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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明确广西柑橘“节本、高效、优质”生产技术体系对东盟国家互补性出口贸易的重要作用，为促进广

西柑橘产业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提供理论参考。【方法】通过调查和试验方法比较分析我国对东盟国家的水果进出口

贸易现状，掌握优势及薄弱环节；结合长期定位田间试验结果，构建适合广西柑橘的“节本、高效、优质”生产技术体

系。【结果】在贸易方面，我国水果与东盟国家水果互补性较强，但柑橘在东盟国家受来自澳大利亚、美国、日本和巴西

的同类别产品直接竞争，产品价格、品质、品牌等优势尚不明显；从贸易量数据观察发现广西柑橘在东盟国家的目标

市场为越南、泰国和马来西亚；以广西凭祥口岸在检验检疫和路网基础方面具有优势，能满足柑橘出口贸易在成本和

时效方面的要求。在广西柑橘生产方面，水肥一体化灌溉技术能同步实现土壤管理和病虫害防治，且成本控制效果

显著；高畦覆膜栽培技术能提高产品糖度，满足海外市场对品质的要求；品牌经营尚未完善，因此产品附加价值有限。

【建议】基于水肥一体优化和高畦覆膜栽培技术建设广西柑橘的“节本、高效、优质”生产技术体系，提升产品价格和品

质优势；通过建设本土自主品牌，提升产品品牌价值，推进广西优质柑橘产业升级发展，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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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quality citrus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Guangxi
based on China-ASEAN fruit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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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Defining the“cost saving，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citrus 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in Guangxi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to the complementary trade between China（Guangxi）and ASEAN，it provided theo-
retical reference for Guangxi citrus industry enhancing the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international market.【Method】Investi-
gation and comparison analysis were combined to study the obstacles in import and export of fruit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to obtain strength and weakness.“Cost saving，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citrus 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suitable for Guangxi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long time field experiment.【Result】In term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e can find the complementary trade in citrus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countries，but citrus were facing direct compe-
tition of similar products from Australia，United States，Japan and Brazil since China（Guangxi）citrus’pricing，brand
value，quality did not have evident competition superiority. China（Guangxi）citrus target markets are Vietnam，Thailand，
as well as Malaysia. Ports in Pingxiang，Guangxi has advantages in inspection and road networks that meet transportation
cost and timeliness requirements for citru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In terms of Guangxi citrus production，integral control
of water and fertilization demonstrated the effective results in soil management and pest control，as well as the cost reduc-
tion in material and labor costs. Plot lamination cultivation technology demonstrated the increase in fruit sugar content that
met the needs of ASEAN market consumers. Brand management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so that added value of citrus was
limited.【Suggestion】Constructing“cost saving，high efficiency，high quality”production technology system of Guangxi
citrus based on integral control of water and fertilization system and the plot lamination cultivation technology，enh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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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近10年来

我国农产品经广西出口至东盟国家的贸易总量和总

额稳步攀升，但柑橘出口自2015年起出现下滑。广

西是我国重要的柑橘生产基地之一，但现行的柑橘

种植管理技术在成本控制和品质管理等方面仍不具

备国际竞争优势。因此，研究广西柑橘的生产、市场

和出口贸易情况，优化种植管理技术对提高整个产

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前人研究进展】郑

风田和李茹（2003）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初期的柑橘

出口贸易研究指出，由于柑橘种植单产不高和品质

较差，导致我国柑橘出口完全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

优势。随着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对外经贸合作的

开放，东盟国家显示出强大的市场潜力，但其在产品

成本控制、产品认证及仓储物流等关键领域存在短

板（吕建兴和祁春节，2011）。我国与东盟国家开展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以互补性贸易为主，但我国农产

