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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中国进口发展报告》运用大量的数据，针对进口博览会不同展区产
品、重点进口产品、重点进口国家和贸易新业态进行了基础性、系统性、全面
性的统计分析。本报告主要包括总报告、理论篇、专题篇和政策篇四个部分。
理论篇包括中国积极扩大进口助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推
动全球自由贸易发展两个部分。专题篇包括九个专题，分别是新中国 70 年中国
进口发展历程、中国汽车产品进口、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中国科技生活产品
进口、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中国农产品进口、中国
从美国的进口、中国从欧盟的进口。
1、新中国 70 年中国进口发展历程
在 1950-1978 年期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济百废待兴，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和封锁政策，我国进口贸易规模十分有限，1950 年中
国进口总额只有 5.83 亿美元。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和
贸易往来，大力拓展与广大亚非国家的经贸活动，在新中国政府的积极努力下，
到 1978 年，中国进口总额突破了 100 亿美元，达到了 108.93 亿美元，是 1950
年的 18.68 倍。随着中国进口总额的增长，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
及排名并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出现了小幅下降。1950 年，中国进口总额为占
世界进口总额的 0.91%，位居全球第 27 位；而到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进
口份额下降为 0.82%，进口排名下降到第 29 位。1978 年，美国、德国、英国三
个发达国家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分别达到了 13.70%、8.96%和 5.58%，
分别约为中国当期水平的 17 倍、11 倍和 7 倍；日本和俄罗斯等亚洲周边国家的
进口份额已经达到了 5.88%和 3.72%，远高于中国的 0.82%；除此之外，中国甚
至不及拉美发展中国家巴西（1.11%）和委内瑞拉（0.86%）。钢材、谷物、原
油、原木、棉花、天然橡胶、纸浆等商品始终是这一时期中国核心进口商品。
在 1979-2018 年期间，中国进口规模明显增长，逐步跻身于世界进口贸易大
国之列。1979 年，中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不足 1%，中国进口份额
排名仅位列全球第 24 位。中国进口贸易的跨越式增长始于中国入世之后。在改
革开放之后至中国入世前这一时期内，中国进口总额虽然有所增长，但增长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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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较小，到 2001 年中国进口总额仅为 2435.53 亿美元，约为 1979 年的 15 倍，
在 1979-2001 年间中国进口贸易表现为平稳增长的态势。然而，自从 2002 年开
始，中国进口总额开始呈现出指数增长的态势，这一时期中国进口贸易开始跨越
式增长。自从 2013 年开始，中国进口占世界进口的份额大致维持在 10%左右，
虽然不及美国（约为 13%），但远高于同时期其他国家。2018 年，中国进口总
额大约是 2001 年的 9 倍，大约是 1979 年的 136 倍，大约是 1950 年的 3663 倍。
1983 年跻身世界前二十大进口国，并于 1999 年跻身世界前十大进口国，迅
速由 2002 年的第六位提升至 2003 年的第三位，中国成为继美国和德国之后全球
第三大进口国，也是第一大发展中国家进口国。2009 年，中国进口额超过德国，
首次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进口国，其后多年间，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进
口国的地位。
中国进口来源国分布由集中于发达国家逐步转变为向发展中国家扩展。从进
口份额来看，1979 年中国约有七成的进口来自于前十大发达国家，相比而言，
中国从前十大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比却不足 10%。然而，到 2018 年，中国从前十
大发达国家进口份额从 1979 年的 69.72%下降到 30.1%；与此同时，中国从前十
大发展中国家进口占比却由 1979 年的 9.26%提升至 28.13%。
中国进口来源地的数量持续增加，几乎涵盖全球所有国家。1979 年中国进
口贸易伙伴主要涉及全球 42 个国家和地区，中国约有一半进口来源于前三大进
口来源国，即日本、美国和德国。随着改革开放步伐加快，中国进口来源地的范
围不断拓展，到 2018 年，中国进口来源地已涵盖全球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与
此同时，中国从韩国、日本、美国三大进口来源国的进口份额下降为 29.8%。
中国进口贸易主体分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 1981 年，我国国有企
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进口比重分别为 99.19%、0.46%和 0.35%，中国进口贸
易主体分布极为不平衡，国有企业几乎垄断了中国进口贸易。到 2018 年，中国
进口贸易主体分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外资企业成为第一大进口主体，进口
比重为 43.72%；私营企业等其他类型企业进口占比次之，为 30.63%；而国有企
业进口占比最低，约为 2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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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汽车产品进口发展
在 2001-2017 年期间，中国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进口规模总体上
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2001 年中国汽车产品进口规模为 42.1 亿美元，到 2017
