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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
刘

利

（华南理工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广州，５１０６４１）

摘

要

贸易与环境的关系因全球经济贸易和环境问题的发展而更加重要。我国作为世界贸

易组织的新成员和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大国，贸易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更加突出。本文
重点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环境因素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
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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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专业化，提高了生产力，

的贸易结构，从而加剧了环境问题。

增加了人们的福利。然而，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日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在逐步适

益严重，贸易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并且成

应国际贸易规则的同时，也必将面对国际贸易领域

为国际贸易领域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很多企业家

的绿色壁垒。环境保护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主要表现

抱怨，由于环境方面的成本内在化使他们的生产成

为以下三种形式：（１）污染通过国际贸易的转移，如

本上升，出口产品失去了比较优势，竞争力下降。在

废物贸易；（２）国际贸易检验检疫中的环保标准，如

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更有一些国家以环境

绿色壁垒以及国际标准ＩＳＯ １４０００；（３）有关的国际

保护为理由，设置绿色壁垒等非关税壁垒。另一方

投资，如产业转移等方面。本文将主要从经济学的角

面，环境保护主义者认为国际贸易是全球资源退化

度，探讨环境因素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反对自由贸易，认为贸易越

的影响以及国际贸易对环境造成的有关影响。

自由，越会鼓励那种以环境损害为代价的经济增
长。其实，在一定条件下，国际贸易的确对环境有负

一、环境因素对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的影响

面影响，但是环境问题的根源并非是国际贸易，而是

１．关于环境成本

外部性引起的市场失灵，这种市场失灵导致不合理

根据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国应该生产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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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同时进口相对劣势的

环境成本占总投资的比例，从中我们可以识别各类

产品，以获得较大的利益。生产要素的丰缺程度决

产品的环境敏感程度。

定了产品成本，从而也决定产品处于优势抑或是劣
势。

各国环境标准的差异，造成了环境成本内在化
程度的差别。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标准低于发达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环境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

国家，故其环境成本内在化程度也较低，也即存在相

的禀赋。环境要素禀赋，可理解为该区域环境容量。

对较大的环境外部性。这种情况使发展中国家“有”

环境容量是指“在人类和自然不致受害的前提下，某

环境资源方面的比较优势，引导它们偏向生产环境

一环境所能容纳的污染物的最大负荷值”（《中国大

敏感产品。然而，由于长期忽略环境保护、环保资金

百科全书·环境科学卷））１９８３）。随着环境污染不断

投入不足以及技术和设备的落后，发展中国家的环

加剧，环境要素资源的稀缺性日益明显，并逐步通过

境质量１３益恶化，给厂商的生产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市场价格反映出来。环境要素的价格即产品的环境

同时也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健康。环境成本外在化

成本。将环境成本纳入生产成本，可以将环境的外

会使出口国没有完全把环境成本纳入到生产成本和

部性内在化。

商品价格中，以低于真实成本的价格售出商品，使进

一般而言，环境成本受三个因素的影响：环境容

口国成为真正的获益方。这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

量、环境政策、环境治理技术和设备的费用。其中最

易中通常既处于经济上的不利地位，而且容易被发

令人关注的是环境政策，尤其是环境政策中的环境

达国家以污染和破坏国际环境为由置于环境保护国

标准。各国的环境标准差异很大，一般来说，发达国

际责任上的不义处境。

表１美国各工业部门环境成本占总投资的比例

ＡｎｇｇＪｔｏ

Ａｂｉｍａｎｙｕ，‘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ＡＳ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ｕｌｙ，１９９６

