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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an on Imported Solid 
Wastes Entry—Taking Unsorted Waste Paper as an Example

■文 / 张彬  李丽平  张莉

摘  要 部分媒体报道废纸涨价与洋垃圾进口禁令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影响到相关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格兰
杰因果检验定量分析，得出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结果）和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原因）之间不存
在因果关系的结论 ；通过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发现禁止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对我国国民经济影响较小。建议应积极应对和
正面引导舆情；改变废纸回收付费方式，提高废纸的回收率和利用率；深化洋垃圾进口禁令的经济影响和绿色贸易政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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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措施的经济影响研究
——以未经分拣的废纸为例 *

201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

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

称《实施方案》），原环保部等五部

委调整《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目录》，

对4大类24种固体废物实施禁止进口

措施。其中，2016年未经分拣的废纸

（税号：4707900090）进口额占到了4

类禁止进口固体废物的17%以上。部分

媒体报道称，由于不再审批许可证，

导致国外废纸无法进口从而造成纸制

品价格飞涨，国内纸媒面临“最危险

时期”和“无纸可印”的状况，对出

版行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针对此情

景，为分析禁止进口未经分解废纸措

施的经济影响，本研究采用格兰杰因

果检验方法对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与未经分拣的废纸

进口额之间统计学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进行了检验，并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定

量测算了禁止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对

我国GDP以及相关行业所产生的影响。

我国废纸进口趋势分析

按照《中国造纸年鉴》统计分

类，我国进口的废纸主要分为废纸箱

板类（税号：47071000）、办公室废

杂纸类（税号：47072000）、废报纸类

（税号：47073000）以及其他废杂纸

类（税号：47079000）共4类。其中，

其他废杂纸类包括“回收（废碎）墙

（壁）纸、涂蜡纸、浸蜡纸、复写纸

（包括未分选的废碎品）”(税号：

HS 4707900010)和“其他回收纸或纸板

（包括未分选的废碎品）”（税号：

HS 4707900090）2类，前者在2017年

进口废物管理措施之前已在《禁止进

口固体废物目录》中，只有后者是从

《限制进口类可用作原料的固体废物

目录》调整列入《禁止进口固体废物

目录》的4类24种固体废物之一，属于

变化事项，也是本研究的分析对象。

我国进口废纸种类及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UN Comtrade）统计数据显示，

2003—2016年我国进口废纸（4类）

数量呈稳步上升并趋于稳定趋势，进

口额则呈先上升后降低的趋势。2016

年我国进口废纸总量达2850万吨，进

口额为49.9亿美元，是2003年进口额

的4倍左右，如图2所示。

其中，其他废纸类在4类废纸中

进口量并不大，2016年进口的价值量

仅占所有进口废纸的20%左右，实物

量则更低，仅为18%。从进口区域来

看，其他废纸类主要来源于美国、日

本、英国等国家和地区。相关统计数

据显示，2016年我国从美国、日本和

英国进口的废纸总额分别为20.1亿美

元、12.6亿美元以及11.6亿美元，其

所占比重如图3所示。

由于未经分拣的废纸在UN Com-

trade的网站上无法获悉，为保持数

据的一致性，将未经分拣的废纸按照

2016年进口额的比重在其他废杂纸类

税号下进行拆分，2003—2016年我国

进口额如图4所示。可以看出，我国

在2003—2016年的十余年间，对于未

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呈现先增加，

2008—2011年出现大幅波动，然后再

趋于稳定下降的趋势。

废纸进口禁令对经济影响的初步

分析

废纸作为造纸行业重要的中间产

*基金项目：本研究系2018年度“国家环境保护战略决策支持（2110105）”项目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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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F）、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

