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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管窥

在乳制品市场上，奶酪正处于
“明星”赛道。

来自尼尔森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液态乳品市场零售额
同比增长9%，婴幼儿及成人配方奶
粉市场零售额同比增长7.7%，奶酪市
场零售额同比增幅则高达35.3%。

根据欧睿咨询的统计数据，2015
年至 2020年，中国奶酪行业市场规
模复合年均增长率超过20%，远超乳
制品零售市场整体4%的增速。2020
年，我国奶酪行业市场规模达到
88.43亿元，同比增长22.72%。

“作为乳业的细分赛道，奶酪产
业近年来迎来了黄金发展期。”中国
农垦乳业联盟专家组组长宋亮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未来 5至 10年，中国奶酪行业市场
规模还会不断增长，有很大发展空
间。他预计，到2030年，中国奶酪年
消费量有望翻一番，将从目前的 25
万吨至30万吨增长到60万吨。

对于奶酪产业，中国奶业协会
名誉会长高鸿宾在 2021 中国奶酪
发展高峰论坛上评价说，奶酪产业
能调剂中国奶业供需，调整中国奶
业自给能力。奶酪的生产可以满
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中国奶酪基本不出口，主要从
新西兰、澳大利亚、欧盟、美国等国
家和地区进口，且进口量近年来持
续攀升。2019年，我国奶酪进口量
为11.49万吨，同比增长6%；2020年
奶酪进口量 12.93 万吨，同比增长
12.5%；2021 年前 5 个月，奶酪进口
量为8.27万吨，同比增长66.4%。

为什么进口量持续增长？“这
是因为随着健康饮食的观念深入
人心，中国在餐饮、烘焙以及再制

奶酪等方面需求量非常大。”宋亮
分析说。

从 2020年的数据来看，烘焙餐
饮渠道奶酪消费占 70%，零售渠道
占 30%。值得关注的是，奶酪零食
化成为新消费趋势，特别是儿童奶
酪类、奶酪休闲零食创新品类增
多，如冻干奶酪、膨化奶酪等。

妙可蓝多以一根奶酪棒，创造
了一个百亿元市场的神话。

“中国的奶业振兴将在 2025年
全面达成”。蒙牛总裁、妙可蓝多
董事长卢敏放说，他们将完善产品
结构，做强奶酪等干乳制品。用通
俗的话讲，即从喝牛奶转向吃牛
奶，这可能给中国的产业链乃至全
球产业链带来深刻影响。

光大证券预计，2021年国内低
温奶酪棒市场规模将达84亿元，增
速为134%至141%。

行业数字的不断增长，意味着
无限商机。

根据天眼查数据，目前，我国
经营范围含“干酪、奶酪、芝士”的
企业超 1100 家。我国奶酪相关企
业 2019 年注册量超过 250 家，2020
年超过180家。

除了蒙牛、伊利、光明等传统

乳企大力发展奶酪产业外，新锐品
牌也在资本的助力下快速发展。
成立于2019年7月的妙飞江苏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6月获得
经纬中国A轮投资，同年 12月完成
近亿元B轮融资。

处于“明星”赛道的奶酪市场，
同样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外企业。在
今年的进博会上，恒天然集团带来
了新西兰顶级奶酪——卡蓓蒂特制
干酪，还有伊丹红波奶酪、科尔比奶
酪、马苏里拉奶酪等，并作为原料供
应商与妙可蓝多等企业签下合约；
以色列特鲁瓦集团带来了国民奶酪
艾丹姆，还展示了即食奶酪片和表
层融有奶酪涂层的烤面包等。

对此，一些人士担忧，相比国产
奶酪，进口奶酪历史悠久、品质较
高、价格较低，并掌握核心技术和原
料，因此很有可能冲击国产奶酪。

宋亮认为，在国内目前奶酪行
业餐食奶酪、原料型奶酪端，国际
乳业巨头恒天然依旧凭借其价格
优势和对中国市场的长期深耕占
据绝对的主导权。而在再制奶酪
和奶酪零食板块，已经涌现出能和
外资对标的本土品牌，初步形成了
良好的竞争格局。

恒天然大中国区首席执行官
周德汉认为，奶酪市场足够大，可
以通过产品差异化去区分不同消
费者的不同需求。

还有业内人士认为，洋奶酪在
历史、价格、原料等方面确实有优
势，但是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很
难深入研究中国人的口味。而且，
中西方在奶酪的口感、文化等方面
存在巨大的认知差距，如果洋奶酪
固守传统，恐怕也很难被中国消费
者接受。

