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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以来农产品市场运行的解释及预判
胡冰川
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

从基本面来看，起引领作用的是贸

至禽蛋、牛奶均出现大幅上涨，当

2468.3亿美元，同比增长8％。其

易大国的大宗农产品平衡，只是面

然这里存在生产成本推高的因素，

中进口1708亿美元，增长14％；出

临市场环境的不同，涉及的产品不

但是从市 场 同 步 角 度 ， 消 费 替 代

口760.3亿美元，减少3.2％；逆差

同，但其中的逻辑是一致的。可以

作用更强；通过调研和实际观

947.7亿美元，扩大32.9％。农产品

简单地说明，以色列、新加坡这些

察，能够发现，当猪肉价格飙升

贸易在货物贸易中占比5.3%，处于

国家不会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香

以 后 ， 有 一 部 分 消 费 转向了替代

2001年加入WTO以来的最高水平，

蕉、车厘子也不会影响全球农产品

品，但是不完全替代，例如禽肉消

其中农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

市场。相反，中国、美国、巴西会

费产生了部分替代之后实现饱和，

例为2.9%，而农产品进口额占总进

显著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玉米、

另一部分消费则转向了植物性食

口额的比例为8.3%，农产品进口比

大豆、猪肉这样的产品也会显著影

物，例如蔬菜，其中尽管包含一部

重大幅度提高。

响全球农产品市场。

分健康消费需求增长，但是主要和

从2020年的农产品贸易数据

表面逻辑是稀缺带来价格上

消费习惯有关。当植物性食物增加

来看，农产品出口已经降至历史最

涨，过剩 导 致 价 格 下 跌 ， 但 是 农

时，作为互补品的食用植物油消费

低水平，而农产品进口出现大幅提

产品市场存在生产和消费两个维

快速增长，由此拉动植物油消费和

高，主要原因在于2020年非洲猪瘟

度的关联关系，因此产生了复杂

价格快速增长。

的产能尚未恢复，新冠肺炎疫情提

的联动。就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农产

结合农业生产和农产品消费两

高了粮食安全的心理预期，中美第

品市场的基本面来看，大致可以描

个维度看，整个中国农产品市场的

一阶段经贸协议的履行。从历史来

绘如下：

基本面在于，非洲猪瘟导致肉类产

看，2020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就

在生产层面，当中国遭遇非洲

出下降以及在生猪养殖复产扩产过

农产品市场而言，全球格局和市场

猪瘟时，首先导致的是饲料过剩，

程中的连锁反应。从基本面来看，

秩序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

从而带来玉米、豆粕等价格下跌，

特别是生猪养殖的产能来看，根据

也将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

消费恐慌又加速了存栏的减少；消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0年末

就市场走势而言，上半年由于疫

费恐慌逐步 消 散 后 ， 猪 肉 价 格 大

生猪存栏40650万头，比上年末增长

情影响，国内农产品消费受到影响，

幅上涨，这也刺激了生猪养殖的

31.0%。按照农业农村部统计口径，

农产品价格出现下跌。由于国内疫情

复产扩产，增加了饲料消费，带

2020年末生猪存栏已经恢复到2017

防控得当，顺利实现经济恢复，农

动了饲料价格上涨；玉米和粕类价

年的92%，预计到今年二季度，生

产品市场下半年也实现了V型反转。

格上涨，带动了相关替代品价格

猪存栏将恢复到2017年的正常水

全球农产品价格在中国需求拉动和

的快速上涨，小麦价格由于禽饲料

平。面对基本面的变化，农产品市

美国货币宽松作用下也实现了快速上

和水产料对玉米的替代出现上涨；

场将会面临新一轮的调整。

涨，同样也呈现了V型反转。对于农

玉米、小麦价格上涨，推动了地租

产品市场运行的反转，希望能够通

与相应人工成本增长，进而导致了

过合理解释对未来形成有效预判。

竞争作物的成本增长，传导到整个
生产领域。

市场基本面问题
农产品市场尽管纷繁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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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叠加
从全球视角来看，新冠肺炎疫

在消费层面，当非洲猪瘟导致

情是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最关键

猪肉消费下降时，替代品价格大幅

变量，主要 包 括 两 个 方 面 ， 一 是

上涨，例如牛羊肉、禽肉价格，甚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性经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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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主要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劳

要通过市场基本面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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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转向信息炮制，对社会认识