品在东盟国家市场受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和日

本等国家同类别产品的直接竞争（吴海文等，2019）。

宋金田和祁春节（2012）调查显示，国内柑橘种植户

对国内外市场行情变化的了解有限，导致选种、生

产、销售等系列问题出现；章家清和张磊（2012）的研

究则指出，我国柑橘生产必须根据目标国市场需求

在品种、品相和口感等方面做出调整；根据国际市场

需求进行柑橘生产，方能将早期的低质低价出口向

高质高价升级转变（齐乐和祁春节，2016）。在柑橘

种植管理技术革新方面，杨培丽等（2014）较早提出

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用于解决柑橘施肥阶段面临

的肥料利用率低、土壤肥力影响大及劳动成本高等

问题；谭宏伟等（2019）的研究结果显示，水肥一体化

种植管理技术能改善柑橘生产在春秋季面临的干旱

和缺水问题，且有利于柑橘的高产高质栽培。此外，

以水肥滴灌模式开展柑橘种植能达到成本控制和质

量管理兼具效果，但所用肥料必须为水溶性肥料，且

所含微量元素呈螯合状态（陆利珍等，2016）；廖东声

和黄山河（2017）研究强调，我国柑橘种植生产前期

需要做好市场调查和宏观调控，中期需要种植技术

满足病虫害控制要求，后期需要依托电子商务开展

营销，从而提升自主品牌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本研究切入点】目前，基于我国对东盟国家贸易尤

其是柑橘出口情况，并结合柑橘种植管理技术研究

产业发展策略的文献较少。【拟解决的关键问题】基

于文献资料及实地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对东盟国家

的水果贸易现状，构建广西柑橘高效优质生产技术

体系，以打造柑橘优质品牌、扩大出口东盟国家水果

市场，在“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中形成国际竞争优势。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思路

首先收集我国水果（含柑橘）经广西主要陆路

口岸出口至东盟国家贸易数据，以及东盟国家进口

柑橘贸易数据，从中研究分析东盟国家柑橘市场的

需求特点及广西柑橘在该市场下的竞争优劣势。结

合团队前期项目田间试验结果分析，就柑橘生产在

成本控制和品质管理两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最后

提出适合广西柑橘产业在东盟国家提升市场竞争力

的发展对策。

1. 2 数据来源

我国对东盟国家水果进出口贸易数据主要来

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总署统计数

据，时间范围为2016—2019年。田间试验数据来源

于项目长期田间定位试验，柑橘长期定位施肥与灌

溉试验样品收集地域范围均位于广西博白县三桦沃

柑扶贫基地，分别设置灌溉和施肥试验共3个处理，

即：传统施肥（N=0.400 kg/株，P2O5=0.215 kg/株，K2O=

0.333 kg/株）不灌溉（A）、优化施肥（N=0.360 kg/株，

P2O5=0.080 kg/株，K2O=0.300 kg/株）（B）、水肥一体

施肥管理（优化施肥+灌溉）（C）。

1. 3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7对10个田间定位试验100个果

品分析结果进行数据处理，主要涉及产量（N=10）、

水果质量（N=100），并以DPS 7.5进行方差分析、LSD

法进行多重比较。

2 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现状及广西
柑橘出口潜力分析

2. 1 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现状

2. 1. 1 互补性贸易为主，但直接竞争仍存在 我

国是东盟国家水果出口的重要市场之一。据中国海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pricing and quality；constructing local brands to increased brand value，promote the upgrade of
Guangxi high-quality citruc industry and raise its competitive strength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Key words：citrus；complementary trade；competitive strength in international market；ASEAN countries；Guangxi
Foundation item：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2018YFD0201100）；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31760368）；Guangx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 Project（2016YM61）；Guangxi Natur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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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总署2019年数据统计，我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食

