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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太平 洋战略经济 伙伴关系 （ TPP ） 是 由美国主导 的 地 区 贸 易 自 由 化 机 制 ，
如果达成将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一定的影响。 农业作为各国敏感产业， 是 TPP 谈判中
的重点和难点， 美国作为 TPP 的主导和农业优势国家， 其在 TPP 谈判中对农业问题
的立场值得关注， 其谈判策略和应对思路值得中国借鉴。 本文主要就美国重点关注
的农产品市场准入问题、 乳制品和食糖产业问题、 动植物检疫问题、 烟草规制问题
和地理标识问题进行了梳理， 并就美国针对这些问题的谈判策略和应对思路进行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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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 （ＴＰＰ） 原为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２ 年，美国与其他 ＴＰＰ 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总额合

年新加坡、新西兰、智利、文莱在亚太经济合作组

计为 １ ０８０ 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贸易总额的 ４０％。

织（ＡＰＥＣ）框架内签订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其初衷

从农产品出口来看，２０１２ 年美国对 ＴＰＰ 其他成员国

是建立一个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机制。目前，

出口总额为 ５９０ 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马来西亚、

４２％，其中加拿大、墨西哥是美国最重要的农产品

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越南和日本等国

出口市场，出口额分别为 ２０６ 亿美元和 １８９ 亿美元。

家正式参与到该协定磋商。ＴＰＰ 协定涉及 ２９ 章内

从农产品进口来看，ＴＰＰ 其他成员国也是美国重要

容，成员国希望能够通过全面消除关税以及非关税

的农产品进口来源地，２０１２ 年美国从 ＴＰＰ 其他成员

壁垒，建成一个面向 ２１ 世纪全面且高标准的自由贸

国进口农产品总额为 ４９０ 亿美元，占美国农产品进

易区协定，并借此解决世界经济增长中出现的新问

口总额的 ４８％。其中，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亚、

题和跨领域问题。农业作为各国敏感产业，是 ＴＰＰ

智利和新西兰是美国最主要的进口来源地，２０１２ 年

谈判中的重点和难点，美国作为 ＴＰＰ 的主导和农业

进口额分别为 ２０２ 亿、１６４ 亿、２７ 亿、２５ 亿和 ２２ 亿

优势国家，在 ＴＰＰ 谈判中对农业问题的立场值得关

美元。

注和借鉴。

2. 美国与 TPP 其他成员国农产品贸易整体呈逆
差态势

一、美国与 TPP 其他成员国
农产品贸易情况

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和马来西亚等农

业优势国家从美国进口农产品规模有限，但是向美
国出口农产品规模较大，２０１２ 年从加拿大、墨西哥、
澳大利亚和智利农产品进口额就占了当年美国从

1.TPP 参 与 国 是 美 国 重 要 的 农 产 品 贸 易 伙 伴

ＴＰＰ 国家进口农产品的 ８５％，与新西兰、智利、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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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亚和马来西亚的农产品贸易逆差分别为 １９ 亿、

人口增加和收入增长，农产品消费无论从数量还是

１８ 亿、１４ 亿和 １０ 亿美元 （表 １）。

质量都将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通过 ＴＰＰ 谈判降低
其农产品保护程度将会为美国农产品出口拓展市场
空间。此外，美国也看好越南纺织业的发展前景，
越南利用劳动力优势将更多地从中国承接纺织业产
能，如果 ＴＰＰ 协定达成，美国棉花出口将能够从越
南纺织产业扩张中获益。
2. 通过 TPP 谈判推动加拿大、 墨西哥等自由贸
易区伙伴进一步开放农产品市场

虽然美国、加拿

大、墨西哥已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但是为了在
ＴＰＰ 谈判中实现利益诉求，美国敦促加拿大和墨西
哥作为完全参与国加入 ＴＰＰ 谈判，这样可以解决其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未能解决的问题，如加拿
大对美国乳制品和禽产品进口限制问题和墨西哥对
美国农产品的非关税壁垒问题。