动就业状况，增加了全球的饥荒

第二，对中国农产品市场有特

产 生 了 相 当 的 误 导 ，在某种意义

和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二是为了

定影响的，一是纺织品，二是水产

上增加了社会恐慌，例如，2020年

应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经 济影响，

品。纺织品主要因为全球新冠肺炎

3—4月间，城市居民抢购粮油等民

以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采取量化宽

疫情传播导致防疫需求订单转向中

生物资。

松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而带来的

国，而水产品则因新冠肺炎疫情大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市场以

副作用就是推动了美元计价的大宗

幅度影响了进口需求，从而推高了

及国民经济社会的影响很难穷尽，

商品价格暴涨。

国内水产品价格。

但是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主要

基于这样的背景来考察新冠肺

从纺织品贸易来看，2020年中

是叠加效应，并非对基本面产生影

炎疫情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国纺织品服装对外贸易总额3198.8

响。能够看到，尽管疫情期间不少

总的来说属于叠加影响，即主导国

亿美元，同比增长8.0%，占全部货

国家宣布农产品出口禁令，但是

内农产品市场运行的是非洲猪瘟疫

物贸易的6.9%。其中，出口2962.3

2020年农产品进口却攀上新高。

情带来的供给短缺，而新冠肺炎疫

亿美元，仅次于2014年出口2984.9

由此可见，对中国农产品市场的巨

情则产生了叠加效应，具体包括以

亿美元的历史峰值。主要原因在

大体量而言，新冠肺炎疫情自身的

下几个方面：

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带动了以口

作用并不大，真正起作用的机制在

第一，就国内农产品市场运行

罩为主的纺织品出口快速增长。以

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政策调整及

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的叠加影响，

对美出口为例，2020年我国对美国

影响。

最重要的因素体现在美国量化宽

出口纺织服装553.8亿美元，增长

松货币政策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

22.6%，其中纺织品类防疫物资出

上。2020年3月23日美联储宣布，

口215.9亿美元，占对美出口总额

采取开放式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的39%，同比增长4倍多。与此同

由此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止跌回

时，受到全球疫情影响，海外纺织

整体来看，2020年中国农产

升，受到中国猪肉、玉米及饲料、

品服装产业链受到很大冲击，使得

品价格呈现出V型反转，全球农产

食用植物油市场缺口影响，全球主

全球纺织品服装需求回流中国，从

品价格也是如此，主要反映出中国

要农产品价格快速上涨，叠加货币

而推动国内棉花价格上涨。当然，

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深度互嵌。关

量化宽松之后的流动性泛滥，农产

棉花价格上涨也包含了美元货币的

于2020年农产品价格走势与中国农

品价格上涨进入加速阶段。

因素。

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关键因素在

对2020年以来农产品市
场运行的解释

以玉米价格为例，2020年4月

而水产品消费，尤其是进口

于两点：一是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导

以前，玉米价格基本维持在每吨

水产品消费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屡

致生猪产能下降，受猪肉价格高位

1800元以内，但是4月以后开始快速

次从进口冷冻水产品包装检出新冠

运行的影响，2020年国内生猪养殖

上涨，至2021年3月已经上涨至每

病毒，对消费信心产生很大打击，

复产和扩产速度进一步加快，扩大

吨2830元，涨幅超过50%。同期，

使得进口水产品消费大幅度下降。

了对上游资料的需求。二是由于饲

CBOT玉米价格从每吨132美元上

这也导致国产水产品，特别是鲜活

料粮需求快速扩张，形成了一定的

涨至210美元，涨幅也超过50%；

水产品价格在2020年下半年大幅提

缺口。全球主要经济体货币宽松政

CBOT稻谷价格则从每吨309美元下

高。2021年3月，国内草鱼、鲫鱼、

策，尤其是美国宽松货币政策，对

跌至290美元。显然，国内玉米市场

鲈鱼、梭子蟹价格比2020年同期分

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维持

的供求短缺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上被

别上涨了33.3%、55.6%、100%、

紧平衡状态的商品，形成了快速推

美元货币因素放大，传导回国内又

44.4%。

动作用，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又加

进一步加剧了价格上涨。而这种价

第三，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剧了现货市场囤积和进一步上涨预

格上涨是一种叠加作用，而非主导

响，使得过去在行业内交换的信息

期，从而形成循环反馈，例如玉米

因素，否则不能解释全球稻谷市场

通过各种渠道 进 入 社 会 传 播 ， 部

价格的上涨。

下跌，这就意味着美元货币因素需

分利益主体获得收益之后从信息

从2020年全球农产品市场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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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农产品贸易来看，一言以蔽之，

