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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商
品貿易總額為 1,453.2 億美元，同比下
跌 3.8%。其中，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
金額為1,021.0億美元，同比下跌4.5%；
對葡語國家出口的金額為 432.3 億美元，
同比下跌 2.1%。分析 2020 年中葡商品
貿易情況，主要有五大特點：第一，與
多數葡語國家雙邊貿易保持正增長；第
二，貿易伙伴位次保持穩定；第三，一
般貿易佔據主導；第四，合作潛力不斷
釋放；第五，貿易逆差有所減少。

　　分析 2020 年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
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情況，山東是內
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最多的省市
自治區，金額達 238.1 億美元，其次是
北京（218.2 億美元）和江蘇（160.5 億
美元）。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方面，金
額最多的三個省市自治區依次為北京、
山東、江蘇；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方面，
金額最多的三個省市自治區依次為浙
江、廣東、江蘇。

　　分析 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貿易
的商品種類，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金額
最多的商品類別是第五類“礦產品”
（558.2 億美元）；內地對葡語國家出
口金額最多的商品類別是第十六類“機
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
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
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178.1
億美元）。其次，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
的食品類商品金額約為 342.5 億美元，
佔進口金額 33.5%，當中以進口“黃大
豆，種用除外”（HS：12019010）的
金額最多，為 248.9 億美元，佔進口食
品類商品金額的七成二。最後，內地與
葡語國家“個人跨境電商商品”（HS：
98050000）貿易總額約為 6,644.3 萬美
元，其中九成是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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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版或出售，以及本局對上述的不法事宜，保留法律追究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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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ictly prohibited. IPIM reserves all rights regar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illegal acts.

 › Este Instituto pode, a todo o tempo, exercer os seus poderes, para determinar o aditamento, a alteração ou a eliminação das informações consta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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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on Trade in Good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 speaking 
countries in 2020

In 2020, the total trade in good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as valued 
at US$145,32 billions, a decrease of 3.8% year-on-year. It turns up that the value of China imports from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as US$102,1 billions, or a decrease of 4.5% year-on-year; the value of 
exports to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as US$43.23 billions, or a decrease of 2.1% comparing with last 
year. Based on the situation of trade in goods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during 2020, there are five main characteristics: first, the bilateral trade with most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maintains a positive growth; second, the ranking of trade partners remains stable; third, trade on 
general goods in a dominant position; fourth, the continuous unleashing of co-operation potential; fifth, 
trade deficit has been reduced to some exte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n trade in goods between 31 provinces, municipalities and autonomous regions 
of Mainland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2020, it is noted that Shandong province  
registered the largest trade volume with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highlighting a total amount of 
US$23,81 billion, followed by Beijing (US$21,82 billion) and Jiangsu (US$16,05 billion). In terms of imports 
from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three provinces/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trade volume were 
Beijing, Shandong and Jiangsu; in terms of exports to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the three provinces/ 
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trade volume were Zhejiang, Guangdong and Jiangsu.

Regarding the types goods trade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in 2020, 
we noted that most China imports from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belongs to 5th section - "Mineral 
products" (US$55.82 billion); the largest amount of Chinese exports to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falls into the 16th section-Machinery and Mechanical Appliances; Electrical Equipment; Parts thereof; 
sound recorders and reproducers, Television Image and Sound Recorders and reproducers, and parts and 
accessories of such articles (US$17.81 bill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amount of food products imported by 
Mainland China from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as around US$34,25 billions, accounting for 33.5% 
of the import value. It is noted that the import of “Yellow soybeans, not for cultivation" (HS: 12019010) 
reached the largest amount of US$24,89 billion, accounting for 72% of the value of imported food products. 
Finally,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 Articles of B2C cross-border e-commerce" (HS: 98050000) between 
Mainland China and the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was approximately US$66.443 million, of which 90% 
were exports to Portuguese-speak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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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tuação do Comércio de Ben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referente ao 
ano de 2020

No ano de 2020, o valor do comércio de ben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tingiu 
US$145.32 bilhões, equivalendo a uma descida anual de 3.8%. Concretamente, as importações da China 
provenientes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tingiram US$102.1 bilhões, representando uma descida 
de 4.5% em termos homólogos; enquanto as exportações para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registaram 
US$43.23 bilhões, correspondendo a um decréscimo anual de 2.1%. Analisando a situação do comércio de 
ben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de 2020, deparamos as principais 5 características: 1) o 
comércio bilateral tem mantido um crescimento positivo com a maioria dos Países Lusófonos; 2) o ranking 
dos parceiros comerciais tem mantido estável; 3) a predominância do comércio dos produtos gerais; 4) 
o desencadeamento contínuo do potencial de cooperação; 5) a dimunição do défice comercial em certa 
medida.

