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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问题聚焦】

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的矛盾及应对建议
李 国 祥

摘 要: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履行承诺，在推进国内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完善进程中更加注重与 WTO
农业规则兼容。但是，中国也面临一些 WTO 成员质疑是否遵守 WTO 农业规则以及国内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完善如

何兼顾合规性和激励性等突出矛盾。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的矛盾，主要归因于现有 WTO 农业规则存在缺

陷、新一轮谈判进展缓慢和一些 WTO 成员对农业支持规则约束单方面理解以及中国适应 WTO 农业规则制定农业

政策尚处于探索阶段等。为了更好地适应 WTO 农业规则要求，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选择与完善必须兼顾履行

WTO 相关义务和有助于保护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性，并要加快构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推动新的

WTO 农业规则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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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中国

是否履行了入世承诺? 中国是否遵守了 WTO 农业

规则? 在国家着力解决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如

何看待少数国家对中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和国内农业

支持政策的质疑? 这些问题事关中国对外开放形

象，事关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完善及其制度改革，

事关中国怎样才能统筹农产品国内生产与进口保障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局，事关中国能否守

住国 家 粮 食 安 全 底 线。本 文 通 过 揭 示 中 国 遵 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的主要矛盾，分析矛盾产生的原

因，提出应对主要矛盾的思路和对策，这对于构建中

国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更好地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和确保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以及

保护调动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

性，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的主要矛盾

中国加入 WTO 后，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遵守

WTO 农业规则，同时也出现了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

不断扩大和一些农产品进口高速增长的情况。尽管

如此，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和农业贸易政策等却

遭遇美国等一些 WTO 成员非议，甚至出现美国通

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诉讼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

支持水平超过入世承诺的极端情况。在中国履行了

入世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遭到质疑的同时，

对于中国全面废除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不断调低小

麦最低收购价并维持稻谷最低收购价较低水平，放

弃粮食直补等补贴政策，国内担忧这是否会失去保

护农民利益并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的有效手段? 如果

没有激励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手段，现代农业

发展目标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如何落实? 在遵守

WTO 农业规则方面，中国选择农业贸易政策和国内

农业支持政策正处于合规性与激励性两难矛盾中。
1．中国是否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 WTO 规则方

面的矛盾

2018 年，中国发布了《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

皮书①，郑重向世界宣告: 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

易组织以来，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全面切实履行

了加入承诺，大幅开放市场。在农产品贸易领域，中

国 2010 年就履行了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义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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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进口关税平均税率由 2001 年的 23．2%降至

2010 年的 15．2%，是 WTO 成员农产品进口关税水

平较低的国家之一。2010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关税

水平约为世界农产品关税水平的 1 /4，远低于发展

中国家成员 56%和发达国家成员 39%的平均关税

水平。同时，中国对小麦、玉米、大米、食糖、棉花、羊
毛、毛条和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实行关

税配额管理，是根据入世谈判达成的协议允许采取

的边境保护措施，没有违反规定增加非关税壁垒。
入世以来，中国降低关税，减少并约束非关税措

施，农产品进口规模快速扩大。2001—2018 年，按

当年美元价格计算的中国农产品进口额由 118．5 亿

美元增加到 1371．0 亿美元，增长了近 10 倍; 农产品

进口额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出口额，农产品国际贸易

由顺差 42．0 亿美元变成逆差 573．8 亿美元。特别

地，中国稻谷、小麦和玉米等库存水平虽高，但是仍

然按 照 入 世 承 诺，进 口 一 定 规 模 的 稻 谷 和 小 麦。
2018 年，中国进口大米、小麦和玉米分别达到 307．7
万吨、309．9 万吨和 352．4 万吨，分别占关税配额量

