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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玉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及成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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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月度数据，使用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对我国玉米加工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成因进行研

究。研究发现，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膳食结构的变化和玉米工业的扩张，玉米加工消费显著增加，其空间集聚特征为：

从产业集中度分析结果来看，玉米饲料产业集中度略有降低但玉米工业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从区位商分析结果来看，

玉米饲料产业区位优势显著，玉米工业产业核心产区集聚特征突出。在全球多重风险影响、玉米加工产业玉米消费趋势

刚性增长背景下，为提升我国玉米加工产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提高玉米产业集约化程度、实现更高层次粮

食安全，设立玉米综合产业园、充分发挥产业集聚优势，适度增加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国内玉米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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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粮食安全是我国头等大事，在新冠疫情

蔓延、中美贸易摩擦加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

全球经济下滑等全球多重风险影响下，国际粮食

供应形势愈发严峻复杂，引起了我国民众对粮食

安全的关注和担忧，也给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带来

多年未有的压力和考验［1］。2020年 4月 27日，国

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等 11部门单位联合印发 《关于 2020年度认

真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通知》，要求各地

各部门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扎实

推进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确

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顺利实施。7月 22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吉林省考察时再次指出，“要把保障

粮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

产，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在探索现代农业发

展道路上创造更多经验”。玉米作为全球三大主

粮之一、以及饲料和工业主要用粮，2020年现货

价格涨至近六年来最高位，且期货价格达到了自

玉米期货上市以来的最高峰［2］。玉米供需稳定事

关粮食安全和饲料安全，近年来在农业科技进步

和国家惠农政策等促进下，我国玉米连年丰收，

已 经 成 为 我 国 种 植 面 积 和 产 量 最 大 的 粮 食 作

物［3‐4］。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玉

米种植面积为 4128万公顷，总产量达到 26078万
吨，分别占我国全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和全

年粮食总产量的 36%和 39%。而玉米加工产业在

玉米消费中具有重要地位，其消费占比逐年提

升，目前已经超过玉米总产量的 90%［5］，且仍呈

现刚性增长趋势［6］。预计 2030年，玉米需求将超

过 3 亿 吨 ， 国 内 产 需 缺 口 将 达 到 2500 万 吨 以

上［7］。因此，保障玉米稳定供给成为保障我国粮

食安全的重中之重。从理论上来看，农业产业集

聚具有汇聚优势资源、打造优质品牌，加强企业

协作、形成良性竞争和产生规模效应、带动区域

发展等多重优势［8］。在中美贸易关系恶化和后疫

情背景下，优化玉米加工产业区域布局、促进玉

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是提高玉米加工产业链效

率、优化玉米资源综合利用和提升玉米加工产业

风险应对能力的重要举措。

目前虽然关于我国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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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现有研究主要以农产品加

工业或粮油加工业等产业大类作为研究对象，鲜

有玉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相关研究。本研究作为

现有研究补充，一是首次采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 之中全国及各省

玉米总消费、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的最新数据，

分析玉米加工产业空间聚集特征；二是尝试使用

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两项量化指标对玉米加工产

业空间集聚特征进行量化分析；三是运用定性分

析对玉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特征的成因进行深入

分析，并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对促进我国玉米加工

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产业空间集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若干企业及

相关上下游企业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高度集中的现

象，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起着重要

的推动作用，并成为推动区域及国家经济发展的

重要经济发展模式［9］，也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

领域。产业集聚对企业、产业或经济主要具有促

进效应、抑制效应和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

关系。促进效应的研究认为产业集聚可以改善集

聚区域居民生活水平，促进地区技术进步，增强

区域产业竞争力，带来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和区

域经济索洛剩余递增［10‐11］；抑制效应相关的研究

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会导致资源紧张、效率降低和

竞争无序，即产生“资源诅咒效应”和“拥挤效

应”，抑制经济增长［12‐13］；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 （即威廉姆斯假说） 相关的研究认为，产

业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存在“拐点效应”，在到

达拐点前产业空间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到达

拐点后由于集聚区内的要素价格上升，企业生产

成本增加，阻碍区域经济增长［14‐15］。

目前，我国对农产品加工业的空间集聚研究

主要集中在两个方向：一是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

聚的促进效应研究。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可使

企业充分利用土地、人力、设施和资本等资源，

并且可以促进农产品专业化生产，提高农业产业

竞争力，产生规模效益［16‐17］。培育和促进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聚发展，对实现资源集约化利用、促