Mediante análise sobre a situação do comércio de bens entre as 31 províncias, municípios e regiões 
autónomas do Interior d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foi constatada que a província do Interior 
da China que registou o valor mais elevado nas trocas comerciais com os Países Lusófonos foi a Província 
de Shandong, que alcançou US$23.81 bilhões, seguindo-se Beijing (US$21.82 bilhões) e Jiangsu (US$16.05 
bilhões). Em termos de importações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s três províncias/municípios do 
Interior da China que registaram o maior valor foram respectivamente Beijing, Shandong e Jiangsu; em 
termos de exportações para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as 3 províncias do Interior da China com maior 
valor de transacções foram Zhejiang, Guangdong e Jiangsu.

Analisando o tipo de mercadorias transaccionadas entre 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no ano 
de 2020, notamos que o tipo de produtos que a China mais importa d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é a 
5a secção “produtos mineriais” (US$55.82 bilhões); o tipo de mercadorias com maior valor de exportação 
do Interior da China para os Países Lusófonos é a 16a secção “Máquinas e aparelhos; material eléctrico, 
e suas partes; aparelhos de gravação ou de reprodução de som, aparelhos de gravação ou de reprodução 
de imagens e de som em televisão, e suas partes e acessórios” (US$17.81 bilhões). A par disso, o valor dos 
produtos alimentares importados pelo Interior da China dos Países Lusófonos registou US$34.25 bilhões, 
representando 33.5% no valor das importações, entre os quais a importação de "grãos em soja amarela, 
não para cultivo" (HS: 12019010) tem registado o maior montante, correspondente a US$ 24.89 bilhões, e 
representando 72% do valor dos produtos alimentares importados. Por último, o volume total de comércio 
de “bens pessoais do comércio eletrónico transfronteiriço” (HS: 98050000) entre o Interior da China e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foi aproximadamente de US$ 66.443 milhões, dos quais 90% são exportados da 
China para os países de língua portugue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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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整體商品貿易情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中國內地（以下簡稱“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造成了一定影響，
全年商品貿易總額為 1,453.2 億美元，同比下跌 3.8%。其中，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金額為 1,021.0
億美元，同比下跌 4.5%；對葡語國家出口的金額為 432.3 億美元，同比下跌 2.1%。

表一：2020 年中國內地與八個葡語國家整體商品貿易情況

國家
進出口 進口 出口

金額
(億美元 )

同比
(%)

佔比
(%)

金額
(億美元 )

同比
(%)

佔比
(%)

金額
(億美元)

同比
(%)

佔比
(%)

安哥拉 162.5 -37.3 11.2 145.0 -39.2 14.2 17.5 -15.0 4.0
巴西 1,192.1 3.2 82.0 842.5 5.4 82.5 349.6 -1.6 80.9
佛得角 0.8 23.1 0.1 0.012 4,117.3 0.001 0.8 21.3 0.2
幾內亞比紹 0.5 27.5 0.04 0.00005 -99.9 0.00001 0.5 61.0 0.1
莫桑比克 25.8 -3.6 1.8 5.8 -19.3 0.6 20.0 2.2 4.6
葡萄牙 69.5 3.9 4.8 27.7 19.4 2.7 41.8 -4.3 9.7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0.2 127.6 0.01 0.00047 240.1 0.00005 0.2 127.4 0.05
東帝汶 1.9 14.9 0.1 0.012 -95.1 0.001 1.9 33.8 0.4
合計 1,453.2 -3.8 100 1,021.0 -4.5 100 432.3 -2.1 100
資料來源：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備註：“進口”是指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出口”是指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具體分析 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特點：
　　第一，與多數葡語國家雙邊貿易保持正增長。雖然 2020 年內地與八個葡語國家的整體貿易總額
錄得負增長，但是內地與巴西、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葡萄牙、聖多美和普林西比、東帝汶這六個
葡語國家的雙邊貿易總額均保持正增長。