的 57．8%、32．2%和 48．9%，中国已尽最大努力进口

了三大主粮的一定关税配额量。②根据 WTO 统计数

据，2017 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农产品进

口国家，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 1830 亿美元，占全球

农产品进口总额的 10．3%。如果不考虑欧盟成员内

部之间的农产品贸易额，2017 年中国农产品进口总

额高出欧盟 60 亿美元，高出美国 220 亿美元。③

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及国外一些学者并不认同

中国履行了入世承诺并遵守了 WTO 农业规则。特

别地，美国对中国在农业方面履行入世承诺和 WTO
成员义务以及遵守 WTO 农业规则等方面提出非

议、控告。近年来，美国政府及其相关研究者认为中

国违反 WTO 农业规则，没有兑现入世承诺。美国

按照对 WTO 农业规则单方面的理解，认为 WTO 成

员必须不断降低农业支持保护力度，降低对农业生

产和贸易具有扭曲效应的支持保护水平。入世后，

中国实现了由征缴农业税向发放农业补贴转变，农

业支持保护水平实现了由负向正转变，特别是小麦、
稻谷和玉米的国内支持水平超过入世承诺和 WTO
农业规则的约束。据此，国际一些批评者认为中国

农业政策实施方向与 WTO 农业规则多边框架原则

相违背，中国国内农业政策从制定到实施没有考虑

WTO 农业规则约束。④美国总统办公室贸易办事处

2019 年 2 月发布的《呈交美国国会关于中国遵守

WTO 规则的报告 2018》⑤，列举了中国在农产品关

税配额使用、技术壁垒、国内农业支持水平等多个方

面没有遵守 WTO 农业规则的情形，还在 2016 年 9
月向 WTO 控告了中国给予小麦、大米和玉米的政

策支持水平超过入世承诺，并表示对中国计算农业

支持水平的方法不信任，认为中国的计算不符合美

国对 WTO 农业规则的理解，导致中国国内对特定

粮食品种支持水平的低估。
可见，关于中国加入 WTO 后，是否履行了入世

承诺，是否遵守了 WTO 农业规则，中国与美国分歧

很大。不仅结论十分矛盾，而且在 WTO 农业规则

的精神、实施步骤以及评估方法等多个方面，中美两

国理解均存在明显差异。显然，美国是按照先有结

论，即中国在农业对外开放很多方面没有履行入世

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然后再对 WTO 农业规

则有选择的理解是片面的。当然，关于美国提出的

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的质疑和

非议，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置之不理。
2．关于遵守 WTO 农业规则与国内农民利益保

护和农业发展关系的担忧

2004 年后中国建立的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托市

政策和补贴政策，由于在保护和调动农民发展农业

特别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方面具有正向效应，曾在粮

食连续多年丰收和其他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障中

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以美国为代表的 WTO
成员对中国农业支持保持政策提出非议，特别是美

国认定中国实施的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玉
米补贴政策及关税配额管理等违反 WTO 农业规

则，没有兑现入世承诺，并将有关支持保护手段违规

的意见提交到 WTO，对中国农业政策选择施加影

响。在国际压力下，加上国内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

求失衡和产需不匹配等矛盾的出现，中国自 2014 年

起先后放弃了油菜籽、甘蔗、棉花、大豆和玉米等重

要农产品的临时收储政策，并自 2016 年起不断地调

低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水平。2017 年改革后的

棉花目标价格，以及临时收储政策取消后实施的生

产者补贴政策，是否符合 WTO 农业规则要求? 美

国等 WTO 成员是否会对中国现有农业支持保护政

策措施再提出异议? 这些都将面临较大挑战。
中国完全遵守 WTO 农业规则，是否会影响国

内农业支持政策的有效性? 尽管国内农业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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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具有多重性，不同目标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现

实中很难找到一个政策工具同时确保农业发展多重

目标都能够实现，但是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和基于

产出量的农业补贴政策工具对于保护农民积极性和

促进农民增收相对有效，是毋庸置疑的。
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和《政府工作报告》都强

调要抓好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如果对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生产者缺乏有效的政策激励手段，在中国粮

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和市场竞争力不强的

情况下，符合中国实际需要的政策目标也未必能够

实现。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口粮绝对安全和谷物基

本自给? 如何实施大豆振兴计划? 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全局提出的这些政策目标与 WTO 农业规则约束