用水果及坚果产品（在海关商品归类编码体系记为

HS08）贸易总金额达3548235万元，其中，以泰国占

比最高，为64.11%，其后依次为越南17.14%、菲律宾

14.63%（表1）。参照《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的新鲜

水果种类及输出国家/地区名录（2019年4月9日更

新）》信息，我国从东盟国家进口的食用水果产品类

别以热带水果为主，包括了越南的芒果等8种水果、

老挝的香蕉、泰国的罗望子等20种水果、缅甸的龙眼

等8种水果、马来西亚的龙眼等8种水果、印度尼西亚

的香蕉等4种水果、菲律宾的菠萝等4种水果（表2）。

准入的新鲜水果以热带水果为主，但不乏来自泰国

的柑橘等亚热带水果，有些水果以互补性贸易进入

我国市场以丰富当地水果市场，但同类别产品仍将

对本土产品产生竞争。

东盟国家
ASEAN countries
越南 Vietnam
老挝 Laos
柬埔寨 Cambodia
泰国 Thailand

缅甸 Myanmar
马来西亚 Malaysia
新加坡 Singapore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文莱 Brunei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获得我国检验检疫准入的新鲜水果种类
List of fresh fruit species approved by China for admission to market

芒果、龙眼、香蕉、荔枝、西瓜、红毛丹、菠萝蜜、火龙果
香蕉
香蕉

罗望子、番荔枝、番木瓜、杨桃、番石榴、红毛丹、莲雾、菠萝蜜、椰色果、菠萝、人心果、香蕉、西番莲、
椰子、龙眼、榴莲、芒果、荔枝、山竹、柑橘（桔、橙、柚）

龙眼、山竹、红毛丹、荔枝、芒果、西瓜、甜瓜、毛叶枣（后四种水果限定从云南瑞丽、打洛口岸入境）
龙眼、山竹、荔枝、椰子、西瓜、木瓜、红毛丹、菠萝

-
香蕉、龙眼、山竹、蛇皮果

-
菠萝、香蕉、芒果、番木瓜

项目
Item
出口 Export
进口 Import

缅甸
Myanmar
149487
21703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450558
67005

马来西亚
Malaysia
221707
57717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236009
518984

新加坡
Singapore

38044
-

泰国
Thailand
491298

2274659

越南
Vietnam
989566
608167

表 1 2019年我国对部分东盟国家（地区）食用水果及坚果产品（HS08）进、出口金额比较（万元）
Table 1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with ASEAN countries（regions）in edible fruit and nuts（HS08） in 2019（×104 yuan）

表 2 东盟国家农产品准入中国市场信息
Table 2 List of ASEAN’s fresh fruit species approved by China for admission to market

数据来自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
Data from customs statistics of 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China

资料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更新截至2019年4月9日
Source：General Administration of Customs of China. Updated on April 9，2019

2. 1. 2 我国柑橘在东盟国家目标市场明确 我国

出口至东盟国家的水果以亚热带和温带水果为主，

包括苹果、梨和柑橘等。根据UN Comtrade统计，我

国水果及坚果产品出口至东盟的主要贸易伙伴国为

越南（占出口贸易总额34.06%）、泰国（占23.03%）、印

度尼西亚（占16.72%）。其中，柑橘（新鲜、干）产品

（HS0805）集中在越南（占42.69%）、泰国（占18.67%）、

马来西亚（占15.81%）。另外，从指定国家柑橘（新

鲜、干）占食用水果及坚果产品比重来看，文莱占

67%、马来西亚占48%、越南占34%。由此可见，泰国

是我国重要的水果出口贸易合作伙伴国，但因泰国

也生产柑橘，并有进口来自印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的柑橘产品，因此市场竞争较激烈且未来仍存

在较大变化空间。综上所述，我国从东盟国家进口

水果以香蕉、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为主，而我国对

东盟国家出口水果以苹果、梨和柑橘等亚热带和温

带地区水果为主，双边水果贸易以互补性为主。

2. 2 广西进出口东盟国家水果现状分析

根据南宁海关2019年统计，广西对东盟国家进

出口总额达2334.7亿元，占广西外贸进出口总额的

49.7%，东盟国家已成为广西最大贸易伙伴。其中，

鲜、干水果及坚果作为重要的商品之一，依托广西完

善的口岸和物流基础设施，以最便捷和经济的方式

经广西口岸进入我国市场和输往东盟国家市场。

水果的进出口贸易与其他一般商品相比有明

显不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第十四条规定，涉及动植物、动植物产品和其他

检疫货物的进出口贸易，货物需要在海关批准的指

定口岸和地点开展检验检疫。这涉及到指定口岸和

指定监管场地的建设、批准及管理等具体工作。目

前，广西拥有水果入境指定口岸7个，分别是沿边地

区的凭祥友谊关口岸、龙邦口岸、东兴口岸、水口口

岸，沿海的防城港口岸、钦州保税港区，以及空港桂

林两江机场口岸；配套的进境水果指定监管场地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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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建设在防城港口岸、桂林两江机场口岸、钦州保