　　第二，貿易伙伴位次保持穩定。2020 年，內地前三大葡語國家貿易伙伴依次為巴西、安哥拉、
葡萄牙，分別佔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的82.0%、11.2%、4.8%。從位次來看，巴西、安哥拉、
葡萄牙近五年（2016-2020 年）一直是內地前三大葡語國家貿易伙伴，與此同時，2020 年內地與巴
西的雙邊貿易總額佔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首次突破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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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一般貿易佔據主導。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的一般貿易總額為 1,114.0 億美元，佔貿
易總額 76.7%，所佔比重比 2019 年提升 0.7 個百分點。其中，內地以一般貿易方式對葡語國家出口
金額為 318.7 億美元，佔出口金額 73.7%，所佔比重比 2019 年提升 2.6 個百分點。

　　第四，合作潛力不斷釋放。2020 年內地與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商品貿易
總額不足 1億美元，儘管如此，但從發展趨勢和增長幅度來看，內地與佛得角、幾內亞比紹、聖多
美和普林西比的商品貿易合作潛力正在不斷釋放。近五年，內地與幾內亞比紹、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的商品貿易總額一直增長，2020年內地與上述兩國的商品貿易總額分別是2016年的2.4倍和3.2倍。
與此同時，內地與佛得角的商品貿易總額雖然在2019年同比有所減少，但在2020年恢復增長態勢，
且商品貿易總額高於 2018 年。

　　第五，貿易逆差有所減少。回顧過去五年（2016-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由
於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金額遠高於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金額，因此內地對葡語國家一直存有貿
易逆差，但在 2019 年、2020 年貿易逆差有所減少，分別減少 2.8%、6.1%。

圖一：2016-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趨勢圖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備註：
1)“進口”是指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出口”是指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2)由於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只提供2017年以後的數據，因此2016年數據來自海關總署的“統
計月報”；
3) 由於進位的關係，各分項之和與總數可能有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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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進行商品貿易的主要省市自治區

2.1 貿易總額
　　2020 年內地 31 個省市自治區中，山東是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最多的省市自治區，總額達
238.1 億美元，佔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 16.4%。其次是北京和江蘇，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
總額依次為 218.2 億美元和 160.5 億美元，分別佔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 15.0%和 11.0%。
值得一提的是，2017-2020 年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排名中，山東在 2020 年首
次超越北京，排名從第二位上升至第一位。另外，2020年僅有廣東、上海與八個葡語國家均有進口、
出口商品貿易。

圖二：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總額最多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2.2 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
　　2020 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金額最多的三個省市自治區依次為北京（209.2 億美元）、
山東（205.4 億美元）、江蘇（91.9 億美元），分別佔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金額的 20.5%、
20.1%、9.0%。其中，北京和山東從葡語國家進口金額最多的商品都是“石油原油及從瀝青礦物提
取的原油”（HS:27090000）, 金額分別為達 152.1 億美元和 98.6 億美元；江蘇從葡語國家進口金
額最多的商品為“黃大豆，種用除外”（HS:	12019010）, 金額達 44.5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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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2020 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商品金額最多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2.3 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2020 年，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金額最多的三個省市自治區依次為浙江（92.3 億美
元）、廣東（85.5 億美元）、江蘇（68.6 億美元），分別佔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金額的
21.4%、19.8%、15.9%。其中，浙江對葡語國家出口金額最多的商品是“太陽能電池”（HS：
85414020），金額為 2.7 億美元；廣東對葡語國家出口金額最多的商品為“液晶顯示板”（HS：
90138030），金額為 4.5 億美元；江蘇對葡語國家出口金額最多的商品為“太陽能電池”（HS：
85414020），金額將近 5億美元。

圖四：2020 年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商品金額最多的十個省市自治區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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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貿易的商品

3.1 商品種類
3.1.1	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
　　2020 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金額最多的前三位商品類別依次為第五類“礦產品”（558.2 億
美元）、第二類“植物產品”（251.0 億美元）、第一類“活動物；動物產品”（75.5 億美元），其
中，進口第五類“礦產品”金額超過進口總額的五成。此外，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第五類商品中，
以進口“石油原油及從瀝青礦物提取的原油”（HS：27090000）的金額最多，合共 278.0 億美元，
分別從安哥拉（139.0 億美元）和巴西（138.97 億美元）進口。