下可选择的政策工具、政策措施和手段等无疑存在

着矛盾甚至冲突。如果无法调动农民发展农业特别

是粮食生产的积极性，那么为了更好满足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及应对国际风险和不确定性而提出的保障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目标则难以实现。
3．辩证全面看待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矛盾

如何看待美国等 WTO 成员对中国履行入世承

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的指控和质疑? 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是否意味着必然失去激励农民发展

现代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有效手段? 虽然这些属

于认识问题，但是对于中国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

局和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实践也具有重大影响，

需要正视矛盾，辩证全面分析，深入探讨。
如何看待中国在农业方面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已经遭到美国等质疑这一事实? 实

际上，美国审视 WTO 农业规则执行情况，批评、申

诉 WTO 成员没有遵守 WTO 农业规则，往往不仅仅

是专门针对中国的，有时针对 WTO 成立后加入的

新成员，有时直接针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成员。美国

一些研究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 WTO 成立后加

入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对 WTO 改革呼声很高，但在

农业领域坚持特殊差别对待，不愿在农业贸易自由

化方面做出更多让步; WTO 现有农业协议缺乏约束

力，农业竞争力强的成员无法进入到没有竞争力成

员的市场; WTO 成员普遍实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扭曲性农业生产贸易政策力度总体下降，但是 WTO
多数成员对事关国内政治敏感和事关国内福利的农

产品国际贸易仍然实施高关税和关税配额保护。⑥

WTO 农业规则约束力怎么样? 这是普遍性问

题，既是研究者提出的问题，也是某个成员对其他成

员常常提出的问题。⑦中国不必过于敏感，不能简单

地认为这是中国特有的问题。2019 年中央一号文

件提出要按照适应世贸组织规则、保护农民利益、支
持农业发展的原则，抓紧研究制定完善农业支持保

护政策的意见。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

要改革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由此可见，适应

WTO 农业规则已经成为完善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

策必须要考虑的前提之一，但是中国也绝不能走极

端，遵守 WTO 农业规则和激励农民发展农业必须

兼顾。新形势下，中国探索建立与 WTO 农业规则

兼顾的国内有效农业政策，必须辩证全面地看待

WTO 农业规则的约束力并采取合适的举措。

二、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矛盾的主要原因

总体上说，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矛盾

产生的原因很多，也极其复杂。大致来说，与乌拉圭

农业协议( URAA) 不完善和存在缺陷直接相关，与

多哈回合启动谈判后进程缓慢且很难取得进展等直

接相关，也与中国相关研究滞后有很大关系。客观

地说，国内相关研究借鉴的以及中国选择的农业补

贴、价格支持、目标价格等政策基本上是美国曾经使

用过的，但这些中国借鉴来的很多农业支持保护手

段是美国已经放弃的手段。中国在农业支持保护理

论和政策实践方面缺乏创新，是导致农业支持保护

政策措施合规性和激励性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1．WTO 农业规则的不完善和缺陷

1995 年世界贸易组织建立后，按照 URAA，建

立了农业贸易规则多边协议框架，但这一框架基本

上是原则性的，很不完善，仅仅是为绝大多数农产品

国际贸易问题分析提供了一般性思路，旨在推动农

业贸易规则的深入讨论和新的谈判。特别地，随着

科技进步和经济全球化发展，WTO 新成员的不断加

入和入世承诺的差异，都要求 WTO 成员应对农业

贸易等规则进行深入讨论和不断谈判并取得实质进

展，这样才能保持 WTO 农业规则的广泛适用性和

约束力。
由于现有 WTO 农业规则的不完善甚至存在明

显缺陷，WTO 规范约束其成员的国内农业政策难度

相当 大，存 在 相 当 大 的 模 糊 空 间，带 来 成 员 间 对

WTO 规则的理解出现明显差异。举例来说，有时界

定某项农业政策措施是否为 WTO 农业规则约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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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支持政策，往往很难取得成员的一致意见; 具体