年增长至 755.3 亿美元，2017 年是 2001 年进口规模的 18 倍左右，年均增长率为
18.51%。其中，从 G7 集团的进口汽车产品的增幅相对较快，由 2001 年的 29.5
亿美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617.7 亿美元，增长了近 20 倍。中国从 G7 国家进口汽
车产品占中国汽车产品进口总额的比值从 2001 年的 70.1%增长到 2017 年的
81.9%。
从 G7 集团内部结构来看，在 2001 年，中国主要从日本、德国进口汽车产
品，进口规模分别占中国汽车产品进口总额的 31.8%和 25%，中国从美国进口汽
车产品的份额仅占 5.7%。在 2017 年，中国主要从德国、日本、美国进口汽车产
品，进口规模分别占中国汽车产品进口总额的 31.2%、18.6%、18.5%。可见，中
国从美国进口汽车产品的份额在大幅度提高。
从中国自 G7 集团进口汽车产品占 G7 集团汽车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来看，
2017 年比 2001 年也有较大幅度提高，比值从 0.8%增长到 8.6%，说明 G7 集团
对中国市场出口汽车产品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提升。
在 2017-2018 年期间，中国从德国进口宝马、保时捷和奥迪的数量增幅显著，
从德国进口的其他两大品牌奔驰和大众略有下降；日本品牌汽车整体进口量有所
增加，雷克萨斯的增长幅度大于丰田的下降幅度；2018 年美国林肯下降幅度明
显，同比下降超过 30%。
3、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发展
从高端装备产品进口规模来看，历年来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规模总体呈现
上升的发展趋势。在包括集成电路的口径下，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规模从 2007
年的 1550.59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3251.87 亿美元，是 2007 年的 2.10 倍；在
不包括集成电路的口径下，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规模从 2001 年的 82.42 亿美
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445.08 亿美元，是 2001 年的 5.4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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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高端装备产品的进口来源地结构来看，美国一直是中国高端装备产品
进口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历年中国从美国进口高端装备产品的规模占中国高端
装备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均介于 30%-40%之间。其次，法国、德国、日本属于
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中的第二梯队进口来源地，在 2017 年，三者合计占到中
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总额的 43.31%；此外，中国台湾、韩国、意大利、瑞士、
英国、巴西属于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的第三梯队进口来源地，在 2017 年，这
几个地区合计占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总额的 9.67%。
从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的地区结构来看，在 2018 年，中国高端装备产品
进口规模最大的前五大地区分别为天津市、上海市、广东省、北京市、江苏省，
进口规模分别为 159 亿美元、78 亿美元、66 亿美元、41 亿美元、38 亿美元，其
占中国高端装备进口的份额分别为 31.52%、15.39%、13.06%、8.16%、7.60%。
这五个地区占中国高端装备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为 75.71%，显现出较大的区域
集中度特征。
4、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发展
从进口总额来看，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总额由 2001 年 41.5 亿美元增长至
2017 年 278 亿美元，2017 年约为 2001 年的 6.7 倍。从科技生活产品进口在中国
进口总额中的地位来看，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份额不足 2%，始终处于低位。
从中国在世界科技生活产品进口总额中的地位来看，2017 年中国科技生活商品
进口总额占比大约 7.6%。
从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总额增长的来源来看，科技生活产品包括消费电子
产品和生活电器产品两类，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增长主要由消费电子产品的增
长推动的，而不是生活电器产品。从 2001 年到 2017 年，中国消费电子商品进口
增长迅速，由 2001 年的 37.0 亿美元增长至 2017 年的 255.4 亿美元，中国科技生
活产品进口总额中约有 90%以上为消费电子商品。
2001 年，中国科技生活产品前十大进口国家均为发达国家，中国自美国进
口的科技生活产品占比高达 24.6%，中国自日本、德国和英国进口的科技生活产
品占比均处于 10%左右。到 2017 年，以越南、韩国、泰国为代表的七个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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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居于中国科技生活消费品前十大进口来源国行列，其中，中国自越南进口的
科技生活产品进口占比高达 36.6%，中国自韩国和日本进口的科技生活产品进口
占比分别为 17.1%、12.6%。
从 2001 年到 2017 年，中国自 G7 集团进口的科技生活产品占比由 65.3%下
降为 17.4%，大约下降了 48 个百分点。到 2017 年，中国科技生活产品进口来源
国主要集中在中等收入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一带一路”国家，其中，“一带
一路”国家占中国科技生活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达 50.7%。