表二：2020 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商品類別統計
排序 類別 商品名稱 金額 ( 億美元 ) 佔比 (%)
1 第五類 礦產品 558.2 54.7
2 第二類 植物產品 251.0 24.6
3 第一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75.5 7.4

4 第十類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廢碎 )紙或紙
板；紙、紙板及其製品 38.5 3.8

5 第十五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 25.9 2.5

6 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
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
件、附件

16.1 1.6

7 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
製品 14.8 1.4

8 第十一類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13.8 1.4
9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6.0 0.6

10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
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5.1 0.5

11 第六類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3.6 0.4

12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
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 (蠶膠絲除外 )
製品

3.5 0.3

13 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
動、植物蠟 3.3 0.3

14 第七類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2.9 0.3

15 第十四類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
屬及其製品；仿首飾；硬幣 1.0 0.10

16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
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上述物
品的零件、附件

0.7 0.1

17 第十二類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
製品；人造花；人髪製品 0.6 0.1

18 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
陶瓷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0.2 0.02

19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0.2 0.02
20 第二十二類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0.1 0.01
21 第二十一類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0.03 0.003
22 第十九類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0.000003 0.0000003

合計 1,021.0 100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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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2020 年，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金額最多的前三位商品類別依次為第十六類“機器、機械器具、
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件”（178.1
億美元）、第六類“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56.5 億美元）、第十一類“紡織原料及紡織
製品”（39.7億美元）。其中，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的第十六類商品中，以出口“太陽能電池”（HS：
85414020）的金額最多，為 13.9 億美元。

表三：2020 年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的商品類別統計
排序 類別 商品名稱 金額 (億美元 ) 佔比	(%)
1 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

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件、附
件

178.1 41.2

2 第六類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56.5 13.1
3 第十一類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39.7 9.2
4 第十五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 34.3 7.9
5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23.7 5.5
6 第七類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22.2 5.1
7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

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上述物品的
零件、附件

22.2 5.1

8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21.8 5.0
9 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

陶瓷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8.5 2.0

10 第十二類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
品；人造花；人髪製品

6.5 1.5

11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
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 (蠶膠絲除外 )製品

4.4 1.0

12 第十類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廢碎)紙或紙板；
紙、紙板及其製品

2.6 0.6

13 第五類 礦產品 2.6 0.6
14 第二類 植物產品 2.6 0.6
15 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

品
2.1 0.5

16 第一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1.8 0.4
17 第二十二類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1.5 0.3
18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

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0.8 0.2

19 第十四類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
及其製品；仿首飾；硬幣

0.3 0.1

20 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
植物蠟

0.06 0.01

21 第十九類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0.04 0.01
22 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0.006 0.001

合計 432.3 100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11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情況

	› 1:	在統計食品類商品時，對於“食品”的定義，本文參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食品安全法》、國家統計局、國家食品質量
監督檢驗中心等有關資料，把供人食用或飲用的糧食、澱粉、乾豆類及豆製品、油脂、肉禽及其製品、蛋、水產品、菜、
調味品、糖、茶及飲料、酒類、乾鮮瓜果、糕點餅乾、液體乳及乳製品等（不包括以治療為目的的物品）作為“食品”進
行統計，先從98章中選出與食品類商品相關的章，然後再通過每件商品的八位數商品編碼進行逐一篩選。

3.2 食品類商品 1

　　2020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食品類商品金額約為342.5億美元，佔進口金額33.5%。其中，
以進口“黃大豆，種用除外”（HS：12019010）的金額最多，為 248.9 億美元，同比增加 8.2%，
佔進口食品類商品金額的七成二。此外，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前十大食品類商品還包括凍肉、甘
蔗糖、植物油、芝麻等。

表四：2020 年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的十大食品類商品統計
排序 商品編碼 商品名稱 金額 ( 億美元 )