怎样计算 WTO 成员某项支持水平，特别是市场价

格支持水平测算中如何选择基准价格，URAA 的规

定极不具体。正是 URAA 框架的这些缺陷，带来了

农业支持水平计算结果的差异。
按照 URAA，各成员在 1995 年 WTO 成立后要

约束农业支持政策措施的选择空间，并不断降低扭

曲贸易的国内农业支持力度。这一规则要求，总体

上对发达国家有利，而对中国极其不利，显得十分不

公平。比较而言，美国等发达国家作为 WTO 成立

时的成员，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力度自 WTO 成立

以来确实大幅度下降。中国自 2001 年成为 WTO 成

员后，农业政策经历了由收缴农业税转变为向农民

发放补贴，经历了总体上没有扭曲性农业支持到扭

曲性农业支持力度曾在一段时间内加大的情形。中

国农业支持政策这一转变虽然受到美国等的批评，

但主要是 WTO 农业规则评价标准极不合理造成

的，是现有 WTO 农业规则制定时没有考虑到 WTO
成立后加入的新成员实际情况。实际上，中国入世

后农产品国际贸易由长期顺差国家转变为不断扩大

的逆差国家，反映出中国切实履行了不断推进农业

贸易自由化的义务。
中国入世后是否履行承诺和遵守规定的争议的

引发，不仅由于 URAA 的不完善和缺陷，而且也不

能排除 WTO 一些成员有选择地理解 WTO 农业规

则。特别地，美国按照本国对 URAA 的理解来估算

中国稻米、小麦和玉米等特定农产品的支持水平并

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履行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

