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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World economic growth trend in 2011-2014   (%)

Source: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2013.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ackground for 
forest product trade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201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组织展望，世界经济在2014年开始复苏，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3.6个百分点。增长驱动力预计将来自于先进经济体，其产出的扩张速度在 2014 年预计将达到 2% 左右，比 2013 年高约0.8 个百分点。更强劲的美国经济、财政紧缩的显著减轻（日本除外）以及高度宽松的货币状况将是经济加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边缘经济体的增长极其疲弱，将会阻碍欧元区的增长。新型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和南非的增长下滑在更大程度上是周期性的，而中国和印度则更多反映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在这种变化的形势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政府面临着两项挑战。首先是针对潜在增长率的下降做出调整。尽管增长速度相比本世纪头十年有所减缓是不可避免的，但结构性改革有助于促进调整，这已变得越来越紧迫。所需的政策是我们所熟知的，从中国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再平衡，到巴西和印度的消除投资壁垒。第二项挑战是处理好周期性调整，在这方面，标准的建议也是适用的。具有大额财政赤字的国家必须实施财政整顿。通货膨胀持续高于目标的国家必须采取紧缩措施，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还应采用更加可信的货币政策框架。



Table 2. World trade growth trend in 2011-2014   (%)

Source: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2013.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ackground 
for forest produc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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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IMF预测，世界货物贸易将呈现回暖的趋势，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扭转，市场需求增加，使得全球货物贸易有望增长2个百分点，这对于中国的林产品贸易来说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新一轮货物贸易的增长的动力则来自于发展中国家，从表中明显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进出口的贸易的增长幅度远大发达国家。



Table 3. Unemployment rate in main developed economies in 2012-2014  (%)

Source: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Oct. 2013.

1.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ackground 
for forest produc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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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IMF对失业率的预测来看，尽管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有所好转，但失业率依然会偏高，特别是再欧债危机之后，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骤然升高，拉低了欧元区的就业水平。而较高的失业率对于私人消费的增长是存在消极作用的，从以上的失业率预测数据看，传统的木质林产品消费的大国，其市场需求在今年并不会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结合上一张PPT中国际货物贸易的增长，可以判断，今年新型经济体的市场需求有很强的扩展空间。这一点在中国目前一直在强调扩大私人部门的消费，以及巴西、印度在不断降低市场投资门槛相吻合。同时，发达经济体迫于高失业率，可能会掀起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Future Trade Trend

The 9th monitoring report on trade restriction measures 

released by the WTO shows that from Oct. 2012 to May 

2013, members had taken 109 trade restriction 

measures,  while new measures numerically reach its peak 

after the economic downturn and the trade remedy 

investigation targeted anti-dumping is still the dominant 

means. In the context of continuing slow world economic 

recovery, the trade protectionism motivated to stimulate the 

industrial recovery has been on the rise, imposing largest 

impacts on manufacturing. The uncertainty in trade 

development trend is still high.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目前，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当前制约贸易发展的一大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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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us Quo of forest produc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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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木和锯材是中国林产品进口的主体。在2000-2012年整体呈增加趋势，原木进口量一直大于锯材进口量。原木进口：2000年到2007年持续上升，2007年后，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部分国家针对原木采取出口限制政策，原木进口出现明显下降，直至2009年。2010年，全球经济平稳回升，原木进口又出现了增长的势头。2012年略微有所下降。锯材：锯材的进口变动相对平稳很多，2000-2012年间，一直保持不断增长的态势。特别是由于俄罗斯等国限制原木出口，中国更多的通过进口锯材或在当地投资锯材加工厂以满足国内需求，导致2009年后锯材进口增长的幅度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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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us Quo of forest produc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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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浆和废纸在2000-2012年整体呈上升趋势，从2001年开始，木浆进口量一直小于废纸进口量。2009 年大量进口的原因：2009年国际市场上纸浆和废纸价格低，国内造纸企业加大了采购量，导致当年进口量异常，造成非正常库存增加。也因此而造成了2010年相对2009年进口量下降。2010年之后又不断上升。



