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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消费端认识和把握我国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
李国祥
摘要：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守住国家粮食安全底线，本文对我国粮
食等初级农产品的进口与生产形势、居民消费粮食和肉类等食物的结构变化作出总体判断，说明中国
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的重要性。在居民食物消费趋于饱和的状态下，相关主管部门要重视从消费环
节保障居民粮食安全工作，确保零饥饿和全民健康营养保障；进口商要通过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进口规
模变化和节奏把握，促进粮食等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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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

差达到135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2.9%。我国初

农村工作会议都把保障初级产品供给作为2022年

级农产品进口规模连续两年较快增长，农产品国

经济全局和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要正确认识和

际贸易逆差出现加快扩大态势，引起国际国内关

把握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和守住国家粮食

注。本文关注的是，我国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安全底线，必须了解近年来我国粮食等初级农产

无疑会通过价格等途径将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波

品的进口与生产形势，必须对我国居民消费粮食

动传导到国内市场，以及随之带来的我国农产品

和肉类等食物的未来趋势作出总体判断。这样，

供求形势判断，给相关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参

才能在发展新阶段更好地按照统筹发展与安全总

考。

体要求来协调推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结构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11月份发布的报

调整，与新发展格局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相契合，

告，由于加拿大、俄罗斯和美国小麦产量不如预

为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跨周期调节创造更加有利的

期，2021/22年度全球小麦总产量7.7亿吨，比上

供求环境，避免新一轮个别初级农产品的产能过

年度减产0.8%，而全球小麦总用量因受饲用量较

剩和结构性矛盾加剧以及周期性波动循环，扎实

大幅度增加影响而扩大至7.8亿吨；当年度产不足

推进乡村振兴。

需带来全球小麦库存量下降2.2%。国际市场小麦
价格呈现出较大幅度上涨。据联合国粮农组织12

一、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扩大与大豆进
口量趋于稳定

月份发布的数据，美国2号硬红麦2021年11月份价
格每吨达378美元，比2020年末上涨了41.6%，比
2020年6月份上涨了75%。国际市场小麦产量和期

近年来，我国初级农产品进口较快增长，

末库存量小幅度波动，却带来小麦国际市场价格

带来农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迅速扩大。根据中国海

的大幅度波动，说明中国人的饭碗主要装中国粮

关总署网站发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农产品进

的重要性。

口规模达到170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4.0%；农

实际上，之所以出现一些国家初级农产品生

产品国际贸易逆差达到9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产小幅度波动却带来国际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原

32.9%。2021年，我国农产品进口规模达到2198

因很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原因是国际贸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6%；农产品国际贸易逆

易商武断认为我国要扩大进口，炒作国际市场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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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当贸易商推动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上

剧上涨，这种观点成立吗？通过入世以来我国大

涨之后，又进一步将初级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上

豆进口数量变化和国内相关价格变动的对比，我

涨原因完全归因于我国初级农产品进口的快速增

们不难得出结论：我国大豆进口减少而国际市场

长，并更多地掌控主要出口国家的粮食等初级农

价格大幅度上涨表明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上涨未

产品交易。

必是我国进口快速增长引起的。

面对国际贸易商等推动国际初级农产品价格
上涨，我国进口商应如何处置？要真正地做到理
性进口初级农产品，就必须在认识上要对我国初

二、国内猪肉供给经历新一轮由严重偏紧到
相对过剩的转变

级农产品需求状况和供求形势作出充分估计并给
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或者一

2020年，我国进口猪肉439万吨，比上年增长

个地区，随着经济发展，初级农产品的需求会在

108.3%；进口猪肉金额120.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经历快速增长后趋于饱和，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

157.6%。猪肉进口量翻倍增长，猪肉进口价格也

或者缓慢增长的阶段。目前我国对初级农产品的

上涨约50%，带来猪肉进口金额增长超过1.5倍。

需求，是快速增长，还是正在趋于饱和？让我们

2020年猪肉贸易商大量进口猪肉，如果在2021年

看看我国大豆进口量的变化，就能大致知道国内

第一季度前未能在市场出清，经济损失一定会很

产需缺口较大的一些初级农产品消费需求变化目

惨重。2020年猪肉大量进口，对2021年国内猪肉

前所处的阶段，并且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供求关系的影响也是显著的。进一步地，如果相

