

具、渔产加工程序及微生物学测试程序等也列入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2011 年 7 月，按照印度

尼西亚贸易部 19／2009 号规定，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共计 45 种商品必须配置印度尼西亚语说

明书，并且要继续扩大要求配置印度尼西亚语说明书的产品范围。 

  2011 年 12 月，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颁布了严格管制园艺产品进口条例，多种农产品的进口

数量将受到限制。列入该条例的农产品共有 65 种，其中包括 20 种水果类、22 种蔬菜类、19 种

药材及 4 种观赏植物，但目前为止还未公布详细的产品种类。 

  2011 年 7 月 1 日起，编号为 63／PMK．04／2011 的财政部长条例开始生效。该条例要求所

有未持有海关识别号码（NIK）的进出口商都必须进行登记，并且必须在 2011 年 7 月 1 日起６

个月内进行登记。６个月后，凡是不具备海关识别号码的进出口商，海关将不予通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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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印度尼西亚要求进口食品必须向印度尼西亚食品药物监督局申请注册号进行注册，

这种规定过于繁琐，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且在申请时，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求进口食品企业对于

食品成分和加工工艺进行详细的描述，可能涉及泄露商业机密问题。印度尼西亚的动植物及其

制品的进口检疫程序不符合 SPS 协定的区域化原则，对有害生物非疫区的分布往往以行政区划

进行界定，而非以科学证据来区分出口国的不同地区。 

  2011 年 11 月，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发布公告，所有进口水果除提供提单、产地证、植物检

疫证书外，还必须附有健康证书，以上单据缺少任何一种，印度尼西亚植物检疫部门将拒绝接

受清关，并将实施处以 600 美元罚款及加收进口关税等惩罚性措施。 

  2013 年 4 月，印度尼西亚发布涉及园艺产品进口条款的贸易部第 16/M-DAG/PER/4/2013 号

规则，同时废除印度尼西亚贸易部第 30/M-DAG/PER/6/2012 号规则。该项新规则对 39 种进口园

艺产品作出了进口许可规定，与原规则相比，减少了 18 种产品。这 18 种产品包括：大蒜、大

蒜粉、辣椒粉、卷心菜、菊花、蝎尾蕉花、兰花以及其他经加工的园艺产品。该项新规则涉及

的重要条款包括：（1）每种园艺产品的进口只能由一家进口国生产者（IP）和园艺产品的注册

进口商（IT）实施，且园艺产品的进口批准必须具备农业部的园艺产品进口建议（RIPH）；

（2）进口生产者（IP）、注册进口商（IT）和园艺产品进口批准只能在线（INATRADE）向贸易

部提出申请；（3）所有进口的园艺产品必须在进港时接受技术进口审查；以及（4）进口生产

者（IP）、注册进口商（IT）以及园艺产品的进口批准在期满之后即视为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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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印度尼西亚果蔬市场概述 

3.1 印度尼西亚园艺业发展状况 

  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因其在农业领域的比较优势而备受赞誉，富含矿物质的火山土、适

合反季节种植的多样化热带气候以及广阔而肥沃的种植土地都只是其众多优势中的一部分。 

  印度尼西亚经济对农业的依赖性较大，2012 年农业产值占 GDP 的比重为 14.4%，有超过

40%的劳动力从事该行业，但是园艺业发展规模较小，从事园艺业的人数仅占农业就业人数的

11%（数据来源于农业部）。从 1995 年到 2009 年期间，尽管新鲜果蔬市场的产值翻了一番，估

计达 100 亿美元（数据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统计局），但是本土园艺业远远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

用。究其原因，影响因素有很多，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当地农民缺乏优质的种子。同时，政府为

支持该产业而传授农民现代种植方法的计划也迟迟未能兑现，虽然做了必要的投资来提高产

量，但大多数独立的农民因缺乏科学的种植方法而无法实现高产。此外，运输和储存也阻碍了

当地农民对其农产品价值的控制，由于使用露天卡车等传统的运输工具，导致大部分产品在到

达目的地时早已腐烂变质。 

  印度尼西亚的新鲜果蔬领域正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为国内外园艺企业提供了与当地农民

合作的重要机会，通过引进经过改良的生产方法并协调规模经济，可以使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

价格更有竞争力。除了冷链储存和运输网络，种子的研究、现代化种植和温室方法等领域都提

供了利润丰厚的商业机会。印度尼西亚投资法允许外资所有权最高可达 95%，因此，对于外国

投资者而言，印度尼西亚园艺业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投资领域。 

3.2 印度尼西亚果蔬生产情况 

  印度尼西亚地跨赤道，四面环海，常年高气温，土地肥沃，非常适合热带水果的种植和生

长，其水果种类在亚洲国家中是最独特且多样化的。当地种植的主要水果种类有榴莲、山竹、

芒果、红毛丹、蛇皮果、木瓜、菠萝、鳄梨等 

  印度尼西亚虽然每年水果产量较高，但出口量较少，出口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于中国大

陆、中国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等地。根据印度尼西亚

水果与蔬菜出口商协会给出的报告，蛇皮果和山竹是印度尼西亚主要的水果输出品种，其他水

果由于缺乏合适的种植和生产技术，产能和出口有限。 

  印度尼西亚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度尼西亚本地水果生产近年来逐渐减少，芒果产量

由 2009 年的 220 万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130 万吨，榴莲由 2009 年的约 80 万吨下降到 2010 年的

49 万吨。此外，目前由于缺乏良好的技术以保障成熟水果运达目的地市场，很多水果生产后并

没有合理销售，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将影响到今后印度尼西亚水果产业的发展。 

  印度尼西亚的蔬菜种类并不多，主要包括生菜、番茄、红葱、白蒜、木耳、草菇、兰豆、

甜豆、辣椒、木薯、红薯等。印度尼西亚气候变化不大，使得其菜价因受季节因素影响较小而

变化不大，但总体价格并不便宜。此外，印度尼西亚蔬菜市场广阔，进口量略高于出口量，主

要进口蔬菜包括番茄、红葱、白蒜、辣椒和马铃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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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印度尼西亚果蔬消费状况 

3.3.1 果蔬消费状况 

  新鲜果蔬一直是印度尼西亚当地居民饮食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印度尼西亚消

费者都是从传统零售店和市场上购买本土种植的农产品。 

  1994 年，印度尼西亚消费者在新鲜园艺产品上的支出是水稻的 50%，自此之后这个比例就

一直在增长，2004 年达到 75%，2007 年城市居民在新鲜园艺产品上的支出追平水稻（数据来源

于世界银行《印度尼西亚园艺生产者与超市发展报告》）。然而，受人均消费水平的制约，特

别是受印度尼西亚贫困人口比例较大的拖累，印度尼西亚新鲜果蔬的每年人均消费量仅 40 千

克，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所设定的推荐水平 70 千克（数据来源于印度尼西亚统计局的

调查）。 

3.3.2 果蔬市场前景 

  据世界银行估计，到 2015 年，印度尼西亚中上阶层的人口将暴增至 30，000，000，并且

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新鲜果蔬对人体健康的益处并将其作为每日固定的饮食来均衡膳食，因

此消费能力的增强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将推动果蔬消费的新趋势。此外，供应链的改善以及城市

地区的超市等现代零售设施的建立给人们购物带来的便捷也加快了这一趋势的发展，新鲜的农

产品能够得到妥善的储存，从而使那些人们在以往吃不到的果蔬品种能够走入千家万户。因

此，对于国内外生产商，这个市场的前景是非常广阔的，但是该国对于进口的依赖突显了国内

园艺业竞争力的下滑以及政府采取的更多保护主义和限制性贸易政策的举动。 

  对于外国出口商而言，尽管印度尼西亚对果蔬进口的限制越来越难以把控，但该国的果蔬

市场前景广阔，对水果的进口将继续有增无减，留有充足的增长空间，特别是中上收入人群对

其产品仍将有较大需求。出口商应当对业务发展方向进行战略性定位，提供温带水果品种等本

土无法种植的产品，比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热带气候无法种植的樱桃、桃子和李子等核果以及各