5、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发展
自从 2001 年以来，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总体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
中国高技术产品整体进口规模从 2001 年的 736 亿美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6219 亿
美元，增长了 7.5 倍，年均增长率为 13.38%。
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来看，2001-2017 年中国高技术制
造业产业进口份额基本维持在 28.20%-38.57%之间。其中，在 2006 年，中国高
技术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达到历史最高，为 38.57%，2017 年，中国高技
术产品进口占中国总进口份额为 33.73%。
从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来看，在 2001-2017 年期
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的额份总体呈现大幅度上升的趋
势。在 2001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仅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 5%，到
2017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世界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已提升至 16.15%。
从高技术进口产品的最终用途来看，在 2001-2017 年期间，中国高技术产品
进口一直以中间品和资本品为主，两者之和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的 95%
以上，高技术消费品进口占高技术产品进口的份额不足 5%。具体来看，在
2001-2017 年期间，中国高技术消费品进口规模从 16 亿美元增长到 266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为 17.98%，但是其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仅维持在 5%左右；中
国高技术中间品进口规模从 464 亿美元增长到 4216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13.86%，其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高达 65%左右；高技术资本品进口规模
从 257 亿美元增长到 1734 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 11.88%，其占中国高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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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份额为 30%左右。
从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来源地结构来看，中国台湾和韩国是中国高技术产
品进口的主要进口来源地。在 2001-2017 年期间，中国从中国台湾进口高技术产
品的规模得到大幅度提升，进口规模排名从 2001 年中国的第四大高技术产品进
口来源地，到 2017 年上升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 年的进口规模是 2001 年
的 20.22 倍，年均增长率为 19.35%。与此同时，中国从韩国进口高技术产品的规
模也得到了大幅度增长，在 2001-2017 年期间，韩国从中国的第五大高技术产品
进口来源地上升为第二大，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从 55 亿美元增长到 805 亿美元，
是 2001 年的 18.72 倍，年均增长率为 17.10%；高技术产品进口占中国高技术产
品进口的份额从 7.84%增长到 17.65%，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从 2.14%增长到
5.23%。以美国、日本为首的发达国家，由于长期对华高技术产品进行出口管制，
使得中国在 2001-2017 年期间从美国、日本进口的高技术产品规模增长幅度较低、
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份额和占中国总进口的份额出现明显下跌的趋势。
从具体行业来看，2017 年，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规模最大的大类行业是电
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进口总额为 3932 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
63.23%，占中国总进口的 21.32%，进口规模是 2001 年的 10.32 倍，在 2001-2017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14.72%；其次进口规模最大的高技术行业为医疗仪器设
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进口总额为 1155 亿美元，占中国高技术产品进口总额的
18.57%，占中国总进口的 6.27%，进口规模是 2001 年的 9.96 倍，在 2001-2017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为 14.48%。
6、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发展
从进口总额来看，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由 2001 年的 26.5 美元增长
至 2017 年的 300.8 亿美元，2017 年大约为 2001 年的 11.35 倍。从变化趋势看，
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贸易总额总体表现为稳步上升的态势，特别是加入 WTO
后，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持续高速增长。虽然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
年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小幅下降，但 2009 年之后稳步持续增长。