产品价格同比却是下降的。因此，

会迅速回归，从而全球农产品价格

“中国猪肉短缺”+“美国货币宽

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货币

中枢会重新回归。然而，在美国货

松”构成了市场运行的基本逻辑。

因素对价格上涨的推动作用更为明

币宽松背景下的农产品名义价格中

当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也带来

显，但是前提是商品的紧平衡或者

枢回归对应的是实际价格的下降，

了一定的影响 ， 需 要 指 出 的 有 两

短缺状态，意即“中国猪肉短缺”

这一点值得引起国内农业生产者和

点：一是新冠肺炎疫情使得全球

是前置条件，否则相关的信息放大

政策决策机构的注意。从市场运行

农产品贸易的秩序被打破，从疫情

作用不会产生。

的具体表现来看：

开始部分国家宣布限制农产品出

第二，如果“中国猪肉短

第一，2021年，在新冠疫苗

口到最后又重新放开出口，不仅破

缺”+“美国货币宽松”的逻辑成

快速推广的背景下，全球疫情将出

坏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秩序，同时也

立，那么说明中国对全球农产品

现整体性好转，国际机构普遍预

人为制造了紧张情绪，在很大程度

市场产生了足够的影响。从中国与

测2021年全球 经 济 将 出 现 大 幅 反

上源于政策的盲目性；二是新冠肺

全球农产品市场关系来看，在加入

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1年1

炎疫情导致了全球经济衰退，恶化

WTO以前，基本是国际市场对国内

月《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

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边缘人口的收入

市场产生影响，中国是全球农产品

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5%。在

状况，进而导致了谷物消费增长，

价格的被动接受者。加入WTO以

此背景下，全球经济和就业状况都

特别是粗粮食用消费的增长，在一

后，到2012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

将大为好转，这也为全球农产品消

定程度上加剧了谷物的紧张状况。

农产品进口国之前，中国与全球农

费增长提供支撑。例如全球水产品

显然，无论根据人们的认知，

产品市场的关系日益加深；2012年

消费和贸易将会随着疫情好转快速

还是当前消费价格指数的权重，中

以来，中国对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影

恢复。这些因素将在2021年下半年

国农产品市场的基本面由粮价和肉

响持续加大，例如非洲猪瘟引发的

逐步显现。

价决定，当粮食和肉类市场的基本

全球饲料价格上涨也不会导致国内

逻辑明确以后，其他农产品市场的

猪肉价格出现大幅上涨。

波动无非是受到间接影响程度的大
小。例如水产品，由于新冠肺炎疫
情对进口水产品的影响，使得国

第二，当前全球农产品的高
位运行将会激励年度农业生产的放
大。能够看到，受到大豆价格上涨

短期内农产品市场的一
种预判

的刺激，美国和巴西年度产出将会
呈现较大幅度增长；如前所述，
2021年中国生猪产能恢复、粮食生

内水产品价格走势也呈现出V型反
转。此外，包括蔬菜、水果等具体

基于之前全球农产品市场的因

产积极性意愿明显增强……当前迹

产品，都服从当前农产品市场的基

素分析，在“中国猪肉短缺”+“美

象表明，2021年全球农业产出会出

本逻辑，包括2020年大葱价格暴涨

国货币宽松”双重因素下来观察未

现一次历史性增长。以油籽为例，

都是如此。

来全球和中国农产品市场。从预判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2020/21

之所以得出“中国猪肉短

角度，2021年全球农产品价格在上

年度全球油籽产量将达到6.13亿

缺”+“美国货币宽松”这样的逻

半年仍将维持高位，下半年将会进

吨，同比增长4.4%。此外，全球新

辑，或者说两者自身的作用机制，

入下行通道。值得注意的是，2021

冠肺炎疫情控制不仅会增加农产品

实际是基于两个判断：

年下半年中国猪肉将大概率会面临

消费，同时也会增加农业产出。从

第一，纵观2020年全球农产

一次较大幅度的下降，叠加猪肉惯

平衡角度来看，2021年全球农产品

品市场，基本面最大的影响因素是

性进口，使得猪肉价格下跌可能会

增产趋势明显。

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影响引发的需求

呈现出“踩踏性”；受此影响，玉

第三，当前全球农业生产的迹

缺口，但是真正推动全球农产品价

米等饲料粮价格也将被拖累，一旦

象表明，全球农业产能恢复将会超

格快速上涨的却是美国的宽松货币

猪价“踩踏性”下跌，势必引发玉