2021年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周年。我国大

关主体对国内居民食物消费趋于饱和特征的呈现

豆进口量经历了由2000年前每年进口不足1000万

没有察觉，那么就难以保障好初级农产品供给工

吨增加到2020年的超过1亿吨。具体到不同阶段来

作。

看，年度或者特定阶段我国大豆进口量增长差异
极其明显。

2021年我国农产品市场运行的一个突出特点
是：猪肉进口明显减少，猪肉价格出现了较大幅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0—2002年，我国

度下跌。2021年，我国进口猪肉371万吨，比上年

进口大豆由1042万吨增加到1131万吨，大体上稳

减少15.5%；猪肉进口金额101.8亿美元，比上年

定。2003—2006年，我国进口大豆由2074万吨增

减少15.5%。猪肉进口量和猪肉进口金额同时减

加到2824万吨，这一期间呈现出缓慢增长态势。

少，与进口猪肉价格直接相关。根据中国海关总

2007—2017年，我国进口大豆由3082万吨增加到

署数据计算，2021年12月份，国内进口猪肉海关

9553万吨，10年间我国大豆进口增长了2倍多，

价格每公斤13.4元，同比下跌30.6%。国内猪肉

这一期间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最大增加幅度年

价格下跌幅度更是明显。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份超过1000万吨。2018—2019年，受中美经贸摩

2021年全国猪肉消费价格下跌30.3%，其中12月单

擦和国内非洲猪瘟导致国内生猪生产萎缩影响，

月全国猪肉消费价格同比下跌36.7%。

我国年度大豆进口量都没有超过9000万吨。2020

2021年我国猪肉进口明显减少而出现国内

年，受生猪生产能力快速恢复等影响，大豆进口

猪肉价格明显下跌，与国内生猪生产快速恢复和

10031万吨。到了2021年，我国生猪产能又出现了

猪肉市场供给不断增加关系最为直接。可以说，

明显的阶段性过剩，大豆进口量呈现回调态势。

2020年和2021年，国内猪肉供给由严重偏紧和价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网站数据，2021年，我国进口

格不断攀升的局面转为猪肉供给相对过剩和价

大豆9652万吨，比上年下降3.8%，而由于价格上

格下跌到历史低位的局面，表明我国居民猪肉消

涨使进口大豆美元金额增长35.4%。国内大豆价格

费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即趋于饱和阶段。特别

也明显上涨。

地，2021年针对猪肉价格回落，造成养猪户和养

国际国内大豆价格大幅度上涨与我国大豆进

猪企业持续多月亏损，政府启动了猪肉收储机制

口量减少形成鲜明对比，自然会给我们带来进一

以减少市场猪肉供给，但仍然没有能够全面阻止

步思考：我国大豆进口快速增长带来国际价格急

猪肉价格的下跌。猪肉价格下跌也没有有效地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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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国内猪肉消费量相应增加，表明居民消费猪肉

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由

受价格影响很小，人均猪肉消费量基本稳定。

2.18下降到1.76，累计下降0.42。城镇居民和农

由于我国人口增长速度放缓，如果居民人均

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累计下降幅

对猪肉的消费量是基本稳定的，那么我国对猪肉

度更大。从三年移动平均来看，2013—2015年期

的消费总量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基本稳定的，即使

间到2018—2020年期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

猪肉消费总量继续增长，也可以判断这种增长是

可支配收入之比率由2.76下降到2.63，累计下

非常缓慢的。

降0.13；年均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烟酒

回顾非洲猪瘟发生但影响有限的2018年，

消费支出之比率由2.13下降到1.89，累计下降

我国人均猪肉占有量曾达到38.4公斤，人均猪肉

0.24。从相对较长时间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

消费量达到22.8公斤，生猪市场价格十分低迷。

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之比率下降幅度更大也

2018年我国生猪生产者价格同比下跌14.4%，充分

是明显的。

反映我国居民猪肉消费进入新阶段，对生猪生产
稳定提出更高要求。

进入新时代，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与城
镇居民的差距也呈现出加快缩小态势。从单个年
份来看，2013—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三、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差距正在加快缩小

由30.1%下降到29.2%；累计下降约1个百分点；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4.1%下降到32.7%，