家的环境标准较为严格，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较低。

２．环境成本内在化对比较优势的影响

厂商为了达到环境标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控制

（１）将环境成本完全内在化，对不同的产业有

污染。所以，环境标准被认为是影响产品竞争力的

不同的影响。所以，应该在整个经济范畴里考虑环境

因素之一。另外，同一环境标准在不同地区的实施

成本的影响，既要看到由于环境成本使得某些产品

也会导致不同的效果，若所在地区的环境容量较大，

的价格竞争力下降的方面，又要看到由于价格真实

达标相对会较为容易，反之亦然。另一项备受关注

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使资源合理配置，提高了资源利

的环境政策是排污收费，排污费是以厂商排放污染

用的效益，以及减少污染和改善环境给某些行业带

物的数量为根据来征收的，目的在于刺激厂商控制

来的利益这些有利的方面。
Ａ．环境敏感产品是国际贸易中环境成本内在

污染，减少污染物排放数量。所以，环境成本最终体
现为治理污染的技术和设备的费用以及排污收费。

化问题的焦点。对于环境敏感产品，考虑环境成本会

环境成本因所生产的产品不同而存在较大差

提高总生产成本，使产品的价格竞争力下降。对发展

异。我们把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品看作环境敏感型

中国家尤为如此。对于影响环境成本的三个要素来

产品，可以用环境成本占总投资额的比重来衡量某

说，发展中国家在环境容量以及环境治理技术和设

产品环境敏感程度的高低。表１为美国各工业部门

备这两方面都不占优势。然而，相比于发达国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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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中国家依靠制订较低的环境标准、较低的排污收

３．环境成本内在化对竞争力的影响

费和宽松的环境法规，在环境政策方面占有优势，以

有很多人担心，环境成本内在化、严格的环境标

此来保护环境敏感类工业。这种做法一方面使环境

准会致使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下降。然而，以下的事实

成本没有完全内在化，使出口价格低于真实成本，也

却证实了这些担心是没有必要的。

就相当于用本国的环境资源补贴外国消费者；另一

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９０年部分工业化国家的数据（表

方面使国内的资源配置低效，出现过度使用环境资

２）表明，在环境标准严格的国家里，环境敏感工业的

源的现象，导致污染的加剧和环境的恶化。

出口占整个制造业或总出口的比重有所上升。总体

Ｂ．对于资源密集型产业，因其对环境有很大的

来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失去竞争优势的并

间接影响，亦属于环境问题的考虑范围。过去制订

不是受环境因素影响最大的产业。横向比较工业化

的资源使用价格过低，导致滥用资源，对生态环境造

国家的实践经验也证明了严格的环境标准不会导致

成了很大的损害。随着资源使用价格的纠正以及各

竞争力下降。比如，相比于美国，德国的环境标准在

类法规的完善，这类产业的比较优势会得到重新调

很多方面都更为严格，但其环境敏感商品出口的比

整。例如，美国和加拿大的金枪鱼案中，由于美国对

重从１９７０年的１２．１％上升到１９９０年的１３．８％，而

捕捞方式的限制使加拿大金枪鱼的捕捞成本上升，

同期整个制成品出口比例却从１７．２％下降到

从而损失了这一比较优势。

１５．２％。

Ｃ．农业、渔业、畜牧业、森林和旅游业等行业对

考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分布情况也说明了环

环境的依赖程度很大，容易受到环境污染和破坏的

境标准和环境法规并不是影响投资流向的主要因

影响。通过对整个经济的环境成本内在化，减少滥

素。表３说明了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有２４％投

用环境资源的现象，有效地控制污染，可以使这些产

表２部分工业化国家的制成品和环境敏感商品

在世界总出口中所占比例（％）

业的成本下降，增加其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它们的发
展。按（２０００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的计算方
法测算，水污染致使我国在１９９２年粮食损失达
１３．８亿元，渔业损失达４亿元。
（２）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比较优势。由于外
在因素的变化和自身的发展，各个行业的比较优势
会发生变化。不仅要看到当前的比较优势，还要善
于发现潜在的比较优势，发展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
产业。
Ａ．近些年来，人们的环境意识有了很大的提
高，人们的消费偏好也发生了转变，绿色产品越来越

资料来源：Ｈｆｉｔｔａ‰ａ，１９９４年表２和附表２。

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其比较优势明显上升。
Ｂ．由于环境标准的逐步提高，环境成本内在化