与国际相比，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处于较低水平。虽然中国品质生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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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进口总额有所增长，但是，品质生活消费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以及中
国在世界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贸易中的地位均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而言，从品质
生活消费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占中国进口总额
的比例总体保持不变，在 2001 年至 2017 年间始终维持在 2%以下的较低水平，
与世界总体水平（6%以上）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中国在世界品质生活消费品
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来看，中国占世界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的比例由 2001 年
的 0.5%增长至 2017 年的 2.4%。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品质生活消费进口占比
明显低于 G7 集团；与金砖国家相比，虽然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占比略高于
印度，但与其他金砖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主要来源于发达国家。在 2001-2017 年期间，中国
品质生活消费品自发达国家进口占比由 50.4%增长为 68.3%，增长了近 18 个百
分点。2017 年，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来源国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高收入
国家、OECD 国家，其中，中国从 G7 集团进口的品质生活消费品占比高达 36.1%。
此外，中国从“一带一路”国家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占比的增幅显著，由 2001 年
的 10.8%增长至 2017 年的 25.8%，增长了 15 个百分点。
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的主要进口商品为服装服饰及配件和美妆日化。2017
年，服装服饰及配件类消费品进口总额占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的比例高
达 20.8%，是品质生活消费品中第一大进口商品；美妆日化类消费品次之，进口
占比为 20.1%。从变化趋势来看，我国服装服饰及配件的进口占比有所下降，由
2001 年的 41.8%下降为 2017 年的 20.8%，而美妆日化类消费品进口占比则呈现
上升态势。此外，2017 年，我国母婴用品、家具及家居用品的进口占比均在 10%
以上。
中国各类品质生活消费品在世界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从 2001 年至
2017 年，除玩具类商品外，中国各类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占世界此类商品
进口总额的比例均有所增加。其中，中国母婴用品和美妆日化用品进口总额占世
界此类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由 2001 年的 0.7%和 0.6%增长至 2017 年的
17.5%和 5.4%。总体而言，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在世界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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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提升。
“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除美
妆日化和宠物食品外，“一带一路”国家在中国各类品质生活消费品进口总额中
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其中，鞋、饰品以及服装服饰及配件的进口占比增长迅速，
分别由 2001 年的 26.6%、8.7%和 5.6%增长至 2017 年的 75.5%、62.6%和 51.0%，
增长幅度十分明显。
越南跃升为中国服装服饰及配件类消费品第一大进口来源国。中国美妆日化
类消费品主要进口来源国是韩国、日本和法国。从进口总额来看，2017 年韩国、
日本和法国是中国美妆日化类消费品的主要进口来源国，中国从上述三个国家进
口的美妆日化类消费品占中国同类商品进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28.1%、19.9%和
15.3%。
7、中国农产品进口发展
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与进口数量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变化趋势。从进口总额
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由 2001 年的 136.85 亿美元上升到 2018 年的 1770.62
亿美元，2018 年约为 2001 年的 12.94 倍。从进口数量来看，2001 年农产品进口
总量为 3700 万吨，2018 年是 2001 年的 5.24 倍，达 1.94 亿吨。
从贸易差额来看，中国农产品贸易自 2003 年开始出现逆差，且贸易逆差在
逐年拉大。2004 年农产品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后，贸易逆差不断扩大。贸易逆
差由 2004 年的 48.38 亿美元扩大到 2018 年的 736.25 亿美元，2018 年的贸易逆
差是 2004 年的 15.22 倍。
从中国在世界农产品进口贸易中地位来看，中国在世界农产品进口贸易中处
于重要地位。从 2001 年到 2018 年，中国占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份额由 2.57%
上升到 8.41%，2018 年约为 2001 的 3.27 倍。从农产品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份额