1 12019010 黃大豆，種用除外 248.9
2 02023000 凍去骨牛肉 41.8
3 02032900 其他凍猪肉 15.7
4 17011400 其他甘蔗糖，	未加香料或著色劑 12.4
5 02071421 凍鶏翼（不包括翼尖） 8.2
6 02071422 凍鶏爪 4.2
7 02071411 帶骨的凍鶏塊 2.8
8 15071000 初榨的豆油 1.5
9 12074090 其他芝麻 1.1
10 15081000 初榨的花生油 0.9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葡萄酒、咖啡、橄欖油等食品類商品是葡語國家的名優商品，也是澳門着力向內地推廣的商品，
2020 年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有關商品的情況如下：葡萄酒（包括鮮葡萄釀造的酒、葡萄汽酒、釀酒
葡萄汁等）約 1,793.1 萬美元，咖啡（包括已烘焙或未烘焙的咖啡，咖啡精華、濃縮物及其製品等）
約 3,268.0 萬美元，橄欖油約 106.9 萬美元，果汁（包括橙汁、檸檬汁、葡萄汁、蘋果汁、椰子汁、
其他未混合的水果汁、混合水果汁等）約 5,699.0 萬美元，可可及可可製品約 7.4 萬美元。

　　另一方面，香腸是葡語國家（主要是葡萄牙和巴西）的特色商品，是葡國菜、澳門土生葡菜的
常用食材之一，從中國 -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及人才信息網的“葡語國家產品（食品）資料庫”中不難
發現僅香腸這一商品已超過 300 款式。然而，2020 年內地沒有從葡語國家進口香腸及類似商品，其
中一個原因是製作香腸的肉類、天然腸衣等原材料進入內地需受到嚴格的評估和審查。查閱國家海
關總署的“符合評估審查要求及有傳統貿易的國家或地區輸華食品目錄信息系統”，目前葡語國家
的天然腸衣均禁止輸入內地，肉類方面僅有葡萄牙、巴西的部份肉類可以進入內地（詳見附件一），
這是造成葡語國家香腸及類似商品無法開拓內地市場的重要原因之一。

3.3 個人跨境電商商品
　　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以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礦產品”（主要是原油、鐵礦砂）、“植
物產品”（主要是黃大豆）等大宗商品為主，並大多以傳統外貿方式進行。但隨著電子商務的快速
發展，跨境電商成為中葡商品貿易中的方式之一。目前，根據內地海關總署公開發佈的資訊，雖然
無法全面掌握中葡跨境電商貿易的數據，但可以透過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等渠道整理部份數
據。例如，從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獲悉，2020年內地與葡語國家進出口“個人跨境電商商品”
（HS：98050000）總額約為 6,644.3 萬美元，同比減少六成。其中，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 463.5 萬
美元，同比增加八成；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6,180.7 萬美元，同比減少六成。雖然內地與葡語國家進
出口該類商品的總額大幅度減少，但該類商品在中葡貿易中所佔的比重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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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2020 年中國內地與葡語國家個人跨境電商商品進出口情況統計

國家
進口 出口

數量
（件）

金額
（美元）

金額同比
（%）

數量
（件）

金額
（美元）

金額同比
（%）

安哥拉 64 5,266 131.9 13,612 86,989 -80.3
巴西 2,651 318,579 34.4 2,224,677 16,217,992 -85.8
佛得角 12 340 214.8 16,727 98,964 -88.1
幾內亞比紹 0 0 -100 21 862 41.5
莫桑比克 107 1,612 178.9 15,947 118,818 -79.3
葡萄牙 29,382 4,308,053 89.7 5,704,823 45,282,039 -10.3
聖多美和普林西比 0 0 -100 74 1,646 67.3
東帝汶 10 1,390 5246.2 10 188 -90.3
合計 32,226 4,635,240 84.6 7,975,891 61,807,498 -62.8
資料來源 : 海關統計數據在線查詢平台（2021 年 4月）
備註：“進口”是指中國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出口”是指中國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

四、總結

　　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受疫情影響，總額略為下跌 3.8%至 1,453.2 億美元，但
是內地與大多數葡語國家雙邊貿易總額仍保持正增長，並持續釋放合作潛力。其次，從貿易總額、
進口金額、出口金額計算內地各省市自治區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排名前十的省市自治區與葡語
國家的商品貿易佔內地與葡語國家商品貿易的八成以上。然後，礦產品是內地從葡語國家進口金額
最多的商品，而機器、機械及其相關產品是內地對葡語國家出口金額最多的商品。最後，內地從葡
語國家進口的食品類商品金額佔進口金額三成，約 342.5 億美元，與此同時，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個人
跨境電商商品貿易總額大幅度減少六成，可是該類商品在中葡貿易中所佔的比重並不高。總括而言，
2020 年內地與葡語國家的商品貿易雖然受阻，但是中葡商品貿易具有一定的互補性和互惠性，因此
從長遠看，未來雙方的合作空間仍然廣闊，合作潛力仍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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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允許輸入內地的葡語國家肉類名單
國家 商品名稱