Forest product trade growth in China—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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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us Quo of forest produc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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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人造板的出口中，胶合板占据最大比重。2000年到2003年因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人造板出口量平稳增长。2004年人造板出口开始出现大幅度提高，因为2003年中国人造板行业的部分龙头企业成功上市，产能迅速提高，推动了产品的出口。2008年，由于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人造板出口遭受巨大打击，三类产品出口额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2010年后，中国人造板出口开始复苏，但仍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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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us Quo of forest produc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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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纸及纸制品在2000年到2012年的出口量整体上呈现增长的趋势。2004年，中国27家大型纸制品企业先后上市，快速的推动了纸及纸制品的出口。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纸及纸制品出口在2008年开始下降。2010年开始复苏。本数据来源于中国林业行业发展报告，由于2009年的统计口径的改变，导致2009年之后纸及纸制品出口量出现了异常的现象



Forest product trade growth in China—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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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tatus Quo of forest product trad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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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质家具是中国林产品出口的主要产品。木制家具在2000年-2012年一直保持着平稳、快速的增长势态。2008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订单量减少，木质家具出口量小幅下降。2009年以后出口又继续增加。 



 Industry organization

Forestry Industry Concentration in China between 2001 and 2011（%）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Timber processing 18.1 17.9 16.9 22.1 25.1 22.8 30.1 33.4 32.9 32.5 26.2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10.6 11.3 12.3 16.9 19.6 17.7 20.7 21.3 19.6 19.4 24.8

Paper-making and 
paperboard 
manufacturing

44.1 44.9 43.1 54.1 54.6 47.3 54.1 54.7 47.2 45.8 52.9

While low concentration when CR≦40%, medium concentration 
when 40%≦CR≦60%，relatively high concentration when 
60%≦CR≦80%, and high concentration when CR﹥80%

3 .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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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组织规模的大小及其是否合理可以用集中度来反映。产业集中度是反映产业市场结构状态和大企业市场控制力的一个概念，用CR表示，公式为：CR=（大中型企业工业总产值/所有企业工业总产值）×100%。2011年我国木材加工业、家具制造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的产业集中度分别为26.2%、24.8%和52.9%。只有造纸及纸制品业超过40%，说明我国林业产业集中度低。意味着中国林业产业组织结构近似于完全竞争状态，规模化经营尚未形成。



 Technology
Annual input i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timber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between 2001and 2011 (%)

Project
Input density in 

tech. development

Input density in 

tech. renovation

Input density in 

tech. introduction

Input density in 

absorption and 

application

Industry nationwide 1.61 1.88 0.30 0.05

Timber processing 0.81 1.03 0.21 0.03

Furniture manufacturing 0.42 0.33 0.03 0.01

Paper-Making and 

paperboard 

manufacturing

1.15 1.68 0.41 0.03

3.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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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木材加工行业中，家具制造业的年均技术创新水平最低，其技术开发、改造、引进和消化吸收投入强度不仅都远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也低于木材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木材加工业年均技术创新水平稍高一些，但与全国平均水平仍有明显差距；造纸和纸制品业的年均技术创新水平最高，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差距较小，其技术引进吸收投入强度高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



 Industrial layout

3.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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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布局是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由于市场竞争的驱动，往往呈现出地理集中的现象，也叫产业集群。产业集群可以通过降低成本、刺激创新、提高效率等提升区域竞争能力，形成集群竞争力。由图可知，我国林业产业布局也呈现出典型的产业集群现象。如，人造板生产主要集中山东临沂、江苏坯州、河北文安和浙江嘉善；家具逐渐形成了四大家具产业区，包括了以沈阳、大连为中心的东北家具产业区，以北京、天津和河北、山东为中心的华北家具产业区，以浙江、江苏、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家具产业区和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的华南家具产业区。其中尤以广东和浙江等沿海地区为家具的集中产地。



 High degree of dependence on overseas timber resources

3 .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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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受国内森林资源供给能力的制约，我国国内木材资源供给量增加满足不了木材需求的增长，木材供需存在较大缺口，需要通过进口来补充，我国的木材产品贸易主要是补缺型的进口贸易，木材供给的进口依存度水平高。由图可知2000年中国木材进口依存度为0.51，2012年为0.56。整个时间段内波动较为频繁，但都高于0.5，最高时在2003年达0.64。木材进口依存度高不利于保障中国木材供给安全，使其木材供给易受国际木材市场变动的影响。



 Chaotic timber import

 Prioritize quantity over quality;

Intensive and chaotic competition during timber 

import and transfer process 

Lack of organizations to coordinate the import of 

timber.