则，完全是由于美国有选择地理解 WTO 农业规则

的结果。
美国按其主导的 URAA 来评估各成员是否遵

守 WTO 农业规则，批评或责难其他 WTO 成员在推

进农业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没有完全履行义务，还与

原设计的 URAA 操作性不强以及设定的议程进程

无法及时完成等相关。尽管 WTO 农业规则多边框

架要求对成员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保护措施和支持手

段进行评估，但是这种数量评估极其复杂，难度难以

想象，甚至有时理解都存在困难，导致有的成员不及

时或者无法及时通报有关农业贸易政策和国内农业

支持政策实施情况，或者没有提供真实完整信息。
另外，根据相关议定，URAA 执行到 2004 年。按照

日程，旨在达到更宽范围、更加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谈

判应在 2005 年年底结束。但是，2001 年启动的多

哈回合并没有及时形成多边协议和规则。
2．美国主导的 WTO 农业规则实施多年后的结

果不及美国预期

美国为什么不相信其他 WTO 成员履行了义务

和遵守了规则?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美国

主导制定 WTO 农业规则原来的预期，并对比 WTO
成立前和 20 多年后美国农业面临的困境是否发生

了变化。
总体上说，美国主导的 WTO 农业规则，曾试图

让各成员将农产品进口干预关税化，按照零壁垒、零
关税路径实现农产品市场准入自由化。也就是说，

美国主导设计的 URAA，本来是想让所有国家只使

用唯一的关税手段来干预农产品进口，放弃或者禁

止使用非关税手段来干预农产品进口，从而实现所

谓的农产品市场准入关税化; 一旦农产品进口管理

实现关税化后，美国就会进一步推动农产品进口零

关税进程; 最终扩大美国农产品出口，解决美国农业

生产能力不断扩张带来的销售市场等难题。美国本

想主导 WTO 农业规则制定，不仅试图约束其他成

员市场准入手段的选择，还试图通过制定农业国内

支持政策选择方面的规则约束，特别是明确提出要

推进零补贴零支持，从而极力推进所谓的农业贸易

自由化，彻底改变美国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价格低

迷和农场主亏损等困境。
遗憾的是，WTO 成立 20 多年后美国原来的设

想并没有变成现实，美国农业生产能力仍然相对过

剩，农场仍然普遍亏损。2001—2015 年所有年份美

国拥有农场的家庭农业利润总体上都是负数，其中

2015 年美国 70%的农场经营农业处于亏损状态，每

个农场平均亏损 21502 美元⑧，虽然 30%的美国农

场经营农业没有亏损，但是亏损额与赢利额相抵，总

体上仍然表现为亏损。WTO 成立以来，全球农产品

国际贸易虽然大幅度增加，美国农产品出口也大幅

度增 加，但 是 美 国 农 业 生 产 能 力 增 长 更 快，其 他

WTO 成员农业生产能力增长也很快，特别是南美一

些国家农产品出口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世界农产品

国际贸易格局的变化，是美国当时主导 URAA 出台

时没有预想到的。从根源上说，美国不相信甚至指

责其他 WTO 成员没有遵守 WTO 农业规则，一个重

要原因是美国原来设想的 WTO 成立后不断推进农

业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目标没有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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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研究者认为影响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

因素包括: 各国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农产品需求具有

多样性、农业科技进步、互联互通发展、物流管理水

平提高，以及政府推行的政策。当然，资源禀赋带来

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创造的新优势，是农产品国际

贸易格局的决定力量。农产品国际贸易不断扩大，

会带来贸易伙伴福利的增进。按照美国学者的研究

和推论，既然美国农产品比较优势明显，中国等农产

品市场需求增长显著，之所以美国农业困境仍然没

有破解，原因在于中国等 WTO 成员没有兑现入世

承诺，没有遵守 WTO 农业规则。
显然，这种推论是有问题的，是不成立的。实际

上，WTO 成立以来美国作为世界农产品出口大国的

地位没有改变，其农产品出口规模保持着不断增长

的态势，但在世界农产品出口中的份额出现下降。
WTO 成立后 20 年，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农产品出