进农业经济转型、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促进农

民就业、增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8］。秦建军等

基于 2002—2008年国家、省级和行业统计年鉴数

据分析指出农产品加工空间集聚对产业发展具有

促进作用［19］。战炤磊等基于 2000—2008年江苏

农产品加工业 12个细分行业的数据分析，发现产

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20］。

陈池波等利用 2012—2016年湖北省县 （市、区）

面板数据测算了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

度，发现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具有鲜明

的地域差异特征，且总体上对县域经济增长影响

显著，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关

系［21］。而徐志仓等基于 2005—2011年间的乡镇

企业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农

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水平高，但空间集聚不一定

带来经济增长［22］。

二是农产品加工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和空间

集聚特征研究。苏李等借助空间集聚指数对 2003
—2008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进行测度，发现中国

农产品加工业整体空间集聚度较高且呈明显上升

趋势，但各行业的空间集聚状况差异明显［23］。冯

伟等使用 G系数、H指数和 EG指数对 2013年农

产品产量及加工业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农产

品加工业总体空间集聚水平较低［24］。吴朝影等综

合运用产业集中度、EG系数和空间自相关系数

等方法，对 2003—2011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空间

集聚特征和变化趋势进行考察，发现农产品加工

业总体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呈现出向中部

地区集聚的趋势，但东部地区仍是主要集聚区，

不同行业的空间集聚存在显著差异［25］。周海川利

用赫芬达尔指数 （HHI） 对我国 30个省 1998—
2009年的饲料产业集中度进行测算，发现我国饲

料市场集中度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6］。杨艳昭等使

用生产集中度指标测度了 1978—2014年中国玉米

消费空间格局，得出“中国饲用玉米消费的区域

分布广泛，工业消费相对集中”的结论［27］。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充分分析了我国农产品

加工业集聚对经济、产业和企业的促进效应，利

用赫芬达尔指数等测度指标对农业品加工业空间

集聚水平进行了多元测度并揭示农产品加工业存

在的不同集聚特征。但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在研

究对象方面，着眼整体农产品加工业，鲜有聚焦

玉米加工产业的研究，导致制定玉米加工产业发

展政策缺乏参考依据；二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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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使用定量分析来测度农产品加工业集聚水平、

解释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特征和探究农产品加工业

集聚对经济、产业和企业等的促进效应，忽视结

合定性方法综合分析农产品加工业集聚特征的成

因，导致研究结论缺乏实操性；三是从数据来源

来看，主要使用各类年鉴生产年度数据，具有滞

后性，也难以细化把握各省玉米消费变化情况。

本研究克服现有研究的不足，基于国家粮油信息

中心 《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 省级玉米消

费最新数据，使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

法，采用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两项指标对玉米加

工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及其成因进行研判，力图提

出促进玉米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我国玉米供给和消费现状

（（一一）） 我国玉米供给现状我国玉米供给现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农业技术进

步、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和市场需求增加等因素的

驱动下，我国玉米生产取得长足发展，无论是单

位面积产量还是总产量都有大幅增长。1949年我

国玉米单位面积产量为 962公斤/公顷，总产量为

1242万吨，2000年玉米单位面积产量达到 4597

公斤/公顷，总产量提升到 10 600万吨，增幅分

别为 378%和 753%［28］。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在

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和国际粮价波动较大的背景下，

为提升农民种粮收益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我国

从 2008年起在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

古自治区实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简称“临储政

策”）［29］，取得了稳定国内玉米市场价格、增加

农民收入、提高玉米总产量和种植面积等良好效

果［30］。但同时导致玉米价格倒挂，库存压力增

大、粮食种植结构失衡、加工企业成本上升及发

展停滞等问题，并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资源代

价［31‐32］。2016年国务院取消玉米临储政策，实施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政策，玉米价格形成与市

场供需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外价格逐渐接轨。下

游养殖业、玉米深加工行业的成本显著降低，市

场活力和热情得以激发，玉米市场严重供大于求

的局面得到缓解。同时，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政策的引导下，农业农村部为巩固提升玉米优

势区产能，适当调减非优势区玉米种植面积，提

出到 2020年“镰刀弯”地区玉米种植面积调减

300万公顷上的政策目标［33］。2018年玉米播种面

积 4213万公顷，总产量为 25 717万吨，分别比

2015年减少了 6. 3%和 3. 0%［34］，如表 1所示。

我国玉米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华北地

区。2018年，我国玉米总产量在 2000万吨以上的

省份有五个，产量由高到低依次是黑龙江省 3982
万吨、吉林省 2800万吨、内蒙古自治区 2700万
吨、山东省 2607万吨和河南省 2351万吨。

随着我国内需增加，玉米进口量总体呈增加

趋势，但进口量占国内总产量比例控制在 3%范

围内。2013年玉米进口量为 328万吨，2018年为

450万吨，增幅为 37%。2018年从各国进口玉米

量占我国玉米总进口量比例排名前五的国家依次

表 1 中国玉米产业供给和消费情况 （2013—2018年） （单位：万吨）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总供给量