结合大豆进口量增长波动态势和国内猪肉

累计下降约1.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供求关系快速变化，显示：经过2007—2018年前

数累计下降幅度比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下降

后大约十年时间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快速升级

幅度更大。从三年移动平均来看，2013—2015年

后，居民对一些食物的人均消费量正在趋于稳定

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镇居民家庭恩

或者饱和。

格尔系数由30.0%下降到28.9%，累计下降约1.8

一般来说，居民对食物的人均消费量趋于饱

个百分点；年均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33.6%

和，会伴随不同群体间的人均食物消费量和食物

下降到30.9%，累计下降约2.7个百分点。从相对

消费结构出现趋同或者呈现出收敛性。换言之，

较长时间来看，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比城镇

居民食物消费饱和之前会出现居民食物消费的收

居民下降幅度更大。

敛性。

反映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收敛性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城乡居民对某类食物消

还可以通过肉类消费量变化来验证。计算国家统

费量的增减，总体上会带来数量和结构性变化，

计局公布的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三年移动平

呈现出收敛性与饱和性特征，这一过程呈现出的

均数，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肉类的

典型特征，可以统称为居民食物消费升级。经济

人均消费量处于不断增加阶段，但是城镇居民与

越发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食物消费的人均

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之差越来越小。

数量、质量和结构等会呈现出趋同性或者称之为

2013—2015年期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

收敛性。当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到

镇 居 民 对 肉 类 的 人 均 消 费 量 由 2 8 . 6 公 斤 增加到

一定阶段后，收敛性必然带来饱和性。换言之，

29.1公斤，累计增加0.5公斤；年均农村居民对肉

经济发展带来居民食物消费升级，最终会出现居

类的人均消费量由22.7公斤增加到24.5公斤，累

民食物消费数量和结构等的稳定状态。

计增加1.8公斤；由于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

相比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增加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带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

收入的差距，人均食品消费支出差距相对较小。

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总体加快缩小，二者三年

进入新时代，这一差距缩小呈现出加快态势。

移动人均消费量之差由5.9公斤下降到4.6公斤，

从单个年份来看，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

累计缩小1.3公斤。

2020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

不同群体居民之间人均食物消费量收敛性的

比率由2.81下降到2.56，累计下降0.25；城镇居

最终结果必然带来居民对特定食物的人均消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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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饱和性，反映这个特征的最典型代表是城镇居

部门等高度重视我国居民食物消费量和结构的变

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单个年份居

化趋势，把握居民对食物消费的人均消费量和结

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受价格等因素影响较大，

构的收敛性与饱和性。

不容易判断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
消费量变化态势。进一步计算和比较居民对猪肉
的人均消费量三年移动平均数，2013—2015年期

四、加大初级农产品供给保障体系和手段
创新

间到2018—2020年期间，年均城镇居民对猪肉的
人均消费量由20.6公斤极其缓慢地增加到20.7公

食物消费升级，表现在人们不断更新的饮

斤，累计增加0.1公斤；年均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

食观念上和食物消费行为的文明进步上。改革开

均消费量由19.3公斤增加到20.1公斤，累计增加

放以来，我国大致经历了从“有什么吃什么”到

0.8公斤；由于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增加

“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再到“怎么吃得健康就

幅度大于城镇居民，带来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对

吃什么”的三个阶段，对应地可以分别称之为温

猪肉的人均消费量总体加快缩小，二者三年移动

饱饮食、快乐饮食和健康饮食三个阶段，总体上

人均消费量之差由1.4公斤下降到0.6公斤，累计

反映了我国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给能力和保障水

缩小0.8公斤。特别地，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和

平的不同阶段的演进。

农村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分别为20.3公斤和
20.2公斤，二者非常接近。

我国居民食物消费升级到最后阶段，居民对
不同食物及其结构的人均消费将趋于稳定，这对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对肉类的人均消费量总