税港、东兴口岸、水口口岸、龙邦口岸、凭祥友谊关口

岸、凭祥浦寨口岸、凭祥弄尧互市通道及凭祥（铁路）

口岸等地。广西完善的水果进出口海陆空口岸，能

根据每一批次水果的运输成本控制、时效要求、运输

线路要求进行合理的布置。

以凭祥市口岸为例，主要经凭祥市进入我国的

水果产品以热带新鲜水果为主，包括山竹、西瓜、龙

眼、火龙果和榴莲等，易受到运输环境气温和湿度变

化而导致产品腐烂变质，对物流运输的时效性有较

高要求。此外，热带新鲜水果的产品附加价值有限，

因此需要对物流运输成本进行控制，以公路和铁路

为主的陆路交通因此成为此类产品的首选运输途

径。凭祥市市区口岸均符合水果进口的检验检疫要

求，具备开展一般贸易和边境小额贸易的条件。从

2015—2017年凭祥的口岸进出口水果贸易量（表4）

数据观察到，凭祥市自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贸易量

能保持在较高位置。

2. 3 广西柑橘发展困境分析

目前，广西主栽柑橘有砂糖橘、沃柑、金桔、W·

默科特、茂谷柑、南丰蜜桔、脐橙、红美人、桂橙一号

和赣南早等10余个品种。其中，砂糖橘属中熟品种，

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栽培面积最大的柑橘品种，也

是广西第一大柑橘主栽品种，栽培面积约20.00万

ha；沃柑是“坦普尔”桔橙与“丹西”红桔的杂种，由我

国国家果树种质重庆柑桔圃于2004年从韩国济州柑

桔试验场引进，该品种具有树势强健、果实外观漂

亮、品质优良、成熟期晚、果实采收期长（从12月底至

翌年4月中旬），且耐贮运、易栽培及抗逆性强的特

点，是一个优良的晚熟杂柑品种（江东和曹立，

2011），在广西的栽培面积已达6.70万ha；茂谷柑是

宽皮橘与甜橙的杂交种，为我国从美国、西班牙和澳

大利亚引入，广西各地种植表现优质、丰产、肉质脆

嫩、汁多，糖、酸均较高，风味浓，耐贮藏，属优良杂柑

品种，目前该品种在广西种植面积约0.67万ha；

W·默科特也称少核默科特，是茂谷柑的杂种后代，

长势中庸，果实扁平，皮薄、光滑、橙红色，多汁，风味

浓，易剥皮，综合性状好（阳艳华等，2017），目前广西

的栽培面积在1000 ha左右，具有良好的发展潜力；

南丰蜜桔，又称金钱蜜桔、贡桔，是我国宽皮桔类中

的著名良种，迄今已有1300多年栽培历史，其果实

色、香、味、形俱佳，肉质柔嫩、化渣，汁多爽口，风味

浓甜，香气浓郁，享有“桔中之王”的美誉而驰名中外

（胡正月，2002）。另外，红美人、桂橙一号和赣南早

等柑橘新品种正逐渐被广西柑橘果农所认知。

近年来，广西柑橘产业虽然发展势头迅猛，但

由于种植管理技术水平低下，肥料、农膜等物资和劳

力等人工成本上涨，加上柑橘黄龙病危害等问题已

成为制约广西柑橘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其中，

不断上涨的人工成本和物资与服务费用成本对广西

柑橘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尤为显著。据江雷等（2018）

的研究结果显示，2008—2014年广西柑橘生产中人

工成本仅在530~850元/ha，但自2015年开始首次突

破千元大关，达1157.45元/ha，与2008年相比涨幅达

117.66%；且在2016和2017年，人工成本每公顷均维