（a=b+c）

22 177

22 116
22 781
22 202

26 254

26 166

总产量 （b）

21 849

21 565
22 463
21 955

25 907

25 717

进口量 （c）

328

552
317
246

347

450

总消费量 （d=e+f）

17 920

16 971
17 760
20 476

27 790

27 293

加工消费 （e=h+g）
饲料消 （h）

11 150

10 000
10 300
12 100

18 500

17 500

工业消 （g）

4820

5020
5500
6400

7300

7800

其他消费 （f）

1950

1951
1960
1976

1990

1993

结余量

（h=a‐d）

4257

5145
5020
1726

‐1537

‐1127

注：1. 玉米行业中一般使用当年 10月到次年 9月的市场年度对产量、消费量进行核算。为方便读者阅读和与国家统计局数据对照，

将原数据中市场年度表示为自然年度，即自然年度 2013对应市场年度 2013/2014；2. 2018年数据为 12月预估数据；3. 2018年国家统计

局调整了 2006—2017年的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量，本表中 2013—2016年玉米总产量及相应数据因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未作公开修正，故

而与国家统计局数据不一致，但是未作修正对本研究分析和结论影响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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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乌克兰 83%、美国 9%、老挝 4%、缅甸 3%、

俄罗斯联邦 1%［35］。

另外，从消费需求来看，2018年我国玉米总

消费量为 27 293万吨，存在 1127万吨的供给缺

口，需要依赖历史库存进行补充。未来我国玉米

供需关系将长期处于偏紧格局，即使玉米播种面

积 2015年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4497万公顷，总需

求满足率也只有 96%左右［36］。

（（二二）） 我国玉米消费现状我国玉米消费现状

如表 1所示，我国玉米消费主要有加工消费

和其他消费两种类型。加工消费包括饲料消费和

工业消费，2018年我国玉米加工需求量 25 300万
吨 ， 占 到 总 消 费 量 的 93%， 较 2013 年 增 加 了

58%。其他消费主要包括食用消费和种用消费，

两者总消费量 1993万吨，占总消费比例为 7%。

从消费类型来看，加工消费中饲料消费包括

生产禽畜饲料和水产饲料两个产业。近年来，随

着畜禽水产养殖规模的快速扩大和居民膳食结构

的变化，玉米饲料消费需求持续提高，其中约有

50%用于生猪饲料消费。虽然生猪养殖行业由于

受“猪周期”及疫病的影响，年出栏数量变化较

大。但是由于庞大的消费者数量和持续提升的生

活水平，猪饲料产量总体呈快速增加趋势并且带

动玉米需求整体增加， 2018年猪饲料产量达到

9720万吨，较 2013年增加了 16%［37］。另外，加

工消费中的工业消费的类型较多，主要有淀粉及

其制品制造业、酒精制造业和白酒制造业等产

业。2013年玉米工业消费只有 4820万吨，2018
年增加到 7800万吨，增幅达到 61. 8%。得益于玉

米收储制度的改革和国家对玉米工业行业的财政

支持，玉米工业利润回升，再加上玉米加工从传

统的物理分离、机械加工向生物技术演进，以玉

米为主的工业用粮需求仍将持续增长。

从消费地区来看，如表 2所示，山东省和广

东省是全国玉米消费巨头，2018年消费量合计约

占全国总消费量四分之一，2018年玉米总消费量

山东省 （4259万吨） 遥遥领先，广东省 （2239万
吨） 位居其次，但是两省自产玉米产不足需。

2018年度供给缺口都在 1500万吨以上，主要依靠

从东北、华北地区调入补充。其中，山东省的玉

米饲料消费和工业消费数量大致相等，但广东省

几乎全部是饲料消费。另外，饲料消费在 1000万
吨以上的省份有四个，由高到低依次为广东省

2000万吨、山东省 1960万吨、四川省 1240万吨、

湖南省 1110万吨，此四省皆为人口大省；工业消

费在 1000万吨以上的省份有三个，由高到低依次

为山东省 2160万吨、黑龙江省 1430万吨、吉林

省 1189万吨，此三省皆为玉米生产大省。

表 2 2018年中国玉米消费前十省份玉米供需平衡表 （单位：万吨）

地区

全国合计

山东

广东

黑龙江

河北

吉林

四川

河南

内蒙古

湖南

江苏

总供给量

（a=b+c）

26 166

2712

235

3990

1941

2815

1066

2351

2700

208

316

总产量 （b）

25 717

2607

55

3982

1941

2800

1066

2351

2700

203

300

进口量 （c）

449

105

180

8

0

15

0

0

0

5

16

总消费量 （d=e+f）

27 293

4259

2239

1929

1603

1596

1472

1427

1214

1204

1105

加工消费 （e=h+g）
饲料消 （h）

17 500

1960

2000

430

890

360

1240

920