葡萄牙

冷凍未煉製猪脂肪（食用，不包括內臟脂肪）
冷凍猪肉（帶骨）
冷凍猪肉（去骨）
冷凍猪蹄（全蹄）

巴西

冷凍帶骨驢肉
冷凍的整只雞（不包括內臟及胃腸等消化道器官）
冷凍雞翅 (翼 ) 根
冷凍雞翅 ( 翼 ) 尖
冷凍雞翅 ( 翼 ) 中
冷凍雞兩節翅 (翼 )
冷凍雞肉（整的或塊的，不包括冷凍雞胸、冷凍雞腿）
冷凍雞腿
冷凍雞胸
冷凍雞整翅 (翼 )
冷凍雞爪
冷凍可食用驢皮
冷凍牛肉 (去骨，30 月齡以下 )
冷凍去骨驢肉
冷凍未煉製牛脂肪 (食用、不包括內臟脂肪，30 月齡以下）
冷凍未煉製猪脂肪（食用，不包括內臟脂肪）
冷凍猪鼻
冷凍猪耳
冷凍猪臉
冷凍猪肉（帶骨）
冷凍猪肉（去骨）
冷凍猪舌
冷凍猪蹄
冷凍猪尾
其他雞雜碎（冷凍雞脚骨）
其他雞雜碎（冷凍雞皮）
其他雞雜碎（冷凍雞膝軟骨）
其他雞雜碎（冷凍其他雞軟骨）