持在高于千元人民币以上的水平。人工成本过快上

涨已成为广西柑橘出口竞争力不强的主要难题。另

一方面，广西柑橘生产中每公顷物资与服务费用成

本波动很大，最高值和最低值相差高达610.40元，波

动幅度达56.0%。其主要原因是化肥、农药及农用柴

油等农资价格波动大，导致购买费用支出上涨明显；

同时，在施肥和施用农药的过程中，果农不仅缺乏科

年度
Year
2017
2016
2015
合计 Total

山竹
Mangosteen

10.45
12.6
7.11

30.16

西瓜
Watermelon

18.9
19.3
18.1
56.3

龙眼
Longan

19.8
25.0
34.1
78.9

火龙果
Pitaya
47.2
25.1
19.1
91.4

榴莲
Durian
29.88
29.23
22.44
81.55

表 3 2018年中国对东盟国家（地区）食用水果及坚果产品（HS08）、柑橘（新鲜、干）产品（HS0805）出口贸易金额（美元）
Table 3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with ASEAN countries（regions） in edible fruit and nuts（HS08），citrus（fresh and dry）
（HS0805）in 2018（dollars）

出口项目
Export item
HS08
HS0805
HS0805/HS08

缅甸
Myanmar

168277058
56141176

33%

印度尼西亚
Indonesia

490516526
25144952

5%

马来西亚
Malaysia

260325777
124390602

48%

菲律宾
The Philippines

281414845
82824800

29%

新加坡
Singapore
56387459
14461890

26%

泰国
Thailand

675550948
146932051

22%

越南
Vietnam

999219698
335920198

34%

柬埔寨
Cambodia

302171
7739
3%

老挝
Laos

240523
-
-

文莱
Brunei

1459731
980569

67%

数据来自UN Comtrade
Data from UN Comtrade

表 4 2015—2017年广西凭祥口岸自东盟各国进口水果
贸易量（万t）
Table 4 fruit trade volume of Pingxiang port，Guangxi impor-
ted from ASEAN during 2015-2017（×104 t）

资料来源于广西凭祥海关口岸及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
Data from Pingxiang customs por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Guang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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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施用和控制成本的理念，还缺乏相关的技术指导。