338

1110

934

工业消 （g）

7800

2160

‐

1430

605

1189

‐

353

832

‐

‐

其他消费 （f）

1993

139

239

69

108

47

232

154

44

94

171

结余量

（h=a‐d）

‐1127

‐1547

‐2005

2061

338

1219

‐405

925

1486

‐996

‐789

注：1. 由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 只统计了玉米主产区省份的玉米工业消费，故而有些省份工业消费

无数据；2. 表中饲料消费包括配合饲料消费、浓缩饲料配料消费及农户自养直接投喂。其它消费包括食用、种用、损耗等项目。结余

量为年度总供给量与总消费量的差额，不含上年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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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玉米加工业空间集聚特

征分析

（（一一）） 测度指标与数据来源测度指标与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指标适应性，本研究

选择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对中国玉米加工产业的

空间集聚特征进行研判。

1. 产业集中度

产业集中度是衡量市场结构和竞争程度的重

要标志，指某产业中规模最大的前 n家企业有关

数值 （如产值、产量等） 占整个市场或行业的份

额。产业集中度能够形象地反映某产业市场集中

水平，测定某产业内主要企业在市场上的垄断与

竞争程度。理论上认为百分比数值大于 10，区域

形成集聚，数值越大空间集聚程度越大［38］。其计

算公式为：

CR j
n= ∑

k= 1

n

xjk× 100%

上式中， j= 0，1， j= 0表示饲料产业， j= 1表
示玉米深加工产业。n为省份数，一般取 1、3、
5；xjk表示省份 k饲料产业或工业产业玉米消费量

占该产业全国玉米消费量的比例。

2. 区位商

区位商是生产的地区集中度指标或专门化

率，由哈盖特 （P. Haggett） 首先提出并用于区

位分析中。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反映某一

产业部门的专业化程度、衡量某一区域要素的空

间分布情况和某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

用。一般来说，区位商大于 1，则该产业在当地

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数值等于 1，说明在该地

区某产业具有均势地位；若数值小于 1，说明该

产 业 在 该 地 区 不 具 有 优 势 地 位 ， 处 于 比 较 劣

势［39］。其计算公式为：

LQij=( Eij÷ Ei ) / ( Ekj÷ Ek )

上式中，Eij——i地区产业 j的玉米消费量；

Ei——i地区玉米总消费量；Ekj——国家 k产业 j

的玉米消费量；Ek——国家 k的玉米加工产业玉

米消费量。

（（二二））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饲用谷物市场供需状况月报》。考虑到研究目的

和数据的准确性与可得性，选取 《饲用谷物市场

供需状况月报》 中 2013—2019年中国玉米供需平

衡表、中国玉米分省区供求平衡分析、中国工业

用玉米消费量等数据进行分析，此数据的独特性

在于能够提供全国及各省玉米饲料消费和工业消

费相对准确和且详细的数据。由于玉米加工企业

主要密集布局在东北、华北黄淮等玉米主要产

区，故而国家粮油信息中心报告中我国工业用玉

米消费量数据只统计了位于玉米主要产区 8个省

份和陕西省、山西省的玉米加工企业，其它省份

由于没有玉米加工企业或规模不大未能达到统计

条件，因而未纳入统计。

（（三三）） 分析结果分析结果

基于我国 31个省份 2013—2018年玉米总产

量、总供给量、总消费量、饲料消费和 10个省份

工业消费的数据，分别计算了我国玉米饲料产业

与玉米工业产业的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如表 3
和表 4所示。

表 3 玉米加工行业的集中度变化

行业

饲料产业

工业产业

2013年
玉米消费量排名前五 （省、自治区）

山东

河北

广东

河南

四川

山东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CR5（%）

41. 88

76. 93

2018年
玉米消费量排名前五 （省、自治区）

广东

山东

四川

湖南

江西

山东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河北

CR5（%）

41. 55

7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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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华等：我国玉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特征及成因研究