資料來源：符合評估審查要求及有傳統貿易的國家或地區輸華食品目錄信息系統
查閱日期：2021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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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21 年版）
第一類		活動物；動物產品
第一章		活動物
第二章		肉及食用雜碎
第三章		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
第四章		乳品；蛋品；天然蜂蜜；其他食用動物產品
第五章		其他動物產品
第二類		植物產品
第六章		活樹及其他活植物；鱗莖、根及類似品；插花及裝飾用簇葉
第七章		食用蔬菜、根及塊莖
第八章		食用水果及堅果；柑橘屬水果或甜瓜的果皮
第九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調味香料
第十章		穀物
第十一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粉；麵筋
第十二章		含油子仁及果實；雜項子仁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稻草、秸稈及飼料
第十三章		蟲膠；樹膠、樹脂及其他植物液、汁
第十四章		編結用植物材料；其他植物產品
第三類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十五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製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第四類		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十六章		肉、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及其他水生無脊椎動物的製品
第十七章		糖及糖食
第十八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第十九章		穀物、糧食粉、澱粉或乳的製品；糕餅點心
第二十章		蔬菜、水果、堅果或植物其他部份的製品
第二十一章		雜項食品
第二十二章		飲料、酒及醋
第二十三章		食品工業的殘渣及廢料；配製的動物飼料
第二十四章		煙草、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製品
第五類		礦產品
第二十五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第二十六章		礦砂、礦渣及礦灰
第二十七章		礦物燃料、礦物油及其蒸餾產品；瀝青物質；礦物蠟
第六類		化學工業及其相關工業的產品
第二十八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的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第二十九章		有機化學品
第三十章		藥品
第三十一章		肥料
第三十二章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油漆及清漆；油灰
及其他類似膠粘劑；墨水、油墨
第三十三章		精油及香膏；芳香料製品及化妝盥洗品
第三十四章		肥皂、有機表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調製蠟、光潔劑、蠟燭及類似品、
塑型用膏、“牙科用蠟”及牙科用熟石膏製劑
第三十五章		蛋白類物質；改性澱粉；膠；酶
第三十六章		炸藥；煙火製品；火柴；引火合金；易燃材料製品
第三十七章		照相及電影用品
第三十八章		雜項化學產品
第七類		塑料及其製品；橡膠及其製品
第三十九章		塑料及其製品
第四十章		橡膠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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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21 年版）
第八類		生皮、皮革、毛皮及其製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 ( 蠶膠
絲除外 ) 製品
第四十一章		生皮 ( 毛皮除外 ) 及皮革
第四十二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	( 蠶膠絲除外 ) 製品
第四十三章		毛皮、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第九類		木及木製品；木炭；軟木及軟木製品；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
編結品
第四十四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第四十五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第四十六章		稻草、秸稈、針茅或其他編結材料製品；籃筐及柳條編結品
第十類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廢碎 ) 紙或紙板；紙、紙板及其製品
第四十七章		木漿及其他纖維狀纖維素漿；回收 (廢碎 ) 紙或紙板
第四十八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製品
第四十九章		書籍、報紙、印刷圖畫及其他印刷品；手稿、打字稿及設計圖紙
第十一類		紡織原料及紡織製品
第五十章		蠶絲
第五十一章		羊毛、動物細毛或粗毛；馬毛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二章		棉花
第五十三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線及其機織物
第五十四章		化學纖維長絲；化學纖維紡織材料製扁條及類似品
第五十五章		化學纖維短纖
第五十六章		絮胎、氈呢及無紡織物；特種紗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第五十七章		地毯及紡織材料的其他鋪地製品
第五十八章		特種機織物；簇絨織物；花邊；裝飾毯；裝飾帶；刺繡品
第五十九章		浸漬、塗布、包覆或層壓的紡織物；工業用紡織製品
第六十章		針織物及鉤編織物
第六十一章		針織或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二章		非針織或非鉤編的服裝及衣著附件
第六十三章		其他紡織製成品；成套物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碎織物
第十二類		鞋、帽、傘、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髪製品
第六十四章		鞋靴、護腿和類似品及其零件
第六十五章		帽類及其零件
第六十六章		雨傘、陽傘、手杖、鞭子、馬鞭及其零件
第六十七章		已加工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第十三類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陶瓷產品；玻璃及其製品
第六十八章		石料、石膏、水泥、石棉、雲母及類似材料的製品
第六十九章		陶瓷產品
第七十章		玻璃及其製品
第十四類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硬幣
第七十一章		天然或養殖珍珠、寶石或半寶石、貴金屬、包貴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硬幣
第十五類		賤金屬及其製品
第七十二章		鋼鐵
第七十三章		鋼鐵製品
第七十四章		銅及其製品
第七十五章		鎳及其製品
第七十六章		鋁及其製品
第七十七章		（保留為《稅則》將來所用）
第七十八章		鉛及其製品
第七十九章		鋅及其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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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統計商品目錄（2021 年版）
第八十章		錫及其製品
第八十一章		其他賤金屬、金屬陶瓷及其製品
第八十二章		賤金屬工具、器具、利口器、餐匙、餐叉及其零件
第八十三章		賤金屬雜項製品
第十六類		機器、機械器具、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
備及其零件、附件
第八十四章		核反應堆、鍋爐、機器、機械器具及其零件
第八十五章		電機、電氣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放聲機、電視圖像、聲音的錄製和重放設備及其零
件、附件
第十七類		車輛、航空器、船舶及有關運輸設備
第八十六章		鐵道及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及電車道軌道固定裝置及其零件、附件；各種
機械 (包括電動機械 ) 交通信號設備
第八十七章		車輛及其零件、附件，但鐵道及電車道車輛除外
第八十八章		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件
第八十九章		船舶及浮動結構體
第十八類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鐘錶；樂器；
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驗、醫療或外科用儀器及設備、精密儀器及設備；上述物品
的零件、附件
第九十一章		鐘錶及其零件
第九十二章		樂器及其零件、附件
第十九類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三章		武器、彈藥及其零件、附件
第二十類		雜項製品
第九十四章		家具；寢具、褥墊、彈簧床墊、軟坐墊及類似的填充製品；未列名燈具及照明裝置；發
光標誌、發光銘牌及類似品；活動房屋
第九十五章		玩具、遊戲品、運動用品及其零件、附件
第九十六章		雜項製品
第二十一類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九十七章		藝術品、收藏品及古物
第二十二類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第九十八章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類商品
商品編碼 99	跨境電商 B2B簡化申報商品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