“目前，许多消费者还不太习
惯奶酪的风味，再加上受原奶价格
高等因素影响，建议适度发展原制
干酪，重点发展再制干酪。”中国乳
制品工业协会原理事长宋昆冈告诉
记者，可以在口味和形态上进行创
新，比如添加麻辣味、牛肉味、鸡肉
味、葱香味、蒜香味、五香味等风味
原料，以适合国内消费者的口味，在
形态上可以是片状、棒状、酱状等。
另外，建议发展食品配料干酪，这在
餐饮、烘培等领域用量较大。

对于奶酪行业企业未来的发展，
宋亮建议，中企应加大力度投资布局
海外奶源，以保障未来能够提供低成
本、具有议价能力的供应体系。

奶酪产业“黄金时代”来了
■ 本报记者 江南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简 称
“WTO”）20年来，我国农业参与国
际竞争的程度不断加深，农产品贸
易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第一大农
产品进口国和第五大农产品出口
国。与此同时，农产品进口对相关
产业的冲击日益明显，由于中国农
产品平均关税只有 15.1%，不足世
界平均水平的 1/4，对保护国内相
关农业产业而言关税防火墙功能
逐步弱化。农业贸易救济作为一
种有效的贸易政策工具，可以防止
WTO 成员间因不公平竞争、转嫁
危机或过度进口而对成员内部经
济造成冲击，成为各国防范农业贸
易风险、保护和提升竞争力、维护
核心利益而设置的“安全阀”和“防
洪堤”。入世后，我国在完善贸易
救济法律法规、农业产业损害监测
预警机制建设、提升农产品贸易救

济立案和出口应诉能力等方面取
得了长足进步，在对美贸易摩擦、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产品贸
易高质量发展等重点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一、贸易救济法律法规不
断健全

入世后，我国国内农业贸易救
济法律法规不断健全。2001 年 11
月，“两反一保”条例（《反倾销条例》

《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颁
布，规定凡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反
补贴、保障措施案件的国内产业损
害调查“由商务部会同农业部进
行”。《对外贸易法》中贸易救济相关
规定也进行了修订，新增第七章“对
外贸易调查”和第八章“对外贸易救
济”。涉及贸易救济相关规章和操
作细则 20 多个，涉及立案、抽样调

查、问卷调查、听证会、实地核查、产
品范围调整、信息查阅和披露、价格
承诺、期中复审、产业损害调查、执
行WTO贸易救济争端裁决等多个
方面。

二、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
警体系不断完善

为有力维护国家农业产业利
益，切实履行职责，农业农村部于
2007年建立农业产业损害监测预警
体系，在部、省（区、市）和县（旗）三
个层面开展监测预警工作。体系涵
盖 23 个省（区、市）的 27 个省级部
门、5个农业行业协会和1家科研院
所，设立了108个监测点，监测品种
包括粮、棉、油、糖、肉、水产品、乳
品、水果和咖啡等 9大类 21种重要
农产品。自该体系建立以来，监测
预警分析报告为多起涉农产品贸易

救济案件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
用，顺利推动相关案件立案调查和
裁决工作。2021年，农业农村部成
立农业贸易预警救济专家委员会，
监测预警体系建设更趋完善。

三、贸易救济措施使用更
加灵活多样

截至目前，我国共发起了 17起
涉农贸易救济调查案件，包括马铃薯
淀粉、白羽肉鸡、干玉米酒糟、葡萄
酒、食糖、高粱和大麦等7类农产品，
其中12起最终裁定采取贸易救济措
施，涉案金额近百亿美元。2016年发
起了第一起保障措施——食糖保障
措施。食糖产业作为扶贫产业，是
23个国家脱贫攻坚重点县、19个省
级脱贫攻坚县和6个边境县的支柱
产业，涉及蔗农2000多万人，相关产
业工人10多万人，措施的最终实施

对实现2020年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具
有重大意义。

四、出口应诉能力不断加强

我国遭遇其他国家或地区发起
的农业贸易救济案件也在不断增
多，由入世前的16起增至入世后的
61起，涉案品种主要为水果、蔬菜、
水产品等优势特色农产品，大蒜、蘑
菇、冷冻暖水虾等产品被多国反复
调查且长期采取措施。我国在对外
应诉过程中的磋商能力也在不断增
强，61起案件中有23起最终无措施
结案。在执行措施的案件中，在相
关部门的指导和帮助下，一些优秀
企业积极抗辩，获得了较为有利的
裁决结果，争取到了相对较低的实
施税率。