种浆果，而不是直接与本土生产商打价格战。 

3.4 印度尼西亚果蔬进口概况 

  印度尼西亚进口新鲜果蔬占新鲜农产品销售额的比例正在不断增加。2006 年，园艺进口总

额为 6 亿美元，2011 年已增长到 17 亿美元（数据来源于贸易部）。 

  在进口水果方面，构成进口鲜果约 45%的水果主要有苹果（1.53 亿美元）、橙（1.5 亿美

元）、葡萄（0.99 亿美元）和榴莲（0.74 亿美元）。中国是印度尼西亚进口水果的主要来源

国，比例占到 55%，其次是泰国 28%、美国 10%、智利 4%和澳大利亚 3%。在进口蔬菜方面，

2011 年，印度尼西亚对新鲜蔬菜的进口增长了 29%，白洋葱占很大比例（2.42 亿美元），其次

是红洋葱（0.74 亿美元）。中国同样是印度尼西亚进口蔬菜的主要来源国，占进口总额的

67%，泰国和缅甸各占 10%，印度占 8%。 

  印度尼西亚的进口果蔬在当地果蔬销售市场上的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政府补

贴，进口商品的价格往往比印度尼西亚本土生产的商品低廉；二是进口蔬果，尤其是自中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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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进口的农产品，除了价格有竞争力以外也具有上乘的品质和口感，这也是消费者偏好进口

水果的原因之一。 

3.5 印度尼西亚当地水果蔬菜市场存在的风险因素 

3.5.1 运输和分销困难，物流成本高 

  对于印度尼西亚所有与消费品相关的行业，商品的运输和分销都是一个难题，鉴于为确保

水果的新鲜交付而产生的时间压力，对于新鲜果蔬生产商而言这个问题更加关键。 

  对于农业从业者而言，印度尼西亚薄弱的基础设施和较高的物流成本一直存在，随着印度

尼西亚政府宣布自 2012 年 6 月起全国 8 个主要海港中将有 4 个停止向园艺产品开放，问题的严

重性进一步加剧。此前，90%的进口园艺商品都在雅加达主要港口丹戎不碌（Tanjung Priok）

进行处理，而现在这些商品只能通过苏加诺哈达机场（Soekarno Hatta Airport）、泗水的丹

绒北腊港（Tanjung Perak Port）、孟家锡的苏加诺哈达港（Soekarno Hatta Port）和棉兰的

巴拉望港（Belawan Port），这将大幅增加运输成本。印度尼西亚政府是以缺乏检测和检疫实

验室等设施为由决定关闭这些港口的，其行动已引起加拿大、美国、新西兰和欧盟国家共计 12

个园艺出口国家的抗议，于 2012 年 5 月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该问题，表示印度

尼西亚有关植物检疫要求的主张缺乏科学依据并反对该国将此作为关闭港口的原因。投诉过

后，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三国已要求签订一份前提条件为印度尼西亚园艺商品可得到互惠

待遇的《相互承认协议》，使三国能够继续通过丹戎不碌港出口果蔬。 

3.5.2 印度尼西亚政府出台新规，加强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 

  印度尼西亚政府此前根据农业部第 15/2012 号条例和第 16/2012 号条例（分别是关于“进

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境内的进口新鲜水果及/或果蔬及新鲜鳞茎植物的技术要求和植物检疫措

施”的第 89/2011 号条例和第 90/2011 号条例的修正案）出台了新的进口水果质量标准。在这

两个修订案颁布之前，根据贸易部长吉达•维亚万（Gita Wirjawan）发表的一份声明，在之前

的 18 个月中共报告了 19 起在进口水果中发现含有少量甲醛的事件。 

  为避免垄断行为的发生并为本土代理商提供机会，2012 年 5 月，印度尼西亚贸易部以第

30/2012 号条例的形式对园艺进口出台了新的限制规定，即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取得由农业部

批准的特殊进口许可证，该规定自 2012 年 9 月 29 日起生效。许可证的得到取决于进口商的技

术实力，包括是否拥有冷藏运输设施和是否与多个分销商有联系。 

  由于作为该国主要经济枢纽和贸易门户的爪哇和雅加达地区基础设施的不足，政府在加强

对农产品进口的控制方面所做的努力让进口商和本土分销商的发展步履维艰。这些措施的意图

显而易见：印度尼西亚本土生产的产品在其国内市场必须具有竞争力，以避免在消费者需求，

尤其是中低收入人群需求激增的情势下失掉市场。对于水果出口商而言，中上收入人群对其产

品仍将有较大需求，为了有效地对产品销售进行差异化定位，本土生产商的积极参与也将营造

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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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果蔬出口情况 

4.1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商品出口概况 

  2012 年，中国出口到印度尼西亚的第一大商品类别为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进口额为 71.2 亿美元，同比增加 17.4%，占比 24.2%。此外，2012 年中国食用水果及坚果、甜

瓜等水果的果皮及食用蔬菜、根及块茎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额分别为 4.1 亿美元、3.1 亿美

元，同比下降 0.5%、10.8%，占比 1.4%和 1.0%，在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所有商品类别中分列

第 14 位和第 20 位。 

  

表格 5 2012 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大宗商品出口构成表 

金额单位：百万美元 

出口

排名 

HS 编码

（章） 
商品类别 2012 年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1 84 核反应堆、锅炉、机械器具及零件 7,121 6,065 17.4 24.2 

2 85 电机、电气、音像设备及其零附件 6,526 5,814 12.3 22.2 

3 72 钢铁 1,306 990 31.9 4.4 

4 73 钢铁制品 1,278 890 43.7 4.4 

  29 有机化学品 1,030 887 16.2 3.5 

  39 塑料及其制品 834 693 20.3 2.8 

  87 车辆及其零附件，但铁道车辆除外 654 543 20.4 2.2 

  31 肥料 598 394 51.6 2 

  28 无机化学品；贵金属等的化合物 575 519 10.7 2 

  52 棉花 550 652 -15.7 1.9 

  54 化学纤维长丝 472 421 12.2 1.6 

  27 
矿物燃料、矿物油及其产品；沥青

等 
453 772 -41.2 1.5 

  55 化学纤维短纤 436 370 17.9 1.5 

  8 
食用水果及坚果；甜瓜等水果的果

皮 
410 412 -0.5 1.4 

  89 船舶及浮动结构体 376 428 -12.1 1.3 

  32 
鞣料；着色料；涂料；油灰；墨水

等 
357 321 11.1 1.2 

  90 光学、照相、医疗等设备及零附件 347 320 8.6 1.2 

  76 铝及其制品 346 439 -21.2 1.2 

  94 家具；寝具等；灯具；活动房 318 261 22 1.1 

  7 食用蔬菜、根及块茎 306 343 -10.8 1 

  38 杂项化学产品 291 280 3.9 1 

  69 陶瓷产品 290 167 74.2 1 

  60 针织物及钩编织物 290 279 3.9 1 

  24 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 280 246 13.6 1 

  83 贱金属杂项制品 240 222 8.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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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橡胶及其制品 239 202 18.2 0.8 

  64 鞋靴、护腿和类似品及其零件 202 175 15.1 0.7 

  48 纸及纸板；纸浆、纸或纸板制品 199 210 -5.2 0.7 

  59 
浸、包或层压织物；工业用纺织制

品 
191 150 27.3 0.7 

  70 玻璃及其制品 170 140 22 0.6 

    以上合计 26,685 23,604 13.1 90.8 

    其他 2702 2608   9.2 

    总值 29,387 26,212 12.1 100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别贸易报告 

  

图表 1 2002-2012 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商品出口额统计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4.2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果蔬出口概况 

  在水果出口方面，印度尼西亚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在东盟国家的第一大水果出口市场，中国

对印度尼西亚水果出口额占到中国对东盟水果出口总额的 20%以上。根据印度尼西亚统计数

据，2011 年，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果蔬产品约 6 亿美元，占印度尼西亚果蔬进口总额的

35.3%，是印度尼西亚最大蔬果进口国。2010 年 1 月 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全面建

成进一步的推动了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水果贸易。2011 年，印度尼西亚市场 55%的进口水果来

自中国，其后分别是泰国（28%），美国（10%），智利（4%）和澳大利亚（3%）。2012 年，印

度尼西亚分别从中国进口柑橘和苹果 19.8 万吨和 12.9万吨，分别占印度尼西亚柑橘和苹果进

口总额的 90%和 70%。由于中国水果价格低廉，供应稳定，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水果逐年增

加。 

  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双边水果贸易中，中国出口份额超过贸易总额的 90%，占绝对比

重。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水果出口集中在鲜或干的柑桔属水果和鲜的苹果、梨上，这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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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果占对印度尼西亚水果出口总额的 90%以上。这两类水果均属印度尼西亚本地不产的水果，