比如果农对柑橘不同生长阶段中需要的氮、磷、钾量

无具体计划，存在盲目施用或过量施用的现象；而农

家肥的匮乏及堆肥过程时间较长、堆沤过程中需要

翻堆等繁琐工序，导致果农施用农家肥呈下降趋势，

从而降低了柑橘园土壤的生物活性，进一步加剧肥

料利用率的降低。因此，提高广西柑橘产业中肥料

利用率和降低人工成本是解决广西柑橘出口竞争力

不强的有效途径。综上所述，导入精准施肥技术和

采用轻减化栽培模式可作为提高广西柑橘出口竞争

力的有效技术手段。

2. 4 提高广西柑橘出口竞争力的有效途径

2. 4. 1 精准施肥与轻减化栽培技术体系的构建

图1所示为广西柑橘目前实际生产中普遍采用的常

规技术流程图。由图1可知，柑橘生产过程中从技术

流程（1）至（5）的人工成本和物资成本均难以有效降

低。有望降低物资和人工成本的技术阶段主要集中

在技术流程中的土壤管理、病虫害防治和采收阶段。

尤其是在土壤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阶段降低物资和人

工成本的空间更大。

基于前期项目的开展，谭宏伟等（2019）通过广

西本土的长期定位柑橘田间试验发现，柑橘不同生

长阶段吸收氮、磷、钾的状况如下：花芽分化期每日

吸收N 41 mg/株、P2O5 5 mg/株和K2O 37 mg/株；开

花结果期每日吸收N 59 mg/株、P2O5 8 mg/株和K2O

59 mg/株；果实膨大期每日吸收N 134 mg/株，P2O5

19 mg/株和K2O 175 mg/株。此外，柑橘生长发育过

程中年平均需水量达1187.0 mm。其中，1—12月柑

橘每月需水量介于27.9~182.8 mm，但柑橘花芽分化

期广西正处季节性干旱时期，柑橘种植区降雨量低

于柑橘正常生长所需的水量，导致自然状况下广西

种植区的土壤水分供应难以满足柑橘生长需求。鉴

于此，广西柑橘常规生产中应推广应用优化水肥一

体化技术体系。在遵循柑橘需肥规律及不影响柑橘

产量的前提下，按需施肥，减少肥料的施用量，而降

低柑橘生产中的物资服务成本；同时，减少追肥次

数，从而减少人工成本。以上技术手段有望大幅减

少现阶段广西柑橘生产中土壤管理中所需的物资服

务和人工成本。在病虫害防治和采收阶段，积极采

用目前广西农业领域正广泛应用的无人机喷药技术

和研制新型果实采收机器人，提高管理效率的同时

有助于降低柑橘生产中的物资和人工成本。

2. 4. 2 优质柑橘生产技术的推广 根据东盟国家

对进口柑橘品质的要求及我国绿色食品A类认定标

准，优质柑橘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糖度≥15.0%，

酸度 ≤0.5%，化渣率 ≥85.0%，维生素 C 含量 ≥25.0

mg/100 g；外观质量指标，果径：75~80 mm，单果重

180~220 g，无病斑、无内伤、无果蜡等（谭宏伟等，

2019）。基于上述标准，目前广西柑橘生产中除了积

极选育和采用柑橘优良品种及实施精准施肥和省力

化管理技术外，同时建议推广应用柑橘高畦覆膜栽

培技术（图2），其作用机制简述如下：（1）柑橘园选址

应以有一定倾斜角度的丘陵地为佳；（2）柑橘苗木定

植阶段就采用高畦栽培；（3）结果树果实进入膨大期

时，开始覆盖白色反光地膜。柑橘高畦覆膜栽培技

术主要有以下两个优点：一是利用白色反光地膜增

加太阳光线的漫反射，有助于柑橘果实着色，从而

提高柑橘果实的外观质量；二是人为控制柑橘树体

根际范围内的土壤水分含量，减小降雨的影响和

树体对土壤水分的吸收，从而有利于提高柑橘果实

的糖度。

图 1 广西柑橘生产常规技术流程
Fig.1 Guangxi citrus production flow

图 2 生产优质柑橘的高畦覆膜技术
Fig.2 Plot lamination for high quality citrus production

（1）柑橘实生苗、
嫁接苗和脱毒苗
的繁育

（6）运输与储藏

（2）定植

（3）开花、结果

（4）植株调整（整
枝、修建等） （5）摘花、摘果

（9）土壤管理（施肥、
灌溉、杂草防除等）

（8）病虫害防治
（黄龙病、蚜虫等）

（7）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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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3 打造优质柑橘广西本土品牌 现阶段广西