向了发达国家的污染严重的行业，只有５％用于发

的逐步实现，企业增加了环保投资，使环保技术和设

展中国家的同类行业。也就是说，美国用于污染严重

备的需求大幅上升，环境保护产业发展前景可观。

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中８４％投向了发达国家，而同

全球环保贸易额１９９２年为２ ５６０亿美元，１９９４年为

期用于其它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只有４９％在发

４

０８０亿美元。

达国家。这些数据说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其较
低的环境标准和宽松的环境法规而获得相对的比较
一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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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与市场和经济活动扩张相关的规模效应

优势。

国际贸易中，资源会流向效率最高的生产活动，

二、国际贸易对环境的影响
国际贸易可以把世界各国的供给和需求联系起

使具有不同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国家可以突破自

来，通过各种途径对环境造成各方面的影响。归纳

身条件的约束，扩大自身的经济规模，提高收人水

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平。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
表３美国对外直接投资按地区划分分布情况（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美国直接对外投资”，当前商业调查（１９９３年７月），表１２．４，１０４页

１．与产品和劳务商业交换相关的产品效益

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可用于处理环境问题的资

具有生态影响的产品和劳务的国际交换会对环

金。正如环境的库兹涅茨曲线所表明的，一国的环境

境造成影响。当贸易中的商品有助于环境保护，或

污染水平在其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会呈下降趋

用于替代危害环境的产品时，可以通过贸易改善环

势，虽然在经济发展初期和转型期污染会逐渐增

境状况，因而产生了正的产品效益。例如全球的环

加。

境设备和服务的贸易，它包括各种污染监测和处理

但是，正如很多环保主义论者所认为的，贸易会

装置及技术的市场，由于环保产品需求的增加，这个

使经济活动增多，因而必然会使用更多的物质和能

市场正在不断扩大。另外，国际贸易可以使人们有

源，全球性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膨胀，会使环境恶化，

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机会选用对环境影响较小、更

并加速资源的耗竭。在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投入量

为环保的产品和技术。

的增加，而不是依靠效益提高时情况尤为如此。这类

然而，某些产品的贸易会对生态系统造成负面
的影响。例如危险废弃物的越境转移，主要是由发

负面效应主要是在市场失灵和干预失灵的情况下产
生的，可能会导致经济不能持续发展。

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它始于１９７０年代，但近

运输业是规模效应的一个典型例子。商品的贸

年来这一情况越来越严重。从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２年１

易总需要通过运输来完成。研究结果表明：货物运量

月，发达国家就有１．６３亿ｔ的危险废物输出到第三

水平，尤其是公路货运的增长速度一般会高于国家

世界和东欧国家。又如濒危物种贸易，其中典型的

的经济增长速度。运输业对环境的影响包括噪声、废

案例是象牙贸易导致非洲大象数量急剧下降。有

气污染、消耗不可再生资源，以及运输道路、机构的

时，由于国际贸易的关系使某些生物过度繁殖，会破

建设等等。ＯＥＣＤ成员国中，运输业能源消耗占总能

坏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严重地影响了生态系统的

源消耗的３０％。表４列出了运输排放废气占总排放

平衡。针对这些问题，国际上签署了各种公约，例如

的比例。这些事实都表明了贸易的规模效应对环境

１９８９年３月的《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

的影响。

约》、１９７３年３月签署的《濒危野生动物植物物种国
际贸易公约》等。但事实上，这些公约并未有效地消

３．与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和强度有关的结
构效应

减这类国际贸易带来的负产品效应。

国际贸易通过影响国内和国际的市场价格，从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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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响国际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分布和强度。如果

来，承接了大量的境外产业转移，其中不乏一些高污

不存在环境成本外在化，同时又没有扭曲市场价格

染的行业，诸如纺织印染、塑料制品、鞋类、玩具及一
些电解电镀行业。由于我国环境污染物控制标准较

表４运输业废气排放占总排放的比例（％）

低，加上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二些地方环保执法不
严，境外投资利用了我国的环境资源，一定程度上给
我国造成了较大的环境外部性，加剧了我国环境污
染。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我们尤其要重视目前
国际贸易领域的环境变化趋向，研究制定既符合我
国生态环境保护要求，又能够充分发挥我国资源利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环境状况１９９１

用效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政策。

的各种政策的干预的，贸易将可以促使经济活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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