1. 产业集中度

（1） 玉米饲料产业集中度略有降低。2013年
玉米饲料产业集中度为 41. 88%，2018年小幅下

降到 41. 55%。虽然饲料产业集中度从 2013到

2018年变化不大，但饲料产业集聚地发生了较大

变化。2013年玉米消费量在全国排名前五的省份

依次为山东省、河北省、广东省、河南省、四川

省，2018年则为广东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

省、江西省。其中，河北省和河南省玉米消费量

跌出前五，湖南省和江西省进入前五，2018年广

东省取代山东省成为全国饲料产业玉米消费量最

大的省份。

（2） 玉米工业产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13年
玉米工业产业集中度为 76. 93%，2018年上升至

79. 60%。各省份玉米工业消费量排名基本和分布

保持稳定，主要集中在山东省、吉林省、黑龙江

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等中国北部玉米产区。

2. 区位商

本研究采用国家粮油信息中心 《饲用谷物市

场供需状况月报》 相关标准，以自给类型划分玉

米主产区、产销平衡区和主销区。其中主产区为

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吉林省、黑龙

江省、江苏省、安徽省、江西省、山东省、河南

省、湖北省、湖南省、四川省、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产销平衡区为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

南省、重庆市、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

回族自治区；主销区为北京市、天津市、上海

市、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

治区。东北三省一区不仅是我国玉米主产地，同

时也是我国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地区、国家储

备玉米重要收购基地，因而将东北三省一区定义

为玉米核心产区。

（1） 玉米饲料产业区位优势显著。由表 4可
知，按照区位商大小排序，相同位次中 2018年区

位商大于 2013年区位商的省份有 20个，表明我国

饲料产业区位商整体提高较快，饲料产业比较优

势进一步提高。其特点一是玉米饲料产业比较优

势区域扩大。从全国来看，2013年区位商大于 1，
即该产业在当地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的区域有 19
个省 （市、自治区）， 2018年增加到了 22个省

（市、自治区），说明全国饲料产业在玉米加工产

业中占优势的省份增多，玉米饲料产业几乎已成

为全国玉米加工产业中的主导产业。二是主销区

中的高区位商省份占比上升。饲料产业区位商最

高的前 10省份中玉米主销区占所有省份的比例由

2013年 40%增加至 2018年 60%。2013年饲料产

业区位商较高的前十个省份中玉米主销区四个，

主产区三个，产销平衡区四个。而区位商较小的

十个省份主销区只有一个，主产区五个，产销平

衡区四个。但 2018年饲料产业区位商较高的前十

个省份玉米主销区增加至六个，主产区减少至两

个，产销平衡区减少至两个。区位商较小的十个

表 4 饲料产业区位商

2013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省份

海南 ⁃

湖南+

四川+

广东 ⁃

江西+

北京 ⁃

福建 ⁃

重庆

广西

云南

浙江 ⁃

江苏+

湖北+

天津 ⁃

上海 ⁃

贵州

辽宁++

河北+

青海

河南+

新疆+

甘肃

山西

西藏 ⁃

山东+

安徽+

陕西

内蒙古++

黑龙江++

宁夏

吉林++

区位商

1. 54
1. 44
1. 40
1. 39
1. 37
1. 36
1. 36
1. 35
1. 35
1. 35
1. 34
1. 27
1. 27
1. 25
1. 18
1. 18
1. 10
1. 07
1. 03
0. 98
0. 89
0. 86
0. 83
0. 81
0. 72
0. 68
0. 67
0. 64
0. 52
0. 49
0. 40

2018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省份

海南⁃

福建 ⁃

江西+

湖南+

广西

广东 ⁃

重庆

浙江 ⁃

天津 ⁃

北京 ⁃

上海 ⁃

江苏+

四川+

云南

湖北+

贵州

辽宁++

山西

安徽+

青海

甘肃

河南+

河北+

西藏 ⁃

陕西

山东+

新疆+

内蒙古++

宁夏

吉林++

黑龙江++

区位商

1. 52
1. 45
1. 45
1. 44
1. 43
1. 39
1. 39
1. 38
1. 38
1. 32
1. 32
1. 32
1. 31
1. 31
1. 25
1. 14
1. 13
1. 03
1. 03
1. 02
1. 02
1. 01↑
0. 87↓
0. 78↓
0. 75↑
0. 72
0. 71↓
0. 43↓
0. 41↓
0. 35↓
0. 35↓

注：“++”为玉米核心产区，“+”为玉米主要产区，“ ‐”
为玉米主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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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份主销区仍为一个，主产区增加至七个，产销