来看，农产品进口在中国进口贸易中的地位相对较为稳定。从 2001 年到 2018
年，农产品在中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基本维持在 7%-8%左右。
从中国在世界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排名来看，中国自入世以来农产品进口贸易
地位不断提升。整体来看，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排名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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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从 2001 年到 2011 年，进口排名基本持续提升，到 2011 年进口排名位居第二；
第二阶段从 2012 年到 2017 年，这期间我国一直稳定保持第二大农产品进口国的
地位。可见，作为农产品进口大国，我国为世界农产品贸易作出了重要贡献。
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泰国和越南在 2001 年和 2018 年都位列我
国农产品前十大进口来源国，说明上述六个国家是我国主要农产品贸易伙伴国。
2018 年中国从 OECD 国家进口农产品的总额是 2001 年的 9.56 倍。2001 年，美
国是我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我国从美国进口农产品总额占到我国从全部
国家进口农产品总额的 18.35%，这一比例在 2018 年下降到 10.79%。2018 年，
我国第一大农产品进口来源国变为巴西，从巴西的进口份额由 2001 年的 4.79%
扩大到 21.63%。我国自“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农产品总额增势强劲，2018 年从
“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农产品总额达 381.45 亿美元，2018 年是 2001 年的 14 倍。
我国从“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农产品总额占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由 2001
年的 20.27%增加到 2018 年的 24.94%。
8、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发展
在 1992-2018 年期间，中国从美国的进口规模逐渐扩大，按照增长速度可以
分为三个阶段：（1）1992-2001 年：缓慢增长阶段。1992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
规模仅为 89.01 亿美元，2001 年增长到 262.17 亿美元，2001 年是 1992 年的 3
倍，在此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年均增长 12.75%。（2）2002-2014 年：高
速增长阶段。在此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以年均 15.89%的增长速度快速扩
张，在 2010 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2014 年中国从美国进口规模高达 1600.65 亿
美元，2014 年是 1992 年的 18 倍，是 2002 年的 6 倍。（3）2015-2018 年：回调
阶段。2015 年开始，中国从美国进口增速下滑，但 2017 年和 2018 年又恢复增
长态势，进口增速分别为 14.3%、0.42%。总体而言，在 1992-2018 年期间，中
国从美国进口规模以年均 11.62%的速度快速增长，从 1992 年的 89.01 亿美元上
升到 2018 年的 1550.96 亿美元，2018 年的进口规模是 1992 年的 18 倍左右。
美国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从 1992 年的 813 种增加到
了 2001 年的 1003 种后又增加到 2017 年的 1040 种。与 1992 年相比，2017 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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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增加了 227 种。与 2001 年相比，2017 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增加了 37 种，其中具有一般比较优势的产品增加了 27 种，具有较强比较优势的
产品减少了 5 种，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的产品增加了 15 种。但是，从美国进口占
中国总进口的占比来看，在 1992-2018 年期间，中国从美国进口占中国进口总额
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11.05%下降到 2018 年的 7.26%。
9、中国从欧盟的进口发展
在 2001-2018 年期间，中国从欧盟货物进口总额大幅度提高。具体而言，中
国从欧盟的进口贸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在 2001-2011 年期
间）是中国从欧盟进口的高速增长阶段，第二阶段（在 2012-2014 年期间）是缓
慢增长，第三阶段（在 2015-2018 年期间）是回调阶段。总的来看，在 2001-2018
年期间，中国从欧盟进口总额自 2001 年的 357.1 亿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2735.3
亿美元，年均增长 12.72%，2018 年是 2001 年的近 8 倍。
欧盟产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数量从 2001 年的 1447 种增加到
了 2017 年的 1730 种，占全部 3116 种进口商品的 55.52%，即一半以上的进口商
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体来看，15 种非农业型初级商品在中国市场
具有比较优势，202 种农业型初级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97 种金属类制
成品具有比较优势，68 种农业资源型制成品具有比较优势，162 种其他资源类制
成品具有比较优势，36 种低技术商品具有比较优势，153 种中低技术商品具有比
较优势，215 种中等技术商品具有比较优势，303 种中高技术商品具有比较优势，