体现两国贸易互补性强、产品竞争力较高。 

  在蔬菜出口方面，在国际市场中，中国蔬菜主要出口至日本、美国、韩国、马来西亚和印

度尼西亚等国家，印度尼西亚市场在中国蔬菜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市场地位愈发重

要。2011 年，印度尼西亚进口蔬菜有 67%来自中国，其后分别为泰国（10%）、缅甸（10%）、

印度（8%）和越南（5%）。 

  中国蔬菜出口贸易主要集中于几个传统的优势蔬菜大类之中，如洋葱、大蒜等葱属蔬菜

类，胡萝卜、萝卜等食用根茎类，以及冷冻蔬菜、干制蔬菜等品种。由于印度尼西亚当地的饮

食习惯，中国出口贸易的优势蔬菜品种在当地接受度较高，大蒜、洋葱、胡萝卜等蔬菜在印度

尼西亚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蒜生产和出口国。中国大蒜种植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 30 余年的发

展，已具相当规模。大蒜产业在增加产品供给、提高产值贡献、吸纳农村劳动力、增加外汇收

入和农民收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大蒜市场已基本饱和，依靠提高人均消费来扩大

国内大蒜需求量的空间非常有限。因此，发展外向型大蒜产业，推动大蒜产品对外贸易在当前

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加入 WTO 后，大蒜出口面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大降低，随着国际货运和物流业的

快速发展以及大蒜产后加工和保鲜技术的提升，大蒜贸易具备了更好的基础和条件。大蒜是劳

动密集型产品，中国在大蒜生产上具有明显的资源和价格优势。近年来，中国大蒜出口规模稳

中有升，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2006 年出口数量和金额分别为 134.6 万吨和 10.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6.91%和 46.24%，大蒜出口首次超过玉米，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单项农产品。目前国

际市场上三分之二的大蒜产品是中国生产的。而世界上其它的大蒜出口国的市场份额则呈现出

递减趋势，中国与世界上第二大蒜出口国西班牙的国际市场份额差距越来越大。 

4.3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主要果蔬产品出口介绍 

4.3.1 大蒜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原因，印度尼西亚人历来就有着食用大蒜的习惯。印度尼西亚本地

也有大蒜种植，但受气候、光照等条件的影响，产量小，品质比较差，95%以上的数量需要进

口，而且几乎全部从中国进口。印度尼西亚是中国大蒜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量远远大于其它

国家和地区。2012 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保鲜大蒜及制品总量约 40.20 万吨，出口金额

3.36 亿美元，占印尼大蒜进口的 90%以上。其中，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保鲜和冷藏大蒜

39.99 万吨，出口金额 3.32 亿美元，占中国对全球出口保鲜和冷藏大蒜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两项数据均远远超过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出口。 

  根据 2009-2012 年海关出口数据显示，近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大蒜主要为保鲜大蒜

和干燥大蒜两种。从金额占比来看，保鲜大蒜占比远远超过干燥大蒜，超过 95%的对印尼出口

金额由保鲜大蒜贡献，而干燥大蒜贡献的出口额仅有不到 5%。 

  下图显示了 2009 年至 2012 年的中国鲜大蒜对印度尼西亚出口额变动情况，以及 2010 年至

2012 年出口额同比增长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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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 2009-2012 年中国鲜大蒜对印尼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总体趋势上看，2009 年至 2011 年上半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保鲜大蒜的金额呈现

稳步增长的态势，2010 年 7月单月出口额最高，将近 7800 万美元。2011 年 6 月之后对印度尼

西亚出口有较大幅度滑坡，2011 年 10 月达近年来最低值，仅 600 万美元。此后出口额有一定

复苏迹象，但整体态势仍未超越近期历史高点。 

  同比增长率数据上，2010 年至 2012 年内数据波动幅度较大，2010 年至 2011年上半年同比

增长率普遍较高，而 2011年 7 月至 2012 年 7 月间同比增长率滑坡幅度较大，2012 年 8 月起又

有回升的态势，这一态势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基本面因素的好转，也有可能是

由于 2011 年相关时段出口量较小，基数较小而致，尚需继续观察。 

  从周期角度观察，2009 年、2010 年以及 2012 年出口金额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季节/月份因

素影响，普遍表现为自上一年 11 月起至次年 5 月左右，出口金额同比波动幅度较小，而 6 月至

当年 10 月期间通常可见出口金额的大幅度增长。在我们收集到的近 4 年的数据中，2011 年度

的相关数据与这一模式有一定不同，2011 年上半年较为稳定，但当年 7 至 10 月出口金额下滑

明显。这一金额的下降可能体现出印度尼西亚对大蒜需求出现了一定波动，也可能与国内大蒜

出口增多，竞争导致价格下调有一定关联。从实际出口金额上看，印度尼西亚 2012 年 4 月开始

对大蒜等蔬果产品实行的限制性进口政策实际对出口的影响目前并不明显，但时滞等因素可能

存在，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进行研究。 

  

图表 3 2009-2012 年中国鲜大蒜对印尼出口额前 5 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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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印度尼西亚市场上的中国保鲜大蒜一般以山东大蒜、河南蒜、苍山蒜和江苏白蒜等品种为

主，从我们收集到的分地区出口数据来看，2009 年至 2012 年的出口前列地区也确实反应了这

一趋势：山东省和江苏省位居出口前两位的地位较为稳固，与其他省份的差距明显；福建省

（不含厦门）、厦门和深圳等地区也凭借着地理因素等优势，在对印度尼西亚大蒜出口中占据

了比较稳固的市场份额。2009 年到 2011 年间，各地区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大蒜的金额都呈现稳

步增长的态势，由于 2012年开始印度尼西亚对来自中国等国的大蒜进口实施了一定的限制性措

施，各地区的出口预计将较 2011 年有一定下滑。 

  

图表 4 2009-2012 年中国干大蒜对印尼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上图反映了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干大蒜出口额变动情况，以及 2010 年至 2012年干大蒜出

口额同比增长的态势。 

  从总体趋势上看，2009 年以来至今，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干燥大蒜的金额总体呈现增长

的态势，每月波动则较为明显，2011 年 1 月单月出口额最高，将近 60 万美元。随后每月波动

较为明显，数据整体分布较为稳定，2011 至 2012 年出口整体水平均超过 2009 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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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比增长率数据上，2010 年 1 月至 2011 年 4 月出口同比增长幅度较大，均接近或超过

50%；2011 年 5 月之后出口同比增长存在一定波动，2011 年下半年同比增长率基本处于负增长

状态，2012 年相对于 2011年下半年较低的基数，有所回升。 

  从周期角度观察，2009 年、2010 年、2011 年和 2012 年出口金额都体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季

节/月份因素影响，普遍表现每年年初是一个出口高峰期，年中出口金额有所回调，而年末则是

另一个出口高峰时段。通常情况下，每年年末的出口高峰期出口金额均高于年初的出口水平，

2011 年则略有不同，可能体现出印度尼西亚对大蒜需求出现了一定波动，也可能与国内大蒜出

口增多，竞争导致价格下调有一定关联。从实际出口金额上看，印度尼西亚 2012年 4 月开始对

大蒜等蔬果产品实行的限制性进口政策实际对出口的影响目前并不明显，但时滞等因素可能存

在，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进行研究。 

  

图表 5 2009-2012 年中国干大蒜对印尼出口额前 5 名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印度尼西亚市场上的中国干燥大蒜以山东、河南及江苏等地区为主要出口地，在统计数据

上我们也比较清楚的了解了这一情况，山东省在干燥大蒜对印度尼西亚出口量方面明显领先其

他省市，2010-2012 年干燥大蒜对印度尼西亚年出口量均在 2400 吨以上，其次是河南省，近三

年干燥大蒜对印度尼西亚年出口量均在 700 吨以上。同时各地区对印度尼西亚出口额均逐年稳

步上升。2012 年度虽然受到了印尼当地政策的负面影响，但整体出口水平仍将处于超越历史平

均的高位水平。 

4.3.2 苹果 

  苹果是世界四大水果之一，总产量仅次于柑橘类、香蕉和葡萄，在果品市场上占有极其重

要的地位。中国不仅苹果产量和种植面积分别占世界的 35%和 40%，而且鲜食苹果出口数量和浓

缩苹果汁出口数量也已跃居世界第一位。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产品，中国

快速增长的苹果产量及出口量正逐步影响世界苹果产业格局。据统计，2010 年度，世界苹果出

口总量大约为 480 万吨，苹果出口量超过 10 万吨的国家和地区顺次为中国、欧盟 27 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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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智利、南非、新西兰、阿根廷和巴西，其出口量合计约占世界苹果出口总量的 90.86%，其