平衡区减少至两个。海南省不生产玉米，主要的

玉米消费用途为饲料消费，因而海南省饲料产业

区位商在全国最高。

（2） 玉米工业产业核心产区集聚特征突出。

由表 5可知，2013年至 2018年之间，玉米工业产

业区位商均超过 2，即玉米工业在当地具有明显

比较优势，其中吉林省、黑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

区均属于全国玉米产量较大且质量最优的核心产

区。而区位商小于 1，即玉米工业在当地不具有

比较优势的省份之中 2013年是河北省、辽宁省、

河南省、山西省，2018年为河南省、辽宁省、安

徽省、山西省，其中安徽省区位商降幅很大，河

北省区位商上升较快。相较于饲料产业区位商，

工业产业区位商两极差距较大，表明玉米工业产

业布局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四、玉米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的成

因分析

（（一一）） 玉米饲料产业空间集聚成因分析玉米饲料产业空间集聚成因分析

1. 市场需求预期良好推动饲料企业加快布局

我国总人口规模将于 2029年左右迎来峰值，

峰值人口规模约为 14. 55亿人［40］，这将意味着我

国人口未来 8年大约还有 5000万人的增长空间。

按照 2019年人均肉类消费 27公斤计算，8年后肉

类消费每年将至少增加 135万吨。2019年，受生

猪产能下滑和国际贸易形势变化等影响，全国工

业饲料总产量 2. 3亿吨，同比下降 3. 7%［41］。但

我国饲料工业连续 4年产量 2亿吨，连续 8年位居

世界第一，约占全球总产量的 1/4［42］。庞大的饲

料需求基数和强劲的肉类需求前景，使得作为饲

料主要原料的玉米未来消费需求前景广阔。在良

好的市场需求和前景驱动下，竞争激烈的饲料企

业加快向全国扩张产能的步伐，导致饲料产业在

玉米加工产业中的占比逐年提升。

2. 产业政策变动导致饲料产业集中度略有

下降

近年来，相继出台的国家产业政策促进了养

殖业转型升级，改变了饲料产业的空间集聚水

平。 2015年 1月 1日新修订的史上最严环保法

《环境保护法》 开始施行，此后 《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 和 《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 相继

出台，生猪禁养和拆迁整治的工作迅速展开。严

格的环保要求使得大量小型养殖场和散养户因环

保不达标或者环保成本高逐渐退出市场，新希

望、正大集团、温氏、大北农等国内外规模饲料

企业则借机发力，结合自身优势在全国快速布局

养殖业。由于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的划定，

新加入养殖行业的规模养殖企业不得不选择远离

人口集聚地的地区建立养殖场，而规模养殖场布

局的改变导致饲料厂布局随之改变，从而使得饲

料产业集中度略有下降。

3. 消费升级和人口集聚促进饲料产业向人口

和经济大省集聚

我国消费者对冷冻肉接受度低、畜禽等动物

活体运输不便，且冷链物流不发达难以长距离运

输鲜肉等原因，导致养殖产业布局更愿意靠近消

费地区，即布局在人口密度较高和经济水平较高

地区的周边。饲料产业是养殖产业等上游产业，

围绕养殖业布局，有利于紧密接触市场，缩短供

应链、稳定客户群体，并且规模化的养殖场一般

配套建设饲料厂。随着大城市消费能力的提升，

对于畜禽养殖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促使地

区饲料产能扩大，进而使地区饲料产业区位商升

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末广东省常

住人口全国最多，为 11 346万人，常住人口增长

率远高于表 6所列其它省份，山东省位居其次。

2018年广东省人均消费支出为 26 504元，远高于

表中所列其它省份，湖南省位居其次。较大的人

口数量和较强的消费能力，使得人均肉类消费数

表 5 玉米工业产业区位商

2013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省份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山东+

陕西

河北+

辽宁++

河南+

山西

区位商

3. 11
2. 48
2. 26
1. 95
1. 88
1. 38
0. 97
0. 76
0. 51
0. 34

2018年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省份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山东+

陕西

河北+

河南+

辽宁++

安徽+

山西

区位商

2. 61
2. 59
2. 40
1. 77
1. 37
1. 32
0. 87
0. 76
0. 74
0. 62

注：“++”为玉米核心产区，“+”为玉米主要产区，“ ‐”
为玉米主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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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断提升，2018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肉类消