3.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演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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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木材进口虽然数量大，但质量不高，进口中缺乏大径级、优质木材。随着国内木材需求快速增长，众多中小经营者纷纷涉足木材进口业务，企业各自为战，彼此信息不通，盲目进口、集中进口现象严重。企业间恶性竞争，比拼价格，对外哄抬了供应商销售价格，对内压低了国内销售价格，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我国不仅缺乏成统一、完善的木材市场，更缺乏专门的对木材进口的数量、材种、进口来源地等进行协调的机构，这也是导致我国木材进口规模大，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



 OEM as the main form for export

OEM is the dominant means for enterprises to enter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EM is a management activity producing low added 

value；

Short of our own brands and weak control over 

international market；

3.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演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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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M即贴牌生产，有利于制造业成本低廉的国家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进入国际市场，是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主要方式。OEM是一种低附加值的经营活动，从事OEM的企业主要是利用其国内丰富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动力等初级生产要素优势，利润空间非常小，而控制核心技术的品牌生产者则赚取高额利润。中国林产品等出口多以OEM为主，缺乏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出口优势较多地体现在数量上，以木质家具为例，我国在世界木质家具出口中所占份额虽然居于世界首位，但与产品设计和研发能力强的木质家具强国意大利相比，在国际市场上控制力较弱。



 High dependence on policy

Export tax refund;

exchange rate of CNY；

VAT refund upon collection；

 ……

3. Problems internally existing in forest 
product trad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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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由于出口退税政策的存在，我国林产品相关企业在争相压低产品价格，以增加出口量，提高所占市场份额。以家具出口退税为例，2001年至2006年9月，大部分家具出日退税率都在13%，2006年9月15日起由13%下降为11%，随后许多小型出口企业利润大幅下跌，甚至倒闭。2008年后家具出口税率又有所恢复和提高。众所周知，本币汇率低意味着在外国市场上同等数量的外币可以购买更多的本国商品。长期以来，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是中国出口企业价格竞争优势的重要支撑。如今，人民币升值压力大，汇率优势在逐步丧失。    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减轻了我国林产工业企业的增值税税负，为企业的生产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提高了企业的盈利能力，也是我国林产品以较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可能会被一些国家当作变向补贴导致被反补贴调查。



 More log export bans

Russia: raise log export tariff and issue the 

Log Act；

Gabon:  Log export ban;

Myanmar: overall log export ban from April 

1st 20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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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消费增长已成为社会消费成熟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木材资源供给问题已由一般的经济问题逐步演变为资源战略问题，世界主要木材出口国开始逐渐限制木材资源出口。俄罗斯：——中国最大的原木来源国2006年：出台关于提高原木出口关税草案，计划3年内将俄原木出口关税以每年30%的幅度提高。2007年：7月1日起俄罗斯原木出口关税上调到20%，每立方米不低于10欧元。2008年：4月起税率将提高至25%，不得低于每立方米15欧元，2009年：1月起，税率将提高至80%，每立方米不低于50欧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原木出口关税。 加蓬共和国：——素有“森林之国”之称从2010年1月起禁止原木出口。 缅甸：2014年4月1日开始，全面禁止原木出口。



 More export trade barrier

CE, CARB, 337 Investigation, anti-

dumping, countervailing,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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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非关税贸易壁垒限制了中国木质林产品的出口，但严格的技术壁垒对于林业工业的发展即使挑战，也是一种机遇。CE：CE认证标志，表示符合有关欧洲指令规定的主要要求（Essential Requirements），并用以证实该产品已通过了相应的合格评定程序和/或制造商的合格声明，是成为产品被允许进入欧共体市场销售的通行证。 CARB：加州空气资源委员会(CARB)颁发的降低复合木制品甲醛排放的有毒物质空气传播控制措施(ATCM)。目前该法规是关于复合木制品的甲醛释放量的最严格的标准之一，并且要求工厂要严格按照法规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来监管工厂的生产过程；从2009年1月1日起没有通过CARB认证的复合木制品和含有复合木制品的成品都不能获得进入美国加州的“绿卡”。 337调查：37调查，是指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根据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简称“337条款”）及相关修正案进行的调查，禁止的是一切不公平竞争行为或向美国出口产品中的任何不公平贸易行为。 反倾销：2010年10月21日，美国硬木地板商联盟认为中国的实木地板价格太低，要求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中国此类产品进行反补贴和反倾销合并调查，并建议征收242.2%的反倾销税。2011年10月11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生产的多层木地板设定最终税率，初步计划征收至多83%的反倾销税，以及至多27%的反补贴税。 反补贴：2010年4月17日，应欧盟纸张生产商协会的申请，欧盟对原产中国的铜版纸进行反补贴立案调查。本案中，欧盟就优惠贷款、所得税、间接税及进口关税、政府拨款、政府低价提供货物和服务以及经济开发区项目六大类进行调查。2011年5月14日，欧盟公布终裁，对中国铜版纸征收的反补贴税率介于4%~12%之间，反倾销税率为8%~35.1%。