三、乳制品和食糖产业问题
二、市场准入问题

在 ＴＰＰ 农业谈判中，由于面临澳大利亚、新西
兰等国家的要价，美国特别关注乳制品和食糖产业

从目前 ＴＰＰ 谈判的进展来看，农业问题的焦点
主要集中在“国民待遇和货物市场准入”一章以及

问题。
在敦促加拿大开放乳制品市场的同时也千方百

税目减让表上。在 ＴＰＰ 谈判中，与其他参与国相比，

计避免对新西兰的开放给国内产业造成冲击。美国

美国在农业领域优势明显，但在个别产业也存在劣

乳制品行业对于 ＴＰＰ 农业谈判持观望态度，一方面

势。因而美国对农业条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如何避

觊觎加拿大等出口市场，另一方面要提防新西兰乳

免国外农产品进入美国给国内产业造成冲击以及如

制品的竞争。在 ＴＰＰ 谈判中，美国乳制品行业最终

何敦促有市场潜力的国家开放市场，扩大美国农产

要实现 ４ 个目标：一是限制新西兰乳制品进入美国

品出口市场范围。

市场；二是保证美国乳制品能够自由出口到加拿大

1. 重点打开日本、 马来 西 亚 和 越 南 等 农 产 品 进

市场；三是为美国乳制品出口日本获得全面的市场

从 ＴＰＰ 成员国来看，目前只有日

准入；四是在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强制实行食品安全

本、马来西亚和越南等少数国家没有和美国建立自

和健康规则。目前已经有迹象表明，乳制品行业是

由贸易区，美国政府、农场主、农业企业以及食品

否支持 ＴＰＰ 谈判最终要取决于协定对整个行业的利

制造企业在 ＴＰＰ 谈判中也都重点关注这些贸易国农

弊评估。

口潜力国家市场

产品市场的开放前景。尽管日本目前已是美国第四

２０１２ 年之前的讨论中，新西兰谈判人员曾经声

大农产品出口市场，但是日本对重要农产品的保护

明，他们的目标是立即和完全进入美国乳制品市场，

程度仍然非常高，很多农产品实施了限制进口的高

这是新西兰农业部门在 ＴＰＰ 农业谈判中最主要的目

关税和关税配额。随着日本加入 ＴＰＰ 谈判，美国对

标。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美国谈判方向新西兰提交了一份

日本的农业市场开放抱有很高的期望，美国农业利

最初的乳制品市场准入报价，据称主要是覆盖了一

益集团希望日本继续削减农产品关税、放松关税配

些无争议的乳制品税目，并缩短了分阶段削减的期

额管理。对于马来西亚和越南来说，美国更多的是

限。新西兰认为这只是一个最初报价，并强调了新

看好其农产品进口增长前景，未来随着这两个国家

西兰在 ＴＰＰ 协定中全面市场准入承诺。

- 12 -

2014.4（总 420）

World Agriculture

美国乳制品生产者联盟 （ＮＭＰＦ） 和美国乳品出

谈判中，美国谈判者将澳大利亚食糖成功地排除在

口委员会 （ＵＳＤＥＣ） 最初设想在与新西兰的双边市

美国市场之外。美国食品加工企业认为，如果美国

场准入协定中将乳制品排除在外，但是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在 ＴＰＰ 谈判中将糖或者其他产品排除在外的话，会