中中国出口量大约占 23.41%。 

  目前中国鲜苹果出口国家和地区已由过去的 10 个发展到 90 多个，主要集中在俄罗斯、东

南亚和中国香港。从下表可以看出，俄罗斯、印度尼西亚、越南是近几年中国鲜苹果出口数量

前 3 位的国家，印度尼西亚虽然是中国第二大鲜苹果进口国，但是进口额在 2010 年以 1.32 

亿美元超过俄罗斯位列第一，并且近几年，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鲜苹果需求量一直呈上升趋

势。从中国出口鲜苹果总量前 10 位的国家来看，越南、泰国、孟加拉国、阿联酋、哈萨克斯

坦等国家对中国鲜苹果进口量近年来有所上升， 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有所下降。由此可以看

出， 中国鲜苹果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苹果产量较低的周边国家，东盟是中国苹果出口的主要目的

国。 

  

表格 6 2009-2012 年中国鲜苹果出口量前 10 位国家 

 

  根据我们所收集到的近年内海关数据，2009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苹果出口

主要以鲜苹果为主，占据主导地位。 

  海关数据显示，2009 年至 2012 年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苹果出口主要以鲜苹果为主，占

据主导地位。图表 7 反映了 2009 年至 2012 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鲜苹果出口额，及 2010 年至

2012 年的对印度尼西亚鲜苹果出口同比增长率。 

  

图表 6 2009-2012 年中国鲜苹果对印尼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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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整体趋势来看，中国对印度尼西亚鲜苹果出口自 2009 年以来保持了持续增长的态势，出

口额连创新高，近期内最高月出口额为 2012 年 7 月，约为 1978 万美元。每月出口数据的波动

情况较大，整体上逐年攀升。 

  从周期规律上判断，每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鲜苹果呈现两个高峰：每年冬季（1-2

月）出口额较小，之后逐渐回升，在春季（3-5 月）期间达到第一个高峰；此后有所回落，在

9-11 月中达到第二个高峰期。这一高峰期有可能与中国苹果生产的周期相关，由于印度尼西亚

国本身不是苹果生产地，因此需求较为持续稳定，出口额受供给面影响可能性大。从出口金额

数据上看，印度尼西亚自 2012 年起对来自中国等国的果蔬进口采取的限制性政策在鲜苹果上并

没有较明显影响，这也进一步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即鲜苹果出口波动主要来自中国国内因素。 

  从同比增长数据上来看，2010 年较 2009 年全年有大幅度的增长，同比增长率多次突破

200%，而 2011 年同比增长率由于 2010 年的基数增长较大，同比有所回落，一些时点呈现负增

长状态。2012 年基本延续了 2011 年的状态，表明市场需求较稳定，增长幅度受限。2012 年 10

月同比增长率有大幅度增长，这一趋势能否持续需要进一步的数据进行研究。 

  

图表 7 2009-2012 年中国鲜苹果对印尼出口额前 5 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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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山东省是中国苹果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苹果出口的大省，在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对印度尼西亚的出口中，山东省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在每年鲜苹果出口额中均排名各地区第

一位，并且领先优势巨大。2012 年，山东省对印度尼西亚鲜苹果出口量仍排名第一，辽宁、陕

西、深圳、厦门等省市也在苹果出口中占有一席之地。 

4.3.3 柑橘 

  中国是柑橘的原产地和生产大国，种植面积居世界首位，2006 年中国柑橘种植面积达

1841.5 万平方公里，居世界第一位；产量达 1789.83 万吨，仅次于巴西，居世界第二位。随着

国家规划和政策扶持的不断增强，中国柑橘栽培面积与产量不断提升，加工能力和产品线日益

丰富。 

  中国柑橘果实大部分用于鲜食，鲜果出口量不断增加，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并

且始终保持净出口国的地位。从出口国别来看，主要出口至全球 27 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量排名

前列的分别是越南、马来西亚、中国香港、俄罗斯联邦和印度尼西亚，其中对越南的出口量约

占总出口量的 26.4%。中国柑橘目前由于各种贸易壁垒的限制，向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出口的数量和金额较少，主要出口东南亚和东亚市场。 

  2012 年 1～4 月，印度尼西亚进口水果 29．2 万吨，进口额 2．9 亿美元。进口最多的品种

为柑橘，进口量 14．6 万吨，进口额 1139 亿美元，其次分别为苹果、梨和葡萄。据统计，今年

一季度印度尼西亚从中国进口的水果总值达 1．4 亿美元，占同期进口水果总值 50%以上，较去

年同期的 1.1 亿美元增长 20%，其中柑橘产品的贡献相当可观，中国柑橘所占份额已由本世纪

初的 30％上升到目前的 80％以上。在印度尼西亚进口柑橘中，中国宽皮柑橘占有绝对的市场优

势，所占市场份额达 95％左右；在印度尼西亚进口甜橙数量逐年减少的同时，中国甜橙所占市

场份额在波动中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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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至 2012 年期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柑橘类产品主要可分为橙、鲜或干蕉柑

以及其他鲜或干的柑桔及杂交柑桔三大子品种，出口额上以柑桔及杂交柑桔类最多，橙类排名

其次。 

  

图表 8 2009-2012 年中国橙对印尼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橙的金额较为平均稳定，

2010 年末至 2011 年初为近期内高峰，2011 年末至 2012 年初出口额也较高，但较上年同期有所

回落。近年内单月出口额最高值出现在 2010 年 11 月，约为 157 万美元。 

  从周期规律上看，中国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橙的金额呈现明显的年度

周期趋势，每年年末（11 月起）至次年年初（2-3 月）整体上为出口金额高峰期，夏季有所回

落，通常在 6、7 月间达到每年出口额最低点。2011 年末至 2012 年初的最新周期与以往的周期

相比略有不同，延续时间较长。橙出口周期性变化的因素可能与苹果类产品类似，即由中国本

土供给情况所致，而非印尼方面需求出现较大波动。2012 年 4 月起印尼当地实行的限制性措施

在数据上也未对橙类产品出口金额造成较大影响。 

  与大蒜和苹果等农产品相比，中国各地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橙的金额较为平均，深圳、广东

（不含深圳）及厦门等地区既是橙的主产区，也凭借地理运输优势，在橙的出口上占据重要地

位。深圳市在橙这一产品的出口额上长期位居第一位，2012 年这一态势保持了延续。 

  

图表 9 2009-2012 年中国橙对印尼出口额前 5 位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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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其他柑桔类产品的金额也

较为平均稳定，2010 年末至 2011 年初为近期内高峰，2011 年末至 2012 年初出口额也较高，但

较上年同期有所回落。近年内单月出口额最高值出现在 2010 年 12 月，约为 3048 万美元，这一

数字较橙相比优势明显，也反应出了中国柑橘类产品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产品结构。 

  

图表 10 2009-2012 年中国其他柑桔对印尼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周期规律上看，中国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对印度尼西亚出口其他柑桔类产品的金额呈

现明显的年度周期趋势，每年年末（11 月起）至次年年初（2-3 月）整体上为出口金额高峰

期，夏季有所回落，通常在 6、7 月间达到每年出口额最低点。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每年出口高

峰时段有两个高点存在，一高点通常位于 11 月至 12 月，另一高点位于 2 月至 3 月，这可能是

由于细分产品的成熟期和采摘期不同，在市场供应上体现出的差异。柑桔类产品出口周期性变

化的因素应与苹果类产品类似，即由中国本土供给情况所致，而非印尼方面需求出现较大波

动。2012 年 4 月起印尼当地实行的限制性措施在数据上也未对柑桔类产品出口金额造成较大影

响。 

  从出口地区分析，厦门市在其他柑桔类产品的出口上占据重要地位，福建省其他地区出口

额也相当可观，这与当地是中国重要的柑桔产地有重要关联。厦门市近年内的出口额较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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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有一定回调，但整体出口水平仍将处于较高位置，山东省 2012 年柑桔出口额增长明

显。 

  

图表 11 2009-2012 年中国其他柑桔对印尼出口额前 5 位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4.3.4 洋葱 