（来源：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
进中心）

中国入世二十周年农业大事记之五

入世以来我国开展了哪些农业贸易救济实践？
■ 田甜

中国炼油行业
努力减碳提质

本报讯（记者 刘国民）在
11月23日举行的“炼油行业数
据解读及 2022 年发展趋势分
析”直播中，卓创资讯高级分析
师赵梦瑶分析了当下中国炼油
业的现状和转型创新情况。

赵梦瑶分析说，2017年至
2021年间，独立炼油厂快速发
展，其产能占比逐步提升，原油
使用权下放，多个炼油一体化
项目加入，炼油行业整体规模
提升，炼油行业综合能力提
高。从油品质量看，油品质量
标准已达世界先进水平。受
油品质量升级、原油使用权下
放、柴油消费放缓等因素影
响，中国炼油企业产品结构进
一步优化。

近年来，石油加工环节实
现低碳转型任务较重，产能整
合势在必行，中国炼油行业格
局将重新洗牌。据赵梦瑶介
绍，2015 年开始，中国加大力
度淘汰落后炼油产能，2015年
至 2021年因产业政策、环保政
策、企业倒闭、企业转型等原
因 被 淘 汰 出 局 的 产 能 达 到
13194 万吨/年。在这一过程
中，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下降，
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上升。
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中国油
品标准也日趋严格，推动了生
产装置不断向清洁化方向发
展，突出表现在中国柴汽比不
断下降和加氢类装置产能的
增加。

业内企业亦在多角度发
力，向清洁、环保、高质量方向
发展。赵梦瑶提到，这包括燃
料型炼油厂向化工型炼油厂转
型升级，推进炼化一体化项目，
布局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如新
能源汽车充电站、氢能等。例
如，一些大型石化企业，在天然
气、氢能、核能、太阳能等新能
源产业领域强化研发应用，大
力推进氢能产业布局，让加油
站向充电站和换电站方向发
展，实现油、气、热、电、氢多元
融合发展；独立炼油厂则努力
让能源板块向材料板块过渡，
一些炼厂企业在建或规划向化
工方向转型。

其中，炼化一体化的优势
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和原料成
本，拓宽石化原料来源，提高
生产灵活性，实现产品多样
化。“2022 年至 2026 年，规划
建设的炼化一体化项目包括
镇海扩建项目、海南炼化等。”
赵梦瑶说。

“近年来，随着全球贸易往来的日
益频繁，因专利而产生的纠纷有增无
减。近期，更有专利侵权案件判出高
达数十亿美元的赔偿。如何令竞争对
手的专利无效，成为很多科技公司避
免高昂支出，在诉讼中抢占上风的重
要手段。”在日前举办的美国专利授权
后无效程序和案例网络研讨会上，美
国盛智律师事务所硅谷办公室律师邱
方舟表示，企业可通过单方复审和双
方复审的方式来无效对方的专利，从
而获得市场竞争优势。

美国盛智律师事务所华盛顿办
公室律师黄新员表示，单方复审程

序进行无效专利的方式成功率较
高，有 80%以上的几率可以至少无
效一个权项。

“根据美国《专利法》，任何人都
可以申请单方复审程序，无论是专利
权人、第三方或专利局局长，单方复
审的申请人可以匿名参与程序。当
事人提交单方复审申请时，需要提出
一个专利方面的实质性问题，从而更
直接地对专利进行探讨。”黄新员表
示，单方复审程序的特点在于程序简
单，参与者仅限于美国专利商标局与
专利权人之间，再审请求人无权参与
专利再审。在美国专利审判上诉委

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时，专利权人通常
只能有两个理由来修改其提交的文
件，一是为了回复初步审查结果，二
是证明现有技术的新颖性以及被拒
后其他的一些补救措施。

“双方复审与单方复审程序不
同的是，双方复审程序允许再审请
求人参与后续与专利权利人的意见
交流，类似直接的抗辩程序。专利
权人每一次陈述意见，再审请求人
都有权答辩。增加的限制是，若再
审请求人在多方再审程序中失败，
再审请求人不得在法院民事诉讼中
提出相同的议题。双方再审程序只

适用于 1999年 11月 29日以后申请
的专利。”黄新员说。

邱方舟表示，一次完整的双方
复审程序从申请到庭审结束大概需
要 18个月的时间。在立案前，美国
专利审判上诉委员会和美国联邦地
方法院之间将有大量互动，双方法
官都会视对方的进程来决定如何处
理手上的案件。如果联邦地方法院
的案件进展较快，则美国专利审判
上诉委员会很有可能将决定不予立
案。如果双方复审程序在美国专利
审判上诉委员会进展较快，则联邦
地方法院将暂停其手上的案件。