他们的立场略微有所松动。现在这两个机构都声明，

使其他国家拒绝开放市场或在之前自由贸易区未解

如果双方能够就双边乳制品贸易中竞争条款达成一

决的问题上做文章，这将最终影响到 ＴＰＰ 协定的达

致，他们将会考虑重新讨论美国是否向新西兰开放

成。

乳制品市场问题。美国认为，目前双方的乳制品贸

食糖生产者和加工企业则坚决反对在 ＴＰＰ 谈判

易并没有在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中进行，此关注将

中向已签订自由贸易区的国家 （如澳大利亚） 重新

目标直指新西兰最大的乳制品企业恒天然公司，目

开放食糖市场，也坚决反对向其他 ＴＰＰ 参与国 （如

前新西兰国内大约 ９０％的牛奶产量由该公司负责收

越南） 在食糖市场准入方面给予让步。理由是 ２００８

购。美国认为，恒天然公司在新西兰市场的垄断地

年的农业法案条款已明确规定，当国内食糖需求增

位使得其竞争对手很难获得公平竞争的机会，希望

加时，允许农业部提高现有进口配额来满足国内需

在 ＴＰＰ 乳制品谈判中设置竞争激励规则。

求。食糖生产者和加工企业认为，如果在食糖方面

美国乳品出口委员会 （ＵＳＤＥＣ） 目前正在研究

通过免税给予 ＴＰＰ 参与国或潜在参与国 （如泰国）

相关条款去解决恒天然公司所引起的竞争问题。新

更多市场准入机会，将会造成美国国内食糖市场供

西兰则声称其国内完善的竞争监管政策已经覆盖了

过于求，打压国内食糖价格。

包括乳制品行业在内的所有经济部门，在现有的监
管框架下政府不会干涉恒天然公司的经营。恒天然

四、动植物检疫问题

公司和其他的乳制品公司也指出，美国的反垄断法
对国内农场主所有的乳制品合作社拥有豁免权，美

在 ＴＰＰ 中， 《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国的出口贸易公司甚至被允许协调价格和分配出口

（ＳＰＳ 协定） 比 ＷＴＯ 中的内容更丰富，在关注人类

市场。

健康和动植物安全方面更加注重细节。

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加拿大保留了使用

美国认为如果能够与 ＴＰＰ 参与国共同努力解决

关税配额的权利来限制美国乳制品进口，配额外进

双边动植物检疫争端，可能会在市场准入谈判基础

口要征收禁止性的高关税，其中奶酪和黄油的配额

上给美国农产品出口带来更大的收益。美国在以往

外关税分别为 ２４５％和 ２９８％。关税配额和禁止性关

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中对动植物检验检疫问题多采取

税是加拿大乳制品供应管理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双轨制策略，一方面要在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确认双

这个程序还通过限制生产维持国内价格稳定。除了

方会遵循 ＷＴＯ 的 ＳＰＳ 多边协定，确保双方食品安全

消除配额，美国还希望加拿大取消牛奶及奶酪的非

和动植物健康法规透明、科学、公正；另一方面美

关税措施。

国也会在自由贸易区谈判中通过协商解决两国之间

美国国内对食糖准入问题存在较大分歧，食品

突出的 ＳＰＳ 协定双边争端问题，以此推动自由贸易

制造商和食糖生产商各执己见。美国食品制造商希

区谈判中其他敏感议题达成一致。在 ＴＰＰ 谈判中，

望食糖能被包含在 ＴＰＰ 协定中，这样食品制造企业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ＵＳＴＲ） 正在协调双边工作，

能够以低成本获得进口糖并推动美国糖业政策朝市

尝试解决美国与 ＴＰＰ 谈判各国现存的一些 ＳＰＳ 争端，

场化方向改革。食品制造企业集团还列出开放食糖

以期能够促成 ＴＰＰ 协定最终达成。

市场可能带来的利益：一是在增加进口满足国内需

在 ２０１２ 年年初时候，美国农业和食品行业为美

求的同时通过实现美国食糖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提高

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了包括了解决 ＳＰＳ 问题的过

国内市场竞争。二是阻止食品加工行业特别是糕点

程、时间表和解决措施等诸多建议，希望新增规则

加工业的失业。三是食糖出口国外汇增加有利于更

能够“充分实施”或者对所有 ＴＰＰ 国家形成约束。

多进口美国农产品和食品。四是降低美国消费者和

建议主要包括：推动检测体系对等互认、贸易认证

企业食糖消费价格。在美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

协调等贸易便利化措施；新 ＳＰＳ 通报机制；强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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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和风险管理措施的门槛机制等。但是目前来