  洋葱是我国的主要出口蔬菜品种之一，主要出口品种有保鲜洋葱、速冻洋葱、脱水洋葱

等。我国洋葱主要出口日本、韩国、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日本和俄罗斯是中

国洋葱的进口大国，每年几乎 20%的洋葱均从中国进口。 

  印度尼西亚是洋葱消费大国，根据印度尼西亚农业部有关统计，印度尼西亚每年消耗 106

万吨洋葱，其中 88.6 万吨用于家庭消费。印度尼西亚洋葱生产基地遍布全国，其中 80%以上的

洋葱产自爪哇岛。近年来印度尼西亚进口洋葱增长迅速，2011 年共进口 7.3 万吨，比 2010 年

翻了一番。鲜或冷藏的洋葱在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果蔬贸易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图表 12 2009-2012 年中国洋葱对印尼出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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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整体趋势上看，中国在 2009 至 2012 年期间对印度尼西亚出口洋葱类产品的金额整体水

平并不高，2010 年 10 月出现过一次高峰，约为 136 万美元，为近期历史高点。2011 年 9 月也

出现过一次比较大的高峰，超过 100 万美元，其余时间段洋葱出口整体处于相对较低且稳定的

状态，偶有起伏。作为印度尼西亚国民重要的蔬菜之一，中国洋葱在印尼出口或受到 2012 年 4

月开始的限制性政策影响程度较大。从周期规律上看，对印尼洋葱出口的时段规律并不明显。 

  在同比增长数据上，值得注意的是 2012 年 7 月之后，中国对印尼出口洋葱的同比增长率连

续 4 个月为负增长状态，这一现象较为反常，可能与印尼当地对中国洋葱采取限制性举措有

关。 

  山东省作为我国重要的洋葱产地，在对印度尼西亚洋葱出口中占据较大比重，连续 4 年排

名榜首，领先其他地区优势明显，2009 年至 2011 年出口额连创新高。但 2012 年其出口额降幅

将较为明显，不及 2010 年水平。在供给方面未出现较大波动的前提下，这一现象也体现出印尼

方面限制措施对中国洋葱出口的影响。 

  

图表 13 2009-2012 年中国洋葱对印尼出口额前 5 位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4.3.5 胡萝卜 

  胡萝卜是中国蔬菜出口的优势品种，随着出口量的增加，逐步发展成了厦门翔安、山东寿

光、莱西、河北围场、内蒙集宁乌素图四大胡萝卜出口加工基地，因各地的气候种植条件不

一，加之胡萝卜的耐储存性，一年四季都有胡萝卜出口。2005 年中国胡萝卜种植面积约占全世

界种植面积的 42%，已成为世界胡萝卜第一生产国和主要出口国，主要用作鲜冷冻蔬菜产品出

口，2005 年出口量达 39 万吨，金额达 1.04 亿美元。 

  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胡萝卜类产品在海关统计中归类为鲜胡萝卜及萝卜类。 

  

图表 14 2009-2012 年中国鲜胡萝卜及萝卜对印尼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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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从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出口数据整体趋势上看，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鲜胡萝卜及萝卜出口

额持续攀升，屡创新高，统计时段内的历史最高时点为 2012 年 2 月，约为 367 万美元。出口额

不断增长的态势在 2012 年 4 月以后有所回落，随后有一定反弹，目前整体仍处在历史较高水

平，体现出印度尼西亚当地对中国等国果蔬进口的限制措施可能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度对胡

萝卜类产品的影响程度可能并不十分严重，复苏势头有待进一步观察。 

  周期观察上，每个年初中国对印尼的胡萝卜出口较高，而 5 月则是另一个较值得关注的时

间点，出口额也处于较高水平。 

  从同比增长数据上来看，2012 年 4 月之前中国对印尼的出口同比增长持续为正值，体现出

良好的增长态势。2012 年 4月中国对印尼的出口同比增长转负，也表明 4 月以后印尼当地的限

制政策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之后波动明显。随着 2012年 9 月、10 月的出口同比增长重新转为

正值，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胡萝卜出口再回高位。 

  

图表 15 2009-2012 年中国鲜胡萝卜及萝卜对印尼出口额前 5 名地区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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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地区来看，山东省依然占据了胡萝卜出口的重要地位，连续排名榜首，并且出口额持续

攀升，2012 年前 10 个月的出口水平就已远远高出 2011 年全年的水平。厦门、福建省其他地区

也在胡萝卜出口中占据一定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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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果蔬出口限制分析 

5.1 近期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果蔬出口限制的因素 

5.1.1 港口限制措施 

  2011 年 12 月，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先后出台第 88、89、90 号部长条例，分别规定印度尼西

亚进口新鲜水果、蔬菜和果树苗需经严格的质检程序、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家标准，并只允许通

过指定口岸进入印度尼西亚。条例出台后，引起了进口商和主要果蔬出口国的抗议，原定今年

3 月实施的条例一直未能施行。期间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对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定于今年 6 月 19

日正式实施。 

  2011 年印度尼西亚农业部第 90 号部长条例规定新鲜水果、蔬菜和果树苗只允许通过泗水

的 Tanjung Perak 海港、棉兰的 Belawan 海港、望加锡海港和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 4 个口岸

进入印度尼西亚。修订后的条例，在原来规定的 4 个允许进入口岸基础上，增加了巴丹、民丹

和卡里汶 3 个自由港。 

  此外，对新鲜果蔬进入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进行了分类：一是新鲜水果类中，除鳄梨、葡

萄等 26 种水果必须从上述 7 个口岸进口外，黑莓、蓝莓等 18 种水果可以从任一口岸进口；二

是新鲜蔬菜类中，除红辣椒、西红柿等水果类蔬菜和青葱、洋葱等球茎类蔬菜必须从上述 7 个

口岸进口外，芦笋、菠菜等其他蔬菜可以从任一口岸进口；三是大米、水稻等谷类作物可以从

任一口岸进口；四是杏仁、榛子等坚果类食品可以从任一口岸进口；五是大型农作物中，除新

鲜橄榄必须从上述 7 个口岸进口外，可可豆、咖啡豆等其他作物可以从任一口岸进口。 

  根据印度尼西亚农业部 2012 年第 42 号关于新鲜蔬果及植物的检验检疫办法的部长条例，

自 6 月 19 日起，禁止新鲜蔬果产品通过雅加达丹戎布碌港进口。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

西兰已通过印度尼西亚食品安全系统认证，其蔬果产品不受禁令约束。为解决这一问题，泰

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也有意向印度尼西亚提出食品安全系统认证申请。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政府颁布 2012 年第 78 号省长条例，规定在东爪哇的蔬果产品收成季

节（收成前 1 个月和收成后 2 个月），禁止相同蔬果产品在当地的丹戎佩拉港（Tanjung 

Perak）进口。该条例旨在规范和保护当地蔬果产品，并已获得印度尼西亚农业部的认可。此

前，印度尼西亚农业部颁布 2009 年第 90 号部长条例，规定主要新鲜蔬果进口将只能通过棉兰

的勿拉湾港（Belawan）、泗水丹戎佩拉港（Tanjung Perak）、南苏拉威西望加锡港

（Makassar）和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 4 个口岸以及巴丹（Batam）、民丹（Bintan）和卡里汶

（Karimun）3 个自由港进入印度尼西亚。 

5.1.2 技术性贸易壁垒 

  2012 年 5 月 7 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对外公布了农产品进口新条例，贸易部表示，农产品

新的规章条例将确保进口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新条例内容包括如下方面：一是要求包括水果、蔬菜、鳞茎和植物繁殖的原材料等园艺农

产品的进口商需要首先得到印度尼西亚农业部的安全批准才可申请贸易部的安全许可证。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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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和印度尼西亚政府机构等共同负责评估决定果蔬进口资格问题。资格评

判将根据如下标准进行：所有权问题，冷藏设备齐全，具有至少有三家分销商，避免垄断等。

三是要求所有进口的园艺农产品必须得以包装以及用印度尼西亚语贴上标签。四是规定首次从

国外任何市场进口的农产品将需要进行风险分析，经过这道程序后，印度尼西亚新鲜农产品检

疫机关以及加工产品的食品和药物监控办事处将对其签发推荐信。 

  据我驻印度尼西亚使馆商务处函告，印度尼西亚贸易部 2012 年第 60 号部长条例已于 2012

年 9 月 28 日正式实施，该条例对 13 类共 57 个税号的果蔬产品进口做出了新的规定。涉及的商

品涵盖：土豆、洋葱、大蒜、西兰花、卷心菜、胡萝卜、红辣椒、香蕉、芒果、葡萄、西瓜、

苹果、桂圆、荔枝等。条例规定，印度尼西亚进口商必须具备一定的冷藏和运输条件，在得到

农业部的推荐，经贸易部的认可后才能获得从事进口业务的资质，之后还必须向贸易部申请进

口许可证。进口商在进口时必须满足包装、标签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此外，进口条例涉及的