过需求恢复。原因在于，2020年新

政策，毕竟中国非洲猪瘟疫情最早

米等饲料价格的恐慌性情绪。另

冠肺炎疫情之前，全球农产品市场

发生在2018年，2019年猪肉缺口比

外，当市场基本面平衡被打破，随

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之中，由于中

2020年还要大，但是2019年全球农

着资本的加速抽离，国内玉米价格

国非洲猪瘟疫情和全球新冠肺炎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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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失衡状况
加剧并最终导致全球农产品价格上
涨。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农产品
价格上涨带动的增产显然大于需求
增长，因此全球农产品价格也会在
2021年下半年以后进入下行区间，
这种走势会与中国国内价格变化相
一致。
第四，2020年下半年以来全球
农产品价格上涨，美国量化宽松货
币政策是重要影响因素。从大宗商
品角度来看，往往是紧平衡加剧或
者边际缺口加大时，更容易成为资
本追逐对象，一旦这种缺口消失，
即市场基本面恢复，资本往往会率
图/中新社

先获利退出，从而形成“踩踏式”
下跌，2008年、2011年的大幅波动
也是如此。因此，在2021年，尤其

业产品价格中枢的高位运行，那么

要留意下半年国内、国际大宗农产

这种高价势必会推动2022年玉米和

品价格下跌，特别是国内相关政策

农产品产出增长，大概率将会使玉

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米价格下跌的趋势递延到2022年，
对此也需要密切关注，引起警惕。

警惕另一种可能

可能的对策建议
1.相关行业支持政策尽早退出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以来，国
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与补贴政

实际上，对玉米种植业产品

策，2019年12月4日，农业农村部印

价格变动逻辑是一致的，主要是供

发了《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

在上述预判中，有一个确定性

求关系的边际变化，意即：价格波

行动方案》，其中涉及生猪养殖、

事实，即生猪养殖很快恢复到非洲

动幅度最大的情况出现在供求边际

屠宰、防疫、产销等具体任务十八

猪瘟疫情以前的水平，无论是国家

上。形象一点来说，价格波动最大

项，其中包括生猪规模化养殖场

统计局、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还是

的区间往往出现在从过剩的1%到短

建设补助、农机购置补贴、财政奖

行业内共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缺的1%的范围内，反倒是在明确

补、金融保险支持，示范创建等。

显然，当生猪养殖恢复以后，玉米

过剩或短缺情况下，1%—10%或者

各地方也根据当地条件对生猪养殖

需求实际是明确的，但是还存在另

10%—20%的数量变化对价格的影响

也采取了不同的奖补方式。通过政

一个变量，即玉米的供给。上述关

不及边际上的1%。这一现象非常类

策支持，生猪养殖规模快速恢复，

于生猪和玉米价格走势的判断是基

似化学中的中和反应发生PH值为7

农业农村部预计在2021年二季度恢

于生猪产能恢复和玉米供给稳定或

左右的狭小区间，也近似于逻辑斯

复到非洲猪瘟疫情以前水平。基于

增长的背景，因此也存在另一种可

蒂增长曲线的加速变化阶段。

当前的产能恢复速度，涉及产能恢

能，就是玉米产出或者供给水平没

在玉米市场，特别是玉米供给存

复和扩张的支持政策宜尽早退出，

有达到理想状态，那么玉米价格将

在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市场逻辑没

防止产生支持政策的滞后作用，引

会在生猪产能恢复以后实现较高水

有变化，但是市场运行取决于2021

发价格“踩踏式”下跌。

平的稳定，从而维持国内农产品价

年的玉米产出与相关供给。其结论

2.密切关注适时增加国储玉米

格中枢在高位运行。

在于，如果2021年玉米价格获得高

出库，提前刺穿市场泡沫对玉米及

位支撑，那么2022年玉米及种植业

替代品市场供求状况变化

如果2021年玉米产需平衡仍然
偏紧，并因此维持玉米价格和种植

产品的价格下行就需要获得重视。

（下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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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解读