中相关的条款已经说明了地理标志 （ＧＩＳ） 在保护特

看，美国过去 １０ 年内达成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并没

定地区的独特产品的质量和声誉方面的作用。

有实施新的 ＳＰＳ 争端解决方法，也没有超出 ＷＴＯ 规
定之外的条款。

由于地理标志具有商业价值，欧盟和一些发展
中国家在多哈回合谈判希望在商品地理标志使用上

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的利马回合中，美国贸易代表办

加以更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则认为现有的保护水平

公室提出建立解决 ＳＰＳ 问题的“协商机制”和解决

已经足够。为了抵制欧盟在双边贸易协定中寻求扩

组织易腐坏农产品 ＳＰＳ 壁垒的“快速反应机制”。这

大地理标志受益农产品范围的目标，美国出于自身

一提议获得了 ＴＰＰ 国家中一些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

利益考虑会与欧盟在自由贸易区伙伴的选择上形成

支持。美国农业和食品行业非常希望能将这两项机

竞争，如欧盟与韩国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后，美国

制强制化，认为如果没有强制实施条款，加强 ＳＰＳ

与韩国也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

规则将难以发挥实际作用，但是在提案中这两项机
制都是非强制实施的。

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一些
相关利益集团向 ＴＰＰ 谈判提出建议，希望限制对拥
有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建议对于已与第三方 （如

五、烟草规制问题

欧盟） 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的 ＴＰＰ 国家中获得地理
标志的产品，在名称上应使用包括具体产地和产品

ＴＰＰ 协定中，允许各国公众健康权威部门为保证

名 称 的 复 合 短 语 ， 如 地 理 标 志 “ Ｐａｒｍｉｇｉａｎｏ

公众健康，以科学为基础、非歧视为原则的对于某些

Ｒｅｇｇｉａｎｏ”只应保护顶级巴勿臣芝士，而不应对帕尔

烟草产品进行限制。针对这一问题，美国政府已为食

马奶酪统统加以保护，以免造成混淆。

品和药品监督局 （ＦＤＡ） 预留了政策空间，使其能够
在 ２００９ 年防治家庭吸烟和烟草控制法案下规范烟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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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 ［Ｊ］ ．当代亚太 （１）：３５－５９．
刘重力，杨宏．２０１２．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东亚地区 ＦＴＡ 战略的
影响——
—基于 ＴＰＰ 合作视角的分析 ［Ｊ］ ．东北亚论坛 （５）：
４８－５８．
林至颖．２０１２．中美 ＴＰＰ 博弈 ［Ｊ］ ．中国经济和信息化 （４）：２６．
曲凤杰，朱梦曳，牛桐．２０１２．美国加入 ＴＰＰ 的动因、挑战和影响：
从美国视角分析 ［Ｊ］ ．国际贸易 （９）：３１－３８．
万璐．２０１１．美国 ＴＰＰ 战略的经济效应研究——
—基于 ＧＴＡＰ 模拟
的分析 ［Ｊ］ ．当代亚太 （４）：５９－７３．

美国国会成员担心，提案会损害美国烟草生产商和
香烟制造商的利益，这些企业本想借 ＴＰＰ 协定扩大
出口。反烟草组织则批评提案难以充分保护公众健
康，希望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将烟草控制法案和规
则纳入提案中，并将烟草产品排除在贸易自由化之
外。考虑到美国政府还未与国会议员和利益相关方
就这些关注问题进行咨询和商议，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已经决定推迟提交这份提案。

六、地理标志问题
ＷＴＯ 的知识产权协定以及美国自由贸易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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