果蔬产品需在原产国的装运港口由贸易部指定的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5日，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共接到 125 家公司的申请，其中 89 家公司获

得资质，30 家公司申请被驳回，6 家公司正在审查过程中。 

5.2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果蔬出口限制的原因分析 

  印度尼西亚农业部出台各项检验检疫、国家标准和指定口岸等方面限制进口蔬菜和水果的

措施。印度尼西亚贸易部外贸司司长德蒂•萨雷称，上述措施旨在确保进口蔬果的安全。但实际

上，结合印度尼西亚目前的生活水平，一味的提高进口标准，提高进口果蔬价格，并不能完全

符合印度尼西亚国内的市场需求，甚至有可能加重印度尼西亚消费者的负担，降低其生活水

平。可见，印度尼西亚相关新政实质上是偏重于贸易保护主义，是当地政府保护农业政策的一

贯态度的延续，而并非是为了单纯提高进口食品品质和标准的目的。 

  本次印度尼西亚出台相关政策，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等国家出产的

热带水果，如广西、云南等地，这些地区的水果出口对印度尼西亚本国技术和生产效率较低，

运输能力较差，竞争力不强的相关产业是一种威胁，同时东盟—澳大利亚—新西兰自由贸易区

的建立也在印度尼西亚国内引起了普遍担忧，希望政府能够采取措施提高本国产品竞争力，避

免澳新质优价廉的产品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此次新限制措施的制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印度

尼西亚政府对相关产业的回应性举措。 

  事实上，印度尼西亚采取的限制措施已经产生了部分效果，导致进口蔬果的价格上升：受

印度尼西亚政府限制蔬果进口，尤其是限制蔬果产品从雅加达丹戎布禄港（Tanjung Priok）进

口政策影响，近期印度尼西亚主要进口蔬果价格急剧上涨。在蔬果零售市场，桔子价格从 1.27

美元/公斤上涨至 2.65 美元/公斤，涨幅为 109%；胡萝卜从 1.06 美元/公斤上涨至 2.33 美元/

公斤，涨幅为 120%；葡萄价格从原来 3.18 美元/公斤上涨至 5.3 美元/公斤，涨幅为 66.7%；大

蒜价格从 1.06 美元/公斤上涨至 1.46 美元/公斤，涨幅为 40%。据市场人士分析，受上述政策

影响，今年印度尼西亚蔬果价格还将继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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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印度尼西亚对中国果蔬出口限制的影响分析 

5.3.1 整体影响 

  据印度尼西亚统计，2011 年中国出口印度尼西亚的蔬菜和水果总额达 6 亿美元，是印度尼

西亚最大蔬果进口国，分别占印度尼西亚蔬菜、水果进口总量的 67%和 55%。印度尼西亚此次出

台对果蔬进口的限制措施，将对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相关产品出口产生较大影响，影响农产品

销售和农民收入，短期内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数量和价格或将出现一定幅度的波动。 

  本次印度尼西亚出台限制措施，对大部分向印度尼西亚出口水果蔬菜的国家都有影响，预

计今后在对印度尼西亚出口这一方面的国际竞争或更加激烈，农民和贸易企业的利润空间恐将

在国际竞争中进一步收窄。2011 年印度尼西亚进口蔬菜的 67%来自中国，其后分别为泰国

（10%）、缅甸（10%）、印度（8%）和越南（5%）。2011 年印度尼西亚市场 55%的进口水果来

自中国，其后分别是泰国（28%）、美国（10%）、智利（4%）和澳大利亚（3%）。 总体而言，

中国在印度尼西亚进口蔬菜和水果的比重占绝对优势地位，其市场份额很难在短期内有大幅度

削减，所需要担忧的也主要是国内农民和贸易企业为争夺出口订单而产生的激烈竞争。但同时

也应认识到，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由于签订了相关协议，受新限制措施的约束程

度较小，可能会蚕食一部分中国原有的市场份额，对中国农民和贸易企业的收入和利润状况造

成压力。 

  目前，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蔬果产品为苹果、柑橘等印度尼西亚本地不出产，有

互补优势的水果产品，以及大蒜、洋葱、胡萝卜等印度尼西亚本地出产但质量和成本不占优

势，中国产品能够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蔬菜产品。 

  印度尼西亚此次的限制措施对于水果产品的主要威胁，应在于其他国家以其质量较高的鲜

果产品和水果制成品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出口，而中国水果原有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因此在印度

尼西亚进口水果市场内部的竞争中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减少的风险。 

  此次限制措施对于蔬菜产品的主要威胁，应在于印度尼西亚本地出产的产品由于限制措施

的原因，可能在成本上接近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对进口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因此降低中国蔬

菜产品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但由于中国目前出口印度尼西亚的水果绝大多数都是印度尼西亚本地不生产的，贸易互补

性很强，因此新政或在短期内令双方贸易出现波动，但长远来看对中国影响有限。 

5.3.2 分产品分析 

  面对印度尼西亚近来的限制性措施，大蒜、苹果、柑橘、洋葱和胡萝卜等中国出口印度尼

西亚的主要果蔬产品由于其基本条件和供应情况的不同，出口情况表现也有一定区别。 

  大蒜方面，从目前的出口数据分析，印尼当地采取的限制措施对大蒜产品的出口波动影响

并不大，但这也与限制性政策推出的时机正值中国大蒜出口的淡季有关。2012 年冬季出口高峰

期大蒜出口额较 2011 年同期水平有一定回落，但整体水平仍将较高，难以认定限制性政策对当

前大蒜出口水平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其效应需进一步观察。从各地区出口情况来看，山东省、

江苏省和河南省等地区是大蒜的主产区和主要出口地， 2012 年各地出口水平虽同比回落，但

整体水平仍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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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方面，由于印度尼西亚本身并不出产苹果，中国苹果向印尼当地出口有着较大的互补

优势，2012 年开始采取的限制性措施在出口金额方面对中国向印尼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数据

上显示的鲜苹果出口波动与中国国内的生产及供给因素关系或较明确。2012 年同 2011 年相

比，需求总额变化不大，可能反应了较为稳定的市场需求，如何进一步拓展印尼市场是中国企

业应在今后考虑的问题之一。从各地区出口情况来看，山东省是苹果的主要出口地，近年内出

口额连创新高。 

  柑橘方面，其规律与苹果较为类似，中国柑橘向印尼当地出口互补优势较明显，出口情况

呈现较强的周期效应，每年年末至次年年初为出口高峰期。从各地区出口情况来看，不同类柑

橘子品种的主要出产地有一定差异，橙类以深圳市等地区为主，其他柑桔类以厦门市等地区为

主，2012 年两地区出口额均有一定回调，但整体来看仍保持较高水平。 

  洋葱方面，从目前的出口数据来看，2012 年 7 月之后的出口金额有一定程度的反规律下

滑，可能与印度尼西亚当地出台的限制性措施有关。受限制措施影响，2012 年 7 月之后出口金

额连续 4 个月同比负增长，预计这一趋势或将在近期持续，相关政府、商会和企业应对此现象

有一定准备和应对措施。山东省作为中国主要的洋葱产地，近期洋葱对印尼出口的不利形势或

对当地企业有较大不利影响。 

  胡萝卜方面， 2009 年至 2012 年的出口数据持续攀升，屡创新高，2012 年 4月以后有所回

落，随后有一定反弹，目前整体仍处在历史较高水平，体现出印尼当地对中国等国果蔬进口的

限制措施可能确实造成了一定影响，但程度对胡萝卜类产品可能并不十分严重，复苏势头有待

进一步观察。山东省在中国对印尼胡萝卜出口中占据重要地位，2012 年出口水平大幅度超过

2011 年同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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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应对印度尼西亚限制措施的政策建议 

6.1 政府层面政策建议 

6.1.1 加大交涉力度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在多边、双边交流等多种场合加大交涉力度，或通过多双边磋商、贸易