重大决策部署的战略机遇，研究产

氢能产业重点支持方向及相应支持标

品企业提高产品竞争力，培育一批

业发展与实现“双碳”目标之间的关

准。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汽车产

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头部企业。

系，探索相应的实施路径。三是注重

业处处长刘珂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

瞄准产业链短板，加大招商引资力

未来产业与已启动新兴产业、区域经

时介绍，在持续推进氢能产业发展

度，引进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优势

济发展战略及我国新阶段发展战略

方面，四川省将从多方面着力。

企业，不断完善氢能及燃料电池汽

的协调。四是未来产业相关技术成

一方面，以成渝地区双城经

熟到一定阶段后，要注意充分拓展

济圈的名义联合申报燃料电池汽

同时，加快建设并优化加氢

其应用空间。五是破除体制机制限

车示范城市群，争取纳入国家示

基础设施，构建互联互通的氢能

制，允许更多的社会力量和市场化

范范围。

基础设施网络。沿成都—重庆主

主体参与未来产业发展，探索创新符
合未来产业发展的商业模式。
可喜的是，一些地区已经在未
来产业层面积极展开行动。据不完全

车产业链。

此外，将在开展氢能产业核

轴线，合理布局制氢站和加氢站，

心技术攻关、持续完善上下游产业

打造成渝氢走廊。开展“氢—油—

链、加快构建基础设施体系、积极

气”综合能源站、“制氢—加氢”

拓展应用场景等方面加大力度。

一体站等新型商业模式探索，合理

统计，北京、河北、山西、湖南、安

支 持 重 点企业与科研院所开

配置，有效降本。抢抓成渝地区双

徽、江西、四川等多地明确加快推进

展联合技术攻关，在电解水制氢、

城经济圈建设战略机遇，共同推进

相关行业发展，有的地区正在编制专

氢燃料电池系统等重点领域实现突

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重点在

门的“十四五”未来产业规划。

破。鼓励产业链各方开展协同创

长途物流、城建运输、港口转运、

比如，氢能资源丰富、并已形

新，力争在关键零部件和原材料领

旅游客运、城市公交，网约出租等

成一定技术积累和产业规模的四川省

域实现技术突破和国产化替代。推

方面不断扩大示范应用规模。进一

在2020年9月发布了《四川省氢能产业

动氢燃料电池制造龙头企业、氢能基

步拓展氢能在分布式能源等多领域

发展规划（2021-2025年）》，明确了

础设施设备制造企业及氢能终端产

的应用。

（上接39页）

场信息偏差大幅度推高了玉米价

不仅导致市场无效信息增加，甚至

根据汇易粮油数据推算，2020

格，实际上很难获得有效支撑。特

部分信息传播带有明显的误导。对

年中国玉米库存消费比降至37.8%，

别是中美经贸关系的缓和的背景

此，有必要从数据和权威信息发布

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如何看

下，玉米替代品进口，肉类进口，

角度，增加农产品市场的优质信息

待玉米库存消费比的下降，如何看

在生猪养殖恢复之后，玉米市场平

供给。“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发

待当前玉米库存消费状况，实际上

衡是否会发生反转，需要进一步观

展智慧农业，推进农业生产经营和

对未来玉米乃至整个国内农产品市

察。一方面是更为准确地判断未来

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扩大基

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玉米库存消

玉米及相关种植业产品的价格走

础公共信息数据安全有序开放，探

费比较之于稻谷、小麦低很多，同

势，另一方面则是回溯相应供求信

索将公共数据服务纳入公共服务体

时也较2016年玉米市场化改革以来

息价格完全有可能失去市场基本面

系，构建统一的国家公共数据开放

下降很多。但是，即便是37.8%的库

支撑，校准历史数据。这样，不如

平台和开发利用端口，优先推动企

存消费比，仍然比全球玉米库存消

在现有价格水平下继续增加国储玉

业登记监管、卫生、交通、气象等

费比23.2%的水平要高出不少，如果

米出库，提前刺穿市场泡沫，使得

高价值数据集向社会开放”。不妨

全球玉米库存中再扣除中国玉米库

后市的价格波动趋于缓和。

以此为契机，推动农业领域的信息

存，那么这一数字将会更低。
显然，玉米库存消费情况自

3.增加优质市场信息和内容供
给，稀释劣质信息

2016年以来的持续下降，说明玉米

国内当前农产品市场信息在

市场正在向良性方向发展，而非洲

行业内几乎是透明的，但是不同机

猪瘟疫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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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出于不同目的进行选择性宣传，

透明度，增加信息的权威发布，稀
释劣质信息带来的社会疑虑，进一
步推动我国农业的国际化水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