水果在东盟国家的市场表现存在质量差异和缺乏口

碑的关键问题，广西水果因供货批次不同存在产品

品质差异明显，最终导致零售价格波动和消费者趋

向价格比较的消费行为，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陈立

华，2018）。虽然广西属于全国水果生产大省，水果

产量高，种类和品种多样，但置于全国或国际市场上

的知名水果品牌寥寥无几。这一现象的存在与广西

水果经营企业、种植户等缺乏品牌意识密切相关。

近年来，广西区内部分柑橘生产企业开始重视品牌

建设，并取得了良好成效。如广西乐土生物有限公

司依托玉林市博白县三桦村优良的生态环境建成面

积超过200 ha的优质沃柑生产基地，成功打造了“一

起同柑”的优质沃柑广西本土品牌，并成功进入东盟

国家、俄罗斯及果品品质要求近乎苛刻的欧美市场。

该优质沃柑品牌的成功打造，为同行提供了以下几

点经验：（1）重视科学技术在柑橘生产中的应用。选

择优良的生态环境，推广实施柑橘园的标准化建园、

种植与节本增效管理，确保柑橘果实品质是构建品

牌的第一步。（2）借助中华谐音文化。品牌名称不仅

朗朗上口，易于传播与牢记，且将中华文化理念植入

品牌，树立了与消费者同甘共苦的企业文化形象，也

易引发消费者共鸣。（3）基于电商平台销售。虽然该

品牌的形成仍处于起步阶段，且近年的生产与销售

主要以订单模式进行，但销售效果极佳，销售利润远

高于目前国内传统的销售模式。

3 讨论

本研究基于中国—东盟国家水果贸易现状的

分析发现，我国以进口东盟国家生产的热带水果为

主，且入境口岸主要经广西并销往国内其他地区。

可见，我国与东盟国家间的水果贸易具有极强的互

补性。以柑橘为例，钟勇等（2019）调查发现东盟国

家水果市场对柑橘有较大的需求量；东盟国家柑橘

本土生产规模并不大，但对柑橘有广阔市场消费空

间；从2018年UN Comtrade统计数据来看，东盟国家

进口的柑橘产品主要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日

本和巴西，年进口总量58万t，其中从我国进口22.6万t，

贸易总额达252百万美元，占据第一位；另外，2018年

越南进口我国产柑橘2.8982万t，每吨1078.46美元，

贸易总额达11.6百万美元，系东盟国家中柑橘进口

贸易额最高的国家。

广西作为我国柑橘主产地和连接东盟国家重

要门户的省（区），出口东盟国家市场的潜力巨大（沈

兆敏，2019）。然而，在广西柑橘生产中由于种植户

缺乏科学的技术指导和品牌意识，种植管理技术水

平低下，导致广西柑橘产量偏低、品质差（杨培丽等，

2014）；同时，近年来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和人工成

本上涨，加剧了广西柑橘生产成本的上升，进一步削

弱了广西柑橘的出口竞争力（陈立华，2018）。就广

西柑橘当前的生产模式，本研究发现可能大幅降低

生产成本的环节主要处于土壤管理和病虫害防治阶

段。不断优化的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有利于降低广

西柑橘生产中的物资服务成本和人工成本。此外，

高畦覆反光膜技术的试验性应用能有效提高柑橘的

品质，为树立广西本土品牌奠定品质基础。

4 建议

4. 1 技术推动成本控制和品质管理

广西柑橘生产成本近期呈上升趋势变化，将进

一步压缩生产经营者、出口商乃至海外进口商的利

润空间，而来自泰国本土、印度、美国、澳大利亚、日

本等其他国家的同类别产品势必将柑橘在东盟国家

市场的竞争推向价格战。突破竞争困局和扩大利润

空间是现阶段广西柑橘生产者亟待解决的核心问

题。打造广西柑橘“节本、高效、优质”生产示范基

地，在水肥一体化生产技术驱动下，不断优化人工、

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成本，并将柑橘品质进一步提

升；依托生产示范基地的种植示范性作用，稳步推进

广西全区的柑橘水肥一体化种植技术，促进整个产

业升级。

4. 2 自主品牌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柑橘水肥一体化等先进种植技术能在短期内

提升产品竞争优势，但从产业中长期发展布局看，自

主品牌建设才能为产品生产经营者获得更多市场消

费者的肯定，并将产品从成本定价向价值定价升级

转变。广西柑橘的本土品牌已经在俄罗斯等地区获

得市场的认可，即消费者对指定地区、厂商、产品和

服务等商品延申信息的认可，且能在同类产品中脱

颖而出，并稳定占有市场。当下东盟国家对柑橘产

品的需求旺盛，但在市场中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

的价格战，则需要从自主品牌经营开始。品牌国际

化包括了商标名字注册、包装设计、物流配套服务、

售后服务、产品营销渠道管控及市场营销宣传策划

等关键任务，广西柑橘生产经营者需要与地方文化

和旅游等产业相融合，建立自主品牌和品牌价值，方

能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优势，并为“一带一

路”发展合作贡献广西力量。

谭俊杰等：基于中国—东盟水果贸易的广西优质柑橘产业发展策略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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