政策审议等方式提高谈判力度，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预防和消除贸易壁垒。 

  建议相关质检部门结合印尼新鲜果蔬食品安全监督体系认证情况，与印尼农业和检验检疫

部门进行合作磋商，争取尽快通过印尼食品安全监督体系认证。 

  另外，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联合受新规影响较大的美国、泰国、澳大利亚等果蔬出口国一同

向印尼贸易部、农业部交涉，呼吁取消新规，避免损害果蔬出口国合理利益。 

6.1.2 完善关税协议，提高通关效率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首先完善已有的关税协议，协商提高通关环境效率，降低企业经营和贸

易成本，继而建议政府通过进一步谈判，争取尽快将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列入享有零

关税政策的商品目录中，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高通关环节的透明度和通关效率，保证果蔬产

品等对存储条件和时间要求较高的产品顺利、尽快通关。 

6.1.3 规范农业标准，提高产品质量，熟悉印尼市场准入标准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规范农业标准，提高果蔬产品质量。打破贸易壁垒，根本上要靠提高产

品的质量和竞争力。另外建议政府严格按照国际标准和印度尼西亚当地的市场准入标准，加强

农业标准化体系、检验体系、认证体系、市场准入体系建设，与国际接轨，不断提高中国果蔬

产品的质量。 

  目前，中国果蔬食品相关标准由国家、行业、地方、企业四级构成。标准之间的矛盾突

出，并且实施的食品认证标准并未完全同国际标准接轨，所以建议政府根据需要，加快果蔬标

准，特别是主要果蔬品种的内在品质、加工性能、分等分级、包装新鲜和安全卫生标准的制定

与修订工作，使主要果蔬的标准实现产前、产中、产后以及国家、地方、行业的配套，并基本

达到国外先进水平，从而排除自身质量因素导致的向印尼国家的出口障碍。 

  除此之外，建议对印尼的市场准入标准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包括了解印尼对产品的包装

标签等要求，按照印尼消费者的需求提供符合条件的果蔬产品，并按照印尼市场准入标准，加

强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在加强标准化的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扶持和帮助果蔬产品生产、加

工企业获得印尼市场准入资格。 

6.1.4 加强出口检验工作的力度，完善出口管理机制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出口检验工作的力度，并力争与印度尼西亚等类似国家建立统一的

进出口检验检疫体系。强化出口果蔬的质量检验，从源头把我国果蔬产品质量的控制问题，并

加强监管，从而真正从长远角度促进果蔬的出口。此外，由于中国与印尼之间在进出口检验检

疫方面的标准并不一致，双方在检验检疫时经常出现技术问题，农产品的化学残留问题就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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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极易产生分歧的一个方面，建议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相关部门尽快通过合作磋商建立健全统

一的进出口检验检疫标准体系。 

  同时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完善果蔬的出口管理机制，为向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出口提供便利

条件，建立统一、高效、快捷的果蔬出口机制。长期以来，中国的果蔬生产、加工、销售脱节

问题严重，没有统一高效的果蔬出口机制，果蔬出口效率低下，因此需要完善果蔬出口管理体

制，从根本上提高出口效率。另外，建议政府发挥其信息渠道较广的优势，为企业保驾护航，

提供信息预警，建立贸易政策的风险防范机制，并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和银行信贷等金融手段增

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6.1.5 鼓励、支持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发挥作用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鼓励、支持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发挥作用。行业商会、产业协会组织不

但能够降低果蔬产品生产资料的流通成本，为调整结构、执行国家政策提供组织上的支持，还

能够在果蔬出口贸易中发挥组织协调和争端解决的作用，整顿外贸市场秩序，规范进出口贸易

行为，实现行业自律。 

6.1.6 建立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建立预警机制和防范机制。印尼的技术标准、检验检疫是不断发展更新

的，各级政府应该及时了解印尼技术标准的制定、检验检疫制度制定和实施的相关信息，帮助

果蔬行业或企业建立信息预警机制，并建立快速反应及防范机制，及时发布印尼技术标准的制

定、检验检疫制度制定等预警通知，并在适当的时候运用法律法规手段制定对策。如果建立完

善的预警机制，在 2007 年末印度尼西亚对新鲜球茎蔬菜采取更为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和技术要

求后能够迅速应对，2008 年 4 月底至 6 月的大蒜出口停滞的事件便不容易发生。 

6.1.7 合理进行补贴 

  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合理进行补贴。一是对地区及农民补贴。中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果蔬品种

抗风险基础和能力有别，在与印度尼西亚的贸易过程中于不同的贸易壁垒而受到的影响不一，

少数地区受到打击较大。国家有关部门应加强对不同地区不同品种的监控，通过国家财政拨款

或政策支持，对受到冲击的地区和农民给予财政补贴，或者给予相关部门某些优惠政策补偿，

从而保障农民的利益，同时实现统一调控、调整和优化地区以及品种结构。二是对技术研发进

行补贴，主要对果蔬产品的生产与加工等技术研发进行补贴。一是要对研制与开发高效、低

毒、安全的农药、化肥、饲料等农业投入要素，从源头上解决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性问题的现

代生物技术进行补贴；二是要补贴大力提高果蔬产品加工技术与工艺水平，改善果蔬产品的品

质，增加其附加值的生物技术。 

  目前中国在农业方面实施绿箱政策，根据《农业协议》，绿箱政策包括 11 项措施，即： 

  1、政府一般性服务； 

  包括：①农业科研，②病虫害控制，③培训，④推广咨询服务，⑤检验服务，⑥农产品市

场促销服务，⑦农业基础设施建设，⑧其他一般性服务； 

  2、粮食安全储备补贴； 

  3、粮食援助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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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稳定计划）； 

  5、收入保险计划； 

  6、自然灾害救济补贴； 

  7、农业生产者退休补贴； 

  8、农业资源储备补贴； 

  9、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 

  10、农业环境保护补贴； 

  11、区域援助计划（扶贫支出）。 

  自中国实施绿箱政策以来，近年支出规模呈逐年增长态势，绿箱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近

年来政府一般服务支出特别是其中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以及粮食安全支出、环境项目支出

以及自然灾害支出的增长所致。在绿箱支出总额中占比较大的其他项目包括环保项目的支付、

为了食物安全目的的公共储备支出、自然灾害救济支出、地区援助计划下的支出。 

  目前中国农业面临的国内外市场环境和经济制度环境已经和正在改变， 中国农业逐渐趋向

于成为世界农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转变将导致农业本身的一系列重大的结构调整。为

了使中国农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致被削弱，政府将对农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支

持。中国农业绿箱支持政策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绿箱政策的重要部分将是促进农民增收。 

  由于受宏观经济环境和“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农产品的需求制约问题开始凸现，

农产品总量的扩张已不能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来源，农业增产不增收、或增产与

增收严重不同步的矛盾比较突出。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已成为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最重要目标

之一。在绿箱政策中，计划通过加强科研支持、防治病虫害、推广科技知识和优良品种、改善

农业生产条件等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目的。此外，考虑创建农业收入保障体系，利用政府财政

支持，推动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农业及农民收入保险制度和体系，逐步扩大农业保险范围，增

加保险险种，对农业保险实行财政补贴和减免税政策，并对农业灾害保险立法，以降低农民经

营风险，保障农民最低收入水平。 

  2、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仍将是中国绿箱政策中的最重要一环。 

  基于两个理由，其一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在中国农业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二是由于

体制固化、短期难以改变，原有的支持体系也不会有大的变动。 

  3、环保支付在绿箱政策中的地位将继续加强。 

  中国政府已越来越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重视环保已成全民共识。今后，将结合中国的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启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支持体系建设鼓励农民在资源休耕时发展生态农

业，并给予补贴，对为改善农业生产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补贴，鼓励在耕地附近种树造

林，改善生产条件。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中心，有步骤地退耕还林、还草，加大农村能源和生态

农业示范工程建设的投资力度，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

展。 

  4、结构调整支付在“绿箱”政策中将会有进一步的明确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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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还将注意构建农业结构调整支持体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

求，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调整农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其一，要通过农业

生产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区域间的适度分工与协作，积极发展农业产业化，推进农业的区域

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农产品结构的调整要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主导产品调优并增加

名特优稀产品的比重。在引进和推广优良品种的同时，加强农畜产品的品种改良和品质提高。

注重发挥各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实现农业结构的合理布局。其二，要引导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

结构。建议各级财政设立“结构调整引导示范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扶持农业结构的调整，发

展优质高效的种植业、畜牧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同时，加大信贷支农力度，通过贴息贷款的