口年均增长 1．4%，由 WTO 成立后初期 1995—1999
年间的年均 850 亿美元增加到 2011—2015 年间的

年均 1050 亿美元。⑨2017 年美国农产品出口规模达

到 1700 亿美元，按现价计算增长 2 倍多; 美国农产

品出口占世界比重为 9．8%，虽然比 WTO 成立初期

下降了约 3 个百分点，但在全球农产品出口中仍占

较大份额; 在 WTO 成员中排名仅次于欧盟，在世界

农产品出口大国中的位次一直没有改变。⑩

美国农产品出口在世界中占比下降，主要是

WTO 成员中其他成员农业发展迅速，虽然进口美国

农产品规模增长，但是参与农业国际分工也促进了

农产品出口增长，从而使得美国农产品在世界中的

占比呈现下降态势。
3．中国国内农业支持政策措施创新性不足

入世后，中国农业经历了由征缴税费到发放补

贴的转变。如何向农民发放补贴? 总体上说中国是

缺乏经验的。借鉴国外特别是美国农业补贴和其他

农业支持手段，成为中国选择农业补贴和农产品价

格支持政策的重要参考。
在中国建立农业支持保护制度的过程中，国内

学者特别是有影响力的学者发表的有关借鉴美国等

实施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措施方面的文献数量多，

而且借鉴的建议往往都是美国等已经放弃甚至反对

的一些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措施。从中国已经放弃的

粮食直补到良种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再到

临时收储政策，以及仍然保留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甚

至后来选择的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无不可看出借鉴

了美国曾经实施的支持政策工具的影子。客观地

说，多年来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措施创新性严重

不足，相关研究没有提出多少具有价值的既符合中

国国情又与 WTO 农业规则兼容的农业支持保护政

策措施。正是国内研究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措施储

备不足，创新缺乏，使得中国实际选择的农业支持保

护政策措施备受争议。
综上所述，中国入世后履行了入世承诺，主动遵

守 WTO 农业规则，也出现了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

不断扩大的格局，但少数成员不信任中国向 WTO
通报的有关农业贸易和国内支持保护政策的实施情

况。少数 WTO 成员对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和遵守

WTO 农业规则的质疑，反映了 WTO 农业规则的不

完善，也反映了少数成员对 WTO 农业规则的片面

理解。中国遵守 WTO 农业规则面临的困境，实际

上也 是 WTO 成 员 普 遍 遭 遇 的 困 扰。进 一 步 地，

WTO 农业规则过于强调推进农业贸易自由化，而忽

视了农业的多功能性，忽视了农业贸易自由化是一

个长期过程，忽视了国际农产品市场的波动特征及

其给进口成员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基本农产品供给方

面带来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谈判着力解决。

三、处理好遵守 WTO 农业规则与实施农业

支持保护政策之间矛盾的对策建议

中国经济发展已经深刻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农

业也不例外。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需要按照

开放、守规、分享、担当等理念，回应 WTO 成员和其

他贸易伙伴对中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的关切和质疑，

履行中国承诺的多边贸易规则，主动扩大国内供求

关系偏紧农产品进口。但是，中国是否在任何情况

下都要机械地按照 WTO 农业规则的约束实施农业

支持政策，是值得讨论的。中国必须加快探索合规

性和激励性兼容的农业政策，积极发展国内农业生

产，与农产品出口国家共同分享中国不断扩大的农

产品需求新机遇，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供给，对全球粮食安全承担责任并做出

积极贡献。
1．加强构建中国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理论

创新

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具有社会敏感

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农业开放会受到贸易伙伴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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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关注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中国进口了大

量国外农产品，包括进口大量美国农产品; 另一方

面，美国等 WTO 成员将中国国内农业政策片面理

解为以追求高度自给为目标，不断为农产品进口设

置壁垒。中国农业是要扩大对外开放允许国外农产

品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还是要高度保护阻止国外农

产品进口到国内市场? 要从根本上消除国际上对中

国农产品进口与国内农业支持的误解，没有强说服

力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中国必须处理好开放农产品市场和承担稳定国

际农产品市场的责任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农业对

外开放不断扩大，农产品进口已成为中国农产品市

场供给的来源。例如，2018 年中国大豆进口虽然比

上年减少，但是进口量仍然是国产大豆的 5 倍。尽

管随着农业科技进步和现代农业发展，相对于购买

力来说的全球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是常

态，但是，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剧烈波动属性并没有根

本改变，2008 年全球粮食危机，世界大约有 10 亿人

口出现粮食安全没有完全保障的极端情况，要求作

为对全球粮食安全负责任的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生产以增加粮食等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处理好国

内农业发展和农业对外开放关系，不能一直“坚守”
自给率理论，必须加强研究攻关，构建新理论。

2．积极参与农业国际贸易和投资多边规则重构

WTO 农业规则在促进国际贸易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但是，经过多年实践，规则的不公平性和监管

有效性不足等问题日益暴露。加入 WTO 后，中国

整体上成为现行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同

时，中国农业发展遭遇的冲突也不可忽视。中国应

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促进形成更加公平合理的

农业国际贸易秩序。中国可以在适当的场合倡议启

动更具有灵活性的农产品进出口贸易谈判，尊重各

国为了平衡农产品国际贸易而采取适当举措，允许

各国选择适宜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积极参与农业

国际贸易和投资多边规则修订。
积极推动 WTO 农业规则改革，必须充分考虑

WTO 农业规则与促进农业发展政策、环境保护政策

和反贫困政策等兼容; 充分考虑在 WTO 成立后像

中国一样的新成员的实际情况，增加相应规则条款。
3．中国农业支持保护政策目标是确保农产品有

效供给

中国农业发展目标选择，既是构建农业对外开

放格局理论创新成果的重要体现，也直接决定中国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措施能否兼具合规性和激励性。
追求农产品自给率是多年来农业政策的重要目

标之一。盲目地设定农产品自给率，不仅招致 WTO
成员对中国农业对外开放的质疑，而且现实中未必

能够实现，在经济上也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在西

方农业贸易自由化话语体系中，追求农产品自给率

是农业贸易保护主义的代名词。特别地，不计资源

环境代价，扩大国内农产品生产，追求国内所有农产

品高度自给，是不值得的。以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目标替代追求自给率目标的农业政策措施，是

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必须要牢固树立的共识。
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把进口也作为有效供给