342 种高技术商品具有比较优势，133 种特高技术商品具有比较优势。
在 2001-2018 年期间，中国从德国进口规模逐年增加。中国从德国进口规模
从 2001 年的 137.72 亿美元增加到 2018 年的 1063.3 亿美元，2018 年是 2001 年
的近 8 倍，年均增长 12.78%。2018 年，德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额为 1105.02
亿美元，仅次于美国（1343.89 亿美元）和法国（1242.23 亿美元），比荷兰（995.74
亿美元）多 109.28 亿美元。
在 3116 种进口商品中，德国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共计 1115 种，
占中国从德国进口全部商品种类的 35.79%，这表明我国从德国进口的超过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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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的商品在中国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具体而言，64 种农业型初级商品在中
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7 种非农业型初级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81 种金
属类制成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38 种农业资源型制成品在中国市场具有
比较优势，127 种其他资源型制成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6 种低技术商品
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48 种中低技术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123
种中等技术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228 种中高技术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
比较优势，305 种高技术商品在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108 种特高技术商品在
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
10、中国跨境电商进口发展
虽然跨境出口电商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跨境进口电商的交易规模远远小于跨
境出口电商的交易规模，但是，国内消费的升级以及不断扩大进口的政策都推动
着跨境进口电商的发展，跨境进口电商交易规模日益提升。我国跨境进口电商的
发展可以划分为以下两个阶段：第一，缓慢增长阶段。2000-2011 年期间，我国
跨境进口电商的交易额从 2 亿元增长为 1500 亿元，跨境进口电商交易额占进口
总额的比重从 0.01%上升为 1.33%，增长较为缓慢。第二，迅速增长阶段。2012
年，跨境进口电商平台开始出现，这极大地促进了跨境进口电商的发展。
2012-2017 年期间，跨境进口电商交易额从 2400 亿元增长为 17600 亿元，跨境进
口电商交易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从 2.09%上升为 14.1%，增长较为迅速。特别是
2018 年，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召开为跨境进口电商释放出更多的政策红
利，跨境进口电商的交易规模达到 19000 亿元，其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达到 13.49%。
跨境进口电商最初是从个人代购时代发展起来的，起初几乎所有跨境电商平
台都是 C2C 模式。随着跨境进口电商方面的政策越来越规范，为满足国内消费
者多样化的需求，一些规模较大的 B2C 平台逐渐合并了一些 C2C 平台，B2C 模
式的平台开始处于主导地位。2017 年，B2C 模式所占比重为 64.4%，C2C 模式
所占比重下降为 35.6%。跨境进口电商的市场份额由少数几家主流的跨境进口电
商平台主导，前 5 家跨境进口电商平台（包括网易考拉海购、天猫国际、唯品国
际、京东全球购、聚美极速免税店）的市场交易额占跨境进口电商平台总交易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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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84%，跨境进口电商发展的寡头效应开始显现。
发达国家是跨境电商进口的主要来源地。2017 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前十
大贸易伙伴国分别是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德国、新西兰、荷兰、英国
和中国香港。2018 年，中国 39.9%的跨境电商用户会选择购买日本的产品，36.2%
的用户会选择购买美国的产品，30.6%的用户会选择从韩国购买产品，28.9%的
用户选择从法国购买产品，25.9%的用户会选择购买澳大利亚的产品。综合来看，
目前，日本、美国、韩国等发达国家是我国跨境进口的主要来源地。截止到 2018
年，我国跨境进口电商的用户规模已经增加到 8850 万人。未来可以预期，我国
跨境进口电商的用户人数将低速增长。
11、中国积极扩大进口的政策建议
新时代中国主动扩大进口，围绕着“稳规模、优结构、提质量、防风险”四
大目标，应具体采取以下政策措施：（1）持续办好进口博览会，为中国进口发
展提供高水平的国际公共平台；（2）大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
进口发展开辟新局面；（3）加快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为中国进口发展拓展
新路径；（4）不断深化多双边合作，为中国进口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5）大
力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为中国进口发展提供新动力；（6）推动形成强大
国内市场，着力扩大中国进口潜力；（7）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中国进口
发展提供制度保障；（8）加快缓解融资难融资贵，为中国进口发展提供金融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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