费 40. 7千克，远高于全国平均值 31. 2千克［43］，

导致广东省饲料工业集聚度较高，成为全国第一

大饲料产区。

（（二二）） 玉米工业产业空间集聚的成因分析玉米工业产业空间集聚的成因分析

1. 玉米价格市场化促进提升玉米工业产业集

中度

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在保障农民种植收益、提

高玉米总产量的同时，也导致国内外玉米价格倒

挂、玉米库存积压等问题，对下游玉米加工企业

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影响。临储收购政策运行期

间，大量玉米进入国库，导致部分玉米工业企业

原料紧缺，生存艰难，甚至逐步关闭或者重组，

一直坚持开工的企业也由于粮食收购量有限而全

年开工率较低。2016年 《全国种植业结构调整规

划 （2016—2020年）》 提出推进玉米“市场化收

购”加“补贴”改革，取消玉米临储收购政策。

改革后的玉米市场，玉米价格由市场形成，供求

关系靠市场调节。东北“黄金玉米带”是我国玉

米主产区，产量高且质量好，临储政策取消后东

北玉米价格和供给优势迅速显现。以玉米深加工

产能较大的吉林省为例，2016年之后，吉林省玉

米深加工企业开工率已经由 2015年的 50%~60%
上升至 2017年的 100%［44］。各大玉米加工企业敏

锐地捕捉到收储政策改革所释放的机会，纷纷在

东北布局玉米深加工企业，尤其是全国玉米产量

最高省份黑龙江，吸引了伊品、鸿展、象屿、阜

丰等一批玉米深加工集团布局玉米深加工产业，

新增年玉米加工能力超过 800万吨，显著提升了

东北地区玉米工业产业集中度。

2. 玉米临时补贴提高玉米工业产业集聚度

2010年底，我国玉米库存量 0. 35亿吨，截至

2016年底玉米库存高达 2. 58亿吨，达到了前所未

有的规模，库存年均上涨幅度 114. 30%，玉米供

需结构严重失调［45］。为加快消化玉米库存、减轻

国家财政负担，2014年 7月 15日财政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联合

印发 《东北玉米深加工企业竞购加工国家临时收

储玉米补贴管理办法》，对具有一定资质条件、

具备一定加工能力的玉米深加工企业，在规定期

限内竞购加工国家临时收储玉米，超过一定数量

部分给予一次性补贴。该通知印发后，东北三省

一区积极配合，陆续根据本地玉米产量及加工能

力制定以推进粮食收储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卖粮

难、促进玉米深加工产业稳定发展等为目标的符

合当地的补贴政策。补贴对象扩大到玉米深加工

企业和饲料企业，吉林省贴标准也由最初 100元/
吨提高到最高 350元/吨［46］。截至 2018年 9月，

由于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明显，玉米库存快速

增长的势头得到初步遏制，玉米已产不足需、库

存开始下降［47］，2018年下半年及 2019年未出台

相关玉米加工补贴政策。本轮玉米东北深加工补

贴政策，使得东北玉米深加工产品市场竞争力上

升，而没有补贴的华北地区玉米加工企业在市场

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东北玉米深加工行业

开工率提升，华北玉米深加工行业开工率下降，

使得玉米工业产业空间集聚度进一步提高。

3. 便利的经营环境促使玉米工业产业向核心

产地集聚

便利的经营环境主要体现在核心产区玉米采

购和储存的便利性。粮食的季节性波动十分明

显，特别是在粮食主产区，一般正常年份农户玉

表 6 我国部分省份人口、人均消费支出及肉类产量数据

省份

广东

山东

四川

湖南

江西

河北

河南

2018年常住人口

（万人）

11 346
10 047
8341
6899
4648
7556
9605

2013‐2018年常住人口

增长率 （%）

1. 29
0. 64
0. 57
0. 61
0. 55
0. 60
0. 40

2018年人均消费支

出 （元）

26 504
18 780
17 664
18 808
15 792
16 722
15 169

2013‐2018年人均消费

增长率 （%）

8. 38
9. 56
9. 83
9. 50
9. 45
8. 99
8. 68

2018年饲料总产量

（千吨）

31 880
35 682
10 856
12 672
10 898
13 025
10 700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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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销售价格在每年新粮收获前 （8~9月） 达到价