办法，支持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构建结构调整的基本框架。 

  5、科研、教育等在绿箱政策中的地位将会有所提高。 

  加入 WTO 后，中国传统的粮棉等农产品由于品质较低，标准化程度差，价格高于国际市

场，从而面临被国外农产品借助技术与资本双重优势挤出市场的挑战；中国果菜花卉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虽然在国际市场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但也存在着技术进步缓慢导致品种单调、加工

粗放、卫生安全等问题，优势正在削弱；中国的食品安全、农产品检疫、农业技术标准化以及

有机食品开发等对国际贸易十分重要的技术研究，均比较薄弱，迫切需要增加科技投入，迅速

提高农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中国资源压力剧增，也加大了农科教创新的需求。 

  6、改革中国农业支持管理体制，建立有力有效的机制保障。 

  在政府管理方面，尽可能由一个部门统一负责对中国农业支持的政策制定、项目规划、资

金使用等，减少绿箱政策的随意性，完善绿箱政策框架，增强有关措施的针对性，增加政策法

规和项目执行的透明度，提高政策效益。另外，还应尽量减少绿箱政策实施的中间环节，使农

业支持能够快速、便捷地落实到生产者，发挥最大的支持效应。在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方面，

也应加强监管，建立清晰、严格的运作机制，杜绝截留、挪用、浪费资金，保证资金的使用方

向和使用效益。 

6.2 行业商、协会层面政策建议 

  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等组织不但能够降低果蔬产品生产资料的流通成本，为调整结

构、执行国家政策提供组织上的支持，还能够在果蔬出口贸易中发挥组织协调和解决争端的作

用，整顿外贸市场秩序，规范进出口贸易行为，实施行业自律。在面临较不利政策的情况下，

商会应进一步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调节中国果蔬出口企业之间及与印度尼西亚中央和地方

政府间的关系，也为企业和国内政府机构的沟通提供顺畅的渠道。 

  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在今后的活动中，需要进一步强化其研究功能、服务功能、沟通

渠道功能，以承担起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协调者角色，更好的为国家各机构和各企业经营服务。 

6.2.1 加强研究意识 

  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加强研究意识，搜集相关数据及资料，加大研究力度，掌握客观

情况及影响。商会在企业和政府间，承担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加强研究意识，既可以通过对企

业进行数据及研究服务，使企业合理经营，趋利避害，又可以向政府机构提出参考建议，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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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的影响力，使政府推出更多有利于企业实际经营的政策，进一步改善企业海外经营的处

境，为中国企业海外拓展市场保驾护航。 

6.2.2 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 

  建议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积极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情况，共同商议对策。商会独特的

定位优势使其与政府部门沟通较企业更加顺利，并且商会与企业的接触也使其更加容易掌握第

一手资料和市场实际运行情况，商会应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进一步加强同上级主管部门的沟

通，使上级主管部门更加及时的对突发事件加以应对，出台的措施更为实际有效。 

6.2.3 引导企业开拓新市场 

  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市场逐渐饱和，竞争过于激烈，企业逐渐陷入恶性竞争导致经营困难的

情况下，建议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发挥引导和指导作用，帮助出口企业开拓其他的销售市

场，并协调解决目前遇到的困难。 

6.2.4 适时开展产品贸易战 

  建议相关行业商会、产业协会之间加强沟通，对于各行业相同或类似情况的解决办法进行

研讨，达成某些默契，或选择某一产品对印尼进行贸易限制，以最大限度保护国内消费者，平

衡两国贸易壁垒，减小国内损失。 

6.3 企业层面政策建议 

6.3.1 加强经营管理 

  建议果蔬加工企业进一步加强经营管理。由于农产品小户经营情况较多，农药等化学品使

用情况很难得到充分控制，相当一部分出口果蔬达到的产品、环境标准较低，在面临技术性贸

易壁垒时经常受限，降低了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面对这一情况，建议企业联合起来，倡导

果蔬产品生产的统一和协调，提倡科学用药，从源头端控制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提高应对

技术壁垒的能力。 

 6.3.2 加快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附加值 

  建议果蔬加工企业在果蔬产品的加工上下工夫，加快加工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产品附加

值。 

  中国出口的果蔬产品中，粗加工、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占较大部分，提高产品的附加值首

先需要优化完善农产品品质，许多农产品基于气候或地理环境的因素，本身的品质就非常突

出，但仍须从育种改良、种植工艺、加工标准等方面进一步提升。比如苹果，在生长过程中需

要喷洒 26 种以上的农药，才能保证苹果不受虫害的侵扰，而一个苹果出口需要 147 项检测，现

在国内外都对食品安全产生了强烈的关注，尤其媒体纷纷报道因为农药超标、重金属超标，产

生的中毒事件，作为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来说，要有更大的收益，决不能只依赖当地特殊环

境，必须加强对品种的改良，包括外观、口感、营养成分、安全性、加工工艺等，这是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的基础所在。 

  其次，建议果蔬加工企业创新果蔬采后处理、加工、包装、贮藏、运输等设备和技术，产

品的包装要和产品的优良品质相匹配，这样才能相得益彰，塑造品牌价值。对于出口产品，建

议在包装上率先使用中英文双语，并尽量在外包装的正面设计一个鲜明的形象，消费者能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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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了然，外包装的背面可以采用图片配合文字的说明方式，介绍产品的来源、历史、产地、文

化、特色、营养成分、食用人群、食用方法等，更关键在于介绍产品的独特之处。 同时，也可

制作产品介绍的折页或手册，介绍产品和产地的人文背景、自然环境，风土人情等，加深消费

者对产品的了解、信任与好感。 

  最后，也可以大力开发和引进温带和亚热带水果加工技术和生产线，增加出口农产品的附

加值，全面提升果蔬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从根本上解决果蔬产品出口东南亚时受到的贸易壁

垒问题。还可以通过引资、合资等方式积极创建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果蔬加工龙头企业或

企业集团，以技术和规模优势突破贸易壁垒。 

6.3.3 适时在印尼当地建立生产基地 

  有实力的果蔬生产企业也可以选择通过合作、租赁、购买土地等方式，直接在印度尼西亚

等劳动力较充足的东南亚国家建立果蔬生产基地，将中国的传统技术优势和东南亚地区得天独

厚的自然资源相结合，这样也可以通过本土化绕过贸易壁垒，并有助于带动我国其他相关产业

的国际化发展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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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对印度尼西亚果蔬出口后期展望 

  由于印度尼西亚本地果蔬企业的生产能力和运输条件限制，以及气候对水果品种的制约，

长期来看中国果蔬在印度尼西亚当地的竞争力依然较明显。本次限制措施，已经在印度尼西亚

当地引起了洋葱价格的大幅上涨，引发通胀担忧，未来印度尼西亚政府或迫于国内外压力对政

策本身进行一定的修正。 

  目前，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出口的主要蔬果产品为苹果、柑橘等印度尼西亚本地不出产，有

互补优势的水果产品，以及大蒜、洋葱、胡萝卜等印度尼西亚本地出产但质量和成本不占优

势，中国产品能够占据一定市场份额的蔬菜产品。 

  印度尼西亚此次的限制措施对于水果产品的主要威胁，应在于其他国家以其质量较高的鲜

果产品和水果制成品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出口，而中国水果原有的成本优势被削弱，因此在印度

尼西亚进口水果市场内部的竞争中有一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减少的风险。 

  此次限制措施对于蔬菜产品的主要威胁，应在于印度尼西亚本地出产的产品由于限制措施

的原因，可能在成本上接近甚至占据一定的优势，对进口产品产生替代效应，因此降低中国蔬

菜产品在当地的市场份额和利润。 

  当前中国果蔬产品出口印度尼西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空间可能会受限于限制措施，有一定

的下降趋势，尤其是在大蒜、洋葱等直接与印度尼西亚本地农产品竞争的产品领域。在温带水

果等直接竞争较少的产品领域，中国果蔬企业将面临欧美、澳新等地的水果企业的竞争，中国

企业或需要一定的转型方可妥善应对。 

  当前印度尼西亚政府的政策已经出台并实施，在短期内依靠国际压力有根本性转变的可能

性并不很大，中国果蔬产业还应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商会、产业协会和果蔬加工生产企业

的联合行动，增加效率，降低成本，转换结构，才能够有效的规避限制措施和贸易壁垒，巩固

对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地区的水果出口这一传统优势市场，为国家的对外贸易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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