 Rising timber legality requirements

USA: Lacey Act Amendment;

EU:  Timber Regulation 

Australia: Illegal logging Prohibition Bill

 Korea and Japan have carried out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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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材贸易与森林资源相关，而森林资源又与生态环境相关，因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的大背景下，木材来源合法性的要求受到了普遍关注。欧盟：欧盟正在努力推动森林执法、施政和贸易（Forest Law Enforcement, Governance and Trade，简称FLEGT）进程，经过FLEGT进程认证后的产品，可以享受市场鼓励政策，纳入欧盟绿色公共采购范围。同时欧盟与木材生产国签订《自愿伙伴关系协议》（VPA），以阻止其非法生产的木材进入欧盟市场。 美国：2008年美国通过《雷斯法案》修正案，范围延伸至植物及其制品（林产品）贸易。要求企业对交易的木材能够提供证明其合法渠道的证明材料。 澳大利亚：非法木材禁止法案韩国、日本：已经展开相关领域研究。FSC：森林管理委员会，全球性非盈利组织。致力于第三方森林体系认证。其授权全球19家相关单位，对森林的合理经营能力进行认证，以规范全球的森林经营行为。 



 Resource strategy

Stress the cul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domestic forest resources

Continue the use of international forest resources

National strategic storage and production base setup, 

recycling use of waste timber

Overseas forest resources cultivation and processing bases; 

timber storage , processing and trading bases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国内来源：全国木材战略储备生产基地建设；废旧木材的回收利用。 国外来源：在保持传统进口木材来源地的同时，通过政府间战略经济对话、签证木材进口贸易协议等，积极开拓美洲、非洲等新的木材来源地。政府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积极鼓励企业进行境外森林资源投资，将海外森林资源内部化，减少市场不确定性风险。



 Industrial strategy

Promote scaled industrial management

Cultivate our own brands

“Implement brand cultivation pilot project to create or maintain 300 

forest product brands in 3 years so as to accelerate the scaling-up and 

restructuring of forestry industry”

Multi-national management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推动产业规模化经营：建立产业规模标准，建立企业最低规模限制，对已建的低于该标准的人造板企业实行关、停、并、转以利于产业资源向优势企业的集中。 培育自主品牌：通过开展品牌培育试点活动，力争三年打造或维护300个中国林产品品牌，加速林产工业转型升级 实施跨国经营：鼓励企业走出去，鼓励企业进行境外的森林资源投资，实现海外森林资源储备。



 Market strategy

Diversified markets for export

Cultivate internal market

Dependence on export markets; take advantage of free trade zone；

the per capita timber consumption is 0.39m3 in China, lower than 0.65m3 

the world average level

Internal market growth will contribute to highe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演示者
演示文稿备注
出口市场多元化长期以来，中国林产品出口市场主要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主。金融危机过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尚存在很多不确定性，我国应该分散和降低由出口市场过于集中所引致的贸易波动，在保持传统出口市场的同时，加大对墨西哥、印度、俄罗斯、土耳其、巴西等新兴市场的拓展力度。政府应通过信息支持政策，促进林产品出口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要利用好中国与相关国家自由贸易区已经开通和将要开通的有利条件，尽快实现出口市场结构的调整。 内需市场的培育我国人均木材消费量只有0.39m3，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0.65m3，因此国内的市场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2010年家具作为国内热点消费快速增长，增长率达37.2%，超过了家具出口年增长率。在国家大力倡导国内需求的背景下，尽快实现企业的市场重心转型。同时，内需市场的形成也有助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实现。途径：一是要开发适合国内消费需求的产品。二是要加强国内市场营销工作，建设自主品牌和流通渠道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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