格高峰，随着新粮逐步上市 （9月到次年 1月），

市场价格呈现明显下行，一段时间后开始回稳上

涨，进入下一个市场年度和波动周期［48］。玉米深

加工企业一般具有巨大的玉米仓储能力，例如具

有一定规模的玉米深加工企业单厂玉米年加工能

力在 50万吨~500万吨之间，仓储小者可满足一

月用量，仓储大者可满足一年用量。玉米深加工

企业布局在东北地区，有利于企业及时掌握玉米

生长情况，在玉米大量上市之时有利于企业制定

最优的玉米收购策略，提高行情判断准确性，减

少中间商差价及物流费用，从而降低企业采购成

本。另外，东北地区气候相对南方较为寒冷干

燥，可降低玉米发热、发霉、变质的风险，有利

于玉米长期储藏。国家临储玉米和一次性储备玉

米一般储存在东北三省一区，其玉米储备时间长

达 5年。

五、总结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使用产业集中度和区位商对我国玉米

加工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玉

米加工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鉴于中美

贸易摩擦长期化、玉米加工产业玉米消费趋势刚

性增长以及提升我国玉米加工产业竞争力的需

要，迫切要求继续提升加工产业空间集聚程度，

建议如下。

（（一一）） 提高玉米产业集约化程度提高玉米产业集约化程度，，实现更高实现更高

层次粮食安全层次粮食安全

当前我国玉米工业产业和饲料产业均存在严

重的低端产能过剩、同质恶性竞争问题，只有实

现“藏粮于产品”，才会有助于实现更高层次的

粮食安全。建议政府一方面要在国内玉米供需格

局日趋紧张的现实约束下，通过以兼并重组的方

式淘汰玉米工业产业和饲料产业落后产能、提高

集约化程度，并选择具有区位优势的地区促进玉

米加工产业集群发展。要有重点地对玉米加工产

业兼并重组、设备更新、工厂改造进行补贴，以

提高产业集约化程度。另一方面，对于玉米工业

产业，在玉米主要产区东北建立玉米工业集群发

展基地，将玉米主产区的玉米资源优势转化为玉

米产业优势。对于玉米饲料工业，要在玉米主要

消费地区广东省、山东省等地建立玉米饲料工业

集群发展基地，利用玉米主要消费地区的市场优

势提升玉米产业优势。

（（二二）） 设立玉米综合产业园设立玉米综合产业园，，充分发挥产业充分发挥产业

空间集聚优势空间集聚优势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我国玉米供应链的不

稳定性增加，产业布局调整要朝向集群发展以减

少供应波动导致的风险。玉米是各类玉米加工企

业的主要生产原料，而玉米深加工产品如玉米酒

精糟、玉米蛋白粉、氨基酸等也是饲料企业的原

料。建议在交通便利、玉米资源丰富、适宜养殖

的地区建立玉米综合产业园，通过政府投资固定

资产与免费或者低价租赁相结合、税收减免、人

才引进、融资支持等措施吸引玉米深加工企业、

饲料企业以及与淀粉、葡萄糖、酒精等产品为原

料的企业入驻园区，使得玉米原料在园区内经过

初加工形成初级产品后可以就地进入下一环节进

行深加工，减少原料运输费用和运输时间，提高

整体生产效率并节约生产成本，充分发挥产业空

间集聚优势。

（（三三）） 适度增加玉米种植面积适度增加玉米种植面积，，扩大国内玉扩大国内玉

米供给米供给

我国玉米产需缺口持续扩大，供给不足态势

日益严重。在当前国外风险日益增加及国际粮食

市场存在不确定性背景下，为满足国内玉米需

求，在增加玉米进口数量的同时，亟需通过精确

核算，适度增加我国玉米供给。建议提升玉米经

营规模、加大玉米良种推广力度、优化玉米生产

性服务、完善玉米烘干及仓储设施，保证玉米核

心产区播种面积及产量稳步增加，吸引非核心产

区农民适度增加玉米种植面积，在保证口粮安全

的前提下有效增加玉米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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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patial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orn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hina

ZHAO Minghua1，CAO Bin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00，China；
2. Institute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This study is based on the monthly data of the National Grain and Oil information Center，using the industrial concen‐
tration and location quotient to analys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The study has found，in recent
years，with change of dietary structure of Chinese consumers，the consumption of corn processing products has increased signifi‐
cantly，and spatial agglomeration is seem firstly from the analysis of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which the corn feed industry concen‐
tration has decreased slightly but the concentration of corn industry increased significantly；secondly，from the analysis of location
quotient，the location advantage of feed industry is significant，the industrial core production location of institutional thickness is
featured promin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multi ‐ risk influence and the rigid growth of corn consumption trend in corn
processing industry，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a's corn processing industry and it's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capacity，it is suggested to improve the intensity of corn industry and to achieve higher level food security，and to setup corn
comprehensive industrial park，giving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corn planting
area，and expand domestic corn supply.
Keywords：Industrial concentration；Location quotient；Corn processing industry；Spatial agglom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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