（IGES）等国际组织及上海交通大学

等国内学术机构的专家进行研讨，确

定在研究中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模型

以及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时间序列情形下，两个经济

变量x、y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定义

为：若在包含了变量x、y过去信息的

条件下，对变量y的预测效果要优于

只单独由y的过去信息对y进行的预测

效果，即变量x有助于解释变量y的将

来变化，则认为变量x是引致变量y的

格兰杰原因。

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是为了

检验废纸进口额是否能在统计学意义

上成为解释国内成品纸价格变动的原

因。在检验前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

验，然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检验

公式如下：

（1）

（2）

式中， 表示零假设， 互为

变量和解释标量， 为变

量系数， 和 为白噪音。如检验

结果均满足零假设，即和均为0，则

表明二者在统计学上无因果关系。

研究使用的数据为：2003—2015

年未经分拣的废纸的进口额、2003—

2015年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

厂价格指数表征成品纸价格。其中

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基于UN Com-

trade数据计算得出，造纸及纸制品

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根据《中国统计年

鉴》，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

图1 我国进口废纸种类及关系图

废纸

废纸箱板类
税号：47071000

办公室废杂纸类
税号：47072000

废报纸类
税号：47073000

回收（废碎）墙（壁）纸、涂蜡纸、浸蜡纸、
复写纸（包括未分选的废碎品）

税号：4707900010

其他回收纸或纸板（包括未分选的废碎品）
税号：4707900090

2017年新增禁止进口废纸产品

其他废杂纸类
税号：47079000

图2 2003—2016年我国废纸进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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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16年我国废纸进口主要来源及其他废纸进口来源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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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投入，其进口量可能会对造纸行业

生产成本产生直接影响，进而通过市

场的传导和调节作用影响到成品纸的

价格、造纸行业收入以及前后关联产

业的产出。

方法论

为定量分析废纸进口禁令所产生

的经济影响，通过与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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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分析方法

投入产出分析是研究经济体系

（国民经济、地区经济、部门经济、

公司或企业经济单位）中各个部门之

间投入与产出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数量

分析方法。本研究基于国家统计局编

制的2012年全国139个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相关计算公

式，计算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废纸对

我国造纸和纸制品行业以及全行业产

出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使

用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来测算禁止废纸

进口的经济影响，相对于使用非竞争

性投入产出表，估算出的国内影响会

略高一些。

计算公式如下：

为进口变化引起的产出变

化， 为消耗系数矩阵， 为 部门向

部门的投入， 为其他部门对 部门

的总投入， 为单位矩阵， 为 部门

进口额， 为 部门最终消费， 为进

口系数， 为进口变动引起的投入

变动。

初步结论

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与造纸

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无因果关系。对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未经分拣的废

纸进口额两个变量进行计量分析。由

ADF检验可知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和未经分拣的废纸

进口额时间序列均为平稳序列。进一

步对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

价格指数和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两

个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显著性

水平取5%，滞后期取值1～2，结果如

表1所示。

结合F检验和P值，从表1可以看

出，当滞后期数为1期时，未经分拣

的废纸进口额对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

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没有显著影响，

反之也没有影响，表明两者之间是伪

相关，即不存在因果关系；当滞后期

数为2期时，也得到相同的结论。

禁止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对我国

经济影响不显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2012年全国139个部门的投入产

出表，利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对我

国禁止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产生的经

济影响进行计算。

基于我国2016年未经分拣的废纸

进口情况，如果我国实施全部禁止进

口措施，即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贸易

额由6.3亿美元降至0美元，通过产业

传导，废纸进口减少额对造纸行业的

产出影响约为6.5亿元人民币，造成图4 2003—2016年我国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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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出厂价格指数与废纸进口额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滞后期 零假设 F统计量 P值 决策

1
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不是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格兰杰原因 0.61178 0.4542 接受

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不是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的格兰杰原因 0.81614 0.3899 接受

2
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不是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的格兰杰原因 4.32200 0.0688 接受

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不是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的格兰杰原因 3.36742 0.1046 接受

出厂价格指数是以上年为基准100计

算的数据。为在时间序列上分析价格

指数的变化，本研究对该指数进行调

整，以2003年为基准价格指数，得出

历史趋势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

出，2008年造纸及纸制品业工业生产

者出厂价格指数大幅上升，2009年又

快速回落，2007—2011年波动较大，

2011年之后处于较稳定的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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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降幅约为0.0530%。