的一个有效途径。关键是增强农产品进口的稳定

性，降低农产品进口过度波动风险。其中农产品进

口多元化，即不同农产品进口来源多样化，有助于降

低农产品进口过度波动风险。如果农产品进口成为

确保国内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来源之一，则国内农业

支持保护力度可以相对小一些。反之，国内农业支

持保护力度必须不断增强，这样国内农产品供给有

效保障目标才能实现。
长期以来，中国把促进农民增收作为农业支持

保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

展，未来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未必要保障所有农民增

收。实际上，随着中国农民分化及收入来源多样化，

家庭经营农林牧渔业净收入在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中比重越来越低。未来国内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应重

在保障职业农民增收。
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如果仍然按照现有理论和原有思维，很难找到兼具

合规性和激励性的政策措施。要按照现代化产业链

要求来构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要从更好地满

足粮食等消费保障构建粮食产业供应链，以大力发

展粮食加工业为突破口构建粮食产业价值链，以保

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者实现均衡收入为目标选

择收入分配调节政策。
4．改革完善中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

新形势下，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和保障重要

农产品有效可持续供给，迫切需要探索既能够保护

调动农民发展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的积极性，又

与 WTO 农业规则兼容的政策手段。
适应 WTO 农业规则要求，中国必须深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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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优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世界

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断降低市场扭曲类农业支持政

策力度。自从 1995 年 URAA 实施以来，WTO 成员

的国内农业政策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总体上说，

发达国家实施贸易扭曲的支持政策力度趋于下降。
如果中国不断加大特定农产品支持力度，那么就可

能遭到其他 WTO 成员的非议和批评，对于中国形

象也十分不利。
显然，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多边贸

易规则的维护者，中国绝不能无视 WTO 农业规则。
但是，考虑到 WTO 农业规则的不完善，以及中国适

应 WTO 农业规则探索有效的支持保护手段等需要

时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如同美国等一样的

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税制和

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未来中国也可能不会建立如同

美国等一样的农业支持保护体系。这就要求中国必

须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着力探索创新农业支持保护

举措，优先选择现有 WTO 农业规则没有明确约束

的支持保护措施。
5．出台重要农业支持政策后及时主动向 WTO

通报

长期以来，中国国内农业政策制定与 WTO 农

业贸易政策审查和通报相互分离。特别地，过去中

国往往主要针对国内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重要目

标等制定实施农业支持政策，对于 WTO 农业规则

要求和约束不一定给予关注和重视，虽然实施的国

内农业支持政策未必与 WTO 农业规则不一致，但

是出台的农业支持政策措施没有及时向 WTO 相关

机构进行通报，也是造成 WTO 成员误解或者恶意

解读的原因之一，这损害了中国履行入世承诺形象，

甚至引起 WTO 成员的不满。为了避免 WTO 成员

误解或者恶意解读，中国有必要在制定农业政策时

吸纳农业贸易部门意见，出台农业政策前确定向

WTO 通报口径和主要内容并准备好相关材料，出台

农业政策后积极主动及时向 WTO 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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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dressing the Issues of Compliance with URAA of WTO in China
Li Guoxiang

Abstract: Since China's accession to WTO，China has fulfilled its commitment to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compatibility with WTO
agricultural rule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domestic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system．
However，China faces questions from some WTO members on whether to abide by WTO agricultural rules and how to balance the out-
standing contradictions between compliance and incentive in the improvement of domestic agricultural support and protection policies．
The contradiction faced with China's compliance with WTO agricultural rules is mainly due to the defects of the existing WTO agricul-
tural rules，the tardiness of the new round negotiations，the unilateral interpretation of URAA，and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adaption
of the WTO disciplines． In order to better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WTO agricultural rules，China should select and perfect China'
s agriculture support protection policy which should consider fulfilling WTO relevant olbigatons and should be helpful to protect and mo-
tivate the intiative of peasants developing modern agriculture，construct a new pattern of agricultural opening to the outside world and
promote the negotiation of new WTO agricultural rules．

Key words: URAA of WTO; agricultural policies; compliance; farmers' interests

03

中州学刊 2019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