“专利权人提供证据最好的时
机是在立案后的三个月内。专利权
人在正式回复时，需要解释为什么
其相关的权项是有效的，并提供证
据予以支持。专利权人在双方复审
的流程中有一次对其专利已有权限
修改的机会。”对于双方复审评审过
程中的取证问题，邱方舟指出，出于
效率和成本的考虑，双方复审过程
中取证的范围非常窄。在一定条件
下，若双方达成协议则可进行附加
取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
此，一定要把握好有限的取证机会，
为取胜增加筹码。

在美主张对方专利无效有技巧
■ 本报记者 穆青风

柬埔寨斯登特朗-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项目通车典礼暨71C号国家公路项目开工典礼11月23日在柬中部城市斯登特朗
举行。柬埔寨71C号国家公路项目位于特本克蒙省与磅湛省，由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建，斯登特朗-格罗奇马湄公河
大桥项目为71C号公路的一期工程。图为用无人机拍摄的柬埔寨斯登特朗-格罗奇马湄公河大桥。 新华社发李莱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将于明年1
月1日正式启航，标志着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将进入实质
运行阶段，不仅为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新动力，也为
亚太区域经济复苏注入新活力。

RCEP的成员涵盖了22亿人口，该协定成员国除东盟
十国外，还包括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截止
到2019年，15国GDP合计25.67万亿美元，无论从经济总量
还是贸易额的角度来说，几乎占到了全球的1/3。

RCEP 生效是实现亚太自贸区（FTAPP）的重要一
步。RCEP不仅包含了已经生效的中国—东盟自贸区，
而且通过RCEP形成包含中日韩三国的东亚自贸区，中
日、日韩之间首次建立了自贸关系，三国在部分领域互免
关税，贸易壁垒的不断削减将为之后中日韩自贸区的谈
判和实现打下基础，创造有利条件。这也标志着覆盖亚
太所有成员的亚太自贸区向前迈出了坚实一步。

RCEP 生效是亚太区域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一步。
RCEP生效后，在货物贸易方面将显著降低成员国之间
的贸易成本，其中90%以上货物贸易的关税将为零关税
或在10年内降到零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RCEP根据不
同国家国情，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日本、
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尼7个成员
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我国等其余8个成员采用正面
清单承诺，并将于协定生效后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在
投资方面，15国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
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
放承诺；在知识产权、电子商务、中小企业、经济技术合作方面，形成了较
高水平的规则，标志着亚太区域经济高水平开放向更高层次发展。

RCEP生效是亚太区域产业链重塑的重要一步。受新冠肺炎疫情冲
击，国际市场、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都发生了结构性改变。RCEP成员之
间经济结构高度互补，域内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劳动力要素齐全。RCEP
生效后，将推动区域内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强化成员间生产分工合作，拉
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实现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进一
步巩固和发展。

RCEP生效将加速中国与亚太区域建立互利共赢产业链。疫情对全
球经济造成了巨大冲击，但RCEP的签订及即将生效，则给处于困境中的
亚太经济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联合国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经济萎缩
4.3%，但亚太经济比全球经济增速高1.9个百分点。RCEP不管对中国而
言，还是对协定成员国而言，都是巨大利好，不仅有力推动亚太区域内经
济复苏，而且推动亚太区域构建互利共赢的产业链结构。

对中国而言，RCEP将有力推动中国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
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市场加大对全球
的开放，特别是继续与亚太国家分享中国市场机遇；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世
界工厂继续为亚太国家提供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形成新格局。2020年，中
国和东盟的贸易强劲增长，东盟历史性地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形成
了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良好格局，为实现符合世界经济规律
的第四次全球产业转移、重塑亚太地区产业链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亚太地区国家而言，RCEP生效将有力推动成员国间相互构建相对独
立但齐全的国际分工体系。特别是在制造业各个领域，将形成一个兼具高、中、
低端的完整产业结构，既满足了各国的内循环，也实现了在15个成员国之间循
环的“小全球化”。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RCEP将扩大东盟
和其他成员之间的贸易，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据该所测算，到2030年，RCEP
有望带动成员国出口净增加5190亿美元，国民收入净增加1860亿美元。

RCEP 即将启航，是亚太自由贸易区走出的重要一步，未来亚太区
域唯有对话而不对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脱钩，构建互利共赢的
产业链，才能有效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早日建成高水平亚太自由
贸易区。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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