对全行业产出而言，由于进口

废纸产品既有前向关联，也存在后向

关联，通过投入产出方法估算禁止进

口废纸对我国全行业产出的影响约

为110.3亿元人民币，造成产出降幅

约为0.0068%。将影响分到三次产业

中，对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出的

影响分别为1.2亿元、96.8亿元以及

12.3亿元人民币，如图6所示。

原因分析

通过定量分析，可以发现未经分

拣的废纸进口额与成品纸价格无因果

关系，且全部禁止进口后，对国民经

济的影响较小，仅为0.0068%，进一

步分析认为造成上述结果的原因有：

一是进口的未经分拣的废纸在我

国使用的纸浆中所占比重较小。2016

年我国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量为500

余万吨，约占进口废纸浆的13.0%。

而进口废纸浆在我国使用的全部纸浆

中仅占24.7%。通过折算，由进口的

未经分拣的废纸制成的废纸浆仅占到

我国全年使用纸浆量的3.2%。

二是未经分拣的废纸在成品纸

制造过程中可以被其他废纸或原材

料替代。调整后的《禁止进口固体

废物目录》仅涉及47079000税号下的

产品，其他三类废纸产品均不在禁止

目录下。此外，我国造纸所用纸浆来

源包括我国的废纸浆和其他纤维原材

料，在市场机制下，被禁止进口的未

经分拣的废纸可以很快被其他原材料

替代。

三是造纸行业集聚度相对较高。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前10位的造纸企

业产能已经占到整个行业的37%，对

原料成本控制和市场定价能力较强。

四是中国废纸回收率和利用率在

逐年增高。根据相关统计，我国废纸

回收率从2003年的30.4%增加到2015

年的46.8%，废纸利用率从2003年的

55.8%提高到2015年的72.6%。回收和

再利用的废纸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替代

用作原料的进口废纸。

此外，成品纸价格除受成本影响

外，还受市场需求的影响。

综上，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与

成品纸价格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

禁止进口未经分拣的废纸对造纸行业

和国民经济影响较小。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分析，研究认为造纸

和纸制品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结

果）和未经分拣的废纸进口额（原

因）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且禁止未

经分拣的废纸进口对我国国民经济的

影响较小，同时结合禁止进口废纸后

产生的诸如“由于不再审批许可证，

导致国外废纸无法进口从而造成纸制

品价格飞涨，国内纸媒面临‘最危险

时期’和‘无纸可用’的状况，将对

出版行业安全产生严重影响”等舆情

的演变进展，提出建议如下：

积极应对和正面引导舆情

组织召开与固体废物行业以及

相关产业的座谈会，解释相关政策，

了解其需求，共同探讨解决和替代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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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宣传定量化研究成果，打消疑

虑。广泛利用媒体，包括报纸、网

络、生态环境部微博微信等加强宣传

报道。不仅政府解读相关政策，也鼓

励专家发声，包括将本研究报告适时

发布。宣传内容应包括：政策解读；

政策对经济的影响；进口固体废物的

环境影响，如“垃圾围城”的宣传片

要大力推广。

改变废纸回收付费方式，提高废

纸的回收率和利用率

由原来回收者付费转变为多种付

费方式，降低国内废纸回收行业的成

本。建议选取重点行业进行试点，如

对快递业实施由消费者付费购买包装

纸盒（箱），政府采购的办公用纸由

使用单位付费回收等。通过多种手段

激励废纸回收和利用，提高国内的废

纸回收率和利用率，满足国内造纸行

业对原料的需求。

（张彬系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国际所高级工程

师、博士；李丽平系生态环境部政研中心国

际所所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张莉，生态

环境部政研中心国际所。李丽平系本文通讯

作者）

深化洋垃圾进口禁令的经济影响

和绿色贸易政策研究

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废塑料、纺

织废料等洋垃圾进口禁令的经济和贸

易影响，特别是结合市场价格变动以

及要素自由流动分析相关政策的经济

和贸易影响。同时，以推动贸易与环

境相互支持为目标导向，开展包括固

体废物管理措施在内的绿色贸易政策

研究，包括优化出口退税结构、绿色

贸易管理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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