我国保障居民食物消费和端牢中国人饭碗创造了

体上都保持缓慢增加态势，其中城镇居民和农村

新途径。长期以来，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着重从生

居民对猪肉的人均消费量差异已经非常小，可能

产端施策，成效有目共睹，但始终无法解决过度

表明我国居民对肉类特别是猪肉的人均消费量，

波动难题，时多时少反复出现。前几年粮食要去

虽然继续呈现出收敛性，但总体上已经进入到基

库存，近年粮食供求又转向偏紧。2020年猪肉供

本稳定阶段，或者正趋于饱和。

求严重偏紧，而2021年猪肉出现阶段性过剩。政

观察我国居民人均主要食物消费量的变化不
难发现，无论是城镇居民还是农村居民，自2013

策上从消费环节保障居民食物消费，有助于解决
盲目生产难题，提高公共支出效能。

年以来每年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大体上在9公斤

从食物消费升级的阶段性来认识和把握我国

到10公斤波动，不仅收敛性明显，而且饱和性也

粮食等农产品供给增加和价格上涨同时发生，有

显著呈现。据此不难判断，我国居民人均消费的

助于客观认识我国粮食等农产品生产形势和进口

食物量收敛性与饱和性因食物种类不同而有所差

形势，有助于消除相关决策者和社会上一些人对

异。大致来说，我国居民对以口粮为代表的人均

我国粮食供给形势及其数据的质疑，从而为优化

消费量将继续呈现出收敛性，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配置我国农业资源和更好地端牢中国人饭碗提供

量不断减少并与城镇居民人均消费量趋同，但人

参考，为尝试化解我国粮食等农产品供给的社会

均口粮饱和量可能还将经历相当长时间，而居民

风险提供新思路。

对食用植物油和猪肉等的人均消费量收敛性与饱
和性正在同时呈现。

我国保障粮食安全要由重在生产领域兼顾
流通领域，向生产、流通和消费并重转变，特别

如果未来我国居民人均食物消费量收敛性进

要重视在消费环节保障居民粮食安全工作。在居

一步显现且趋于饱和的特征越来越明显，那么我

民食物消费趋于饱和的状态下，人均主要食物消

国人口总体缓慢增长意味着我国食物消费总量也

费量基本稳定。考虑到公共政策要确保零饥饿和

趋于稳定。至于近年来我国猪肉国内产量和进口

全民健康营养保障，直接通过政府采购，将基本

量年际间较大波动，以及食用植物油国内产量与

食物提供给特殊群体和脆弱群体，一方面，实现

进口量年际间较大波动，并与国际市场价格居民

了全面小康社会中人人不愁吃目标；另一方面，

波动相互影响，需要国际贸易商和国内相关主管

有助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稳定和结构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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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否则，粮食等市场剧烈波动较难找到有效途

提出国民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指南，按照指南编

径，时而伤害生产者时而伤害特殊群体和脆弱群

制农业及食物生产规划，优化配置农业资源，合

体粮食安全的困境较难突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

理布局农业生产。

供求关系紧张的时候，市场价格过度上涨，财政

要保障所有居民基本营养和健康且有活力

对粮食等支持力度加大，可能引发新一轮的粮食

的生活的合理结构的食物需要。整合最低生活保

等生产能力阶段性过剩，再次出现价格过度下跌

障，甚至将农民特殊群体和社会其他脆弱群体的

和低迷，挫伤粮食等生产者积极性。当粮食等出

养老保障等考虑在内，从流通流域由财政提供健

现阶段性过剩，政策上又可能出现结构调整，结

康营养食物，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和居

果又会引发另一个周期的市场供求关系紧张和价

民食物消费升级接近饱和后保障粮食安全的新理

格暴涨，带来新的粮食安全风险。

念新举措，是经济成本较低和社会效益极其明显

2022年，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等复杂形

的有效政策。

势下，我国更需要进一步稳定粮食，扩大大豆油

我国粮油和肉类，特别是大豆、食用植物

料生产，确保猪肉和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

油、牛肉，在国际贸易中的进口份额都比较高。

近些年来，我国粮油总播种面积呈现出一定的波

近年来，我国玉米和大麦等杂粮进口规模迅速扩

动。2021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虽然增加了1295

大。不用说我国粮食等增产而减少进口，可以直

万亩，但是大豆种植面积却减少了2200万亩。我

接改变国际粮食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即使我国

国经济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提高，既要不断扩大

特定时期放缓粮食等进口，也都可能影响国际粮

粮油等农产品生产，又要持续优化粮油和农副产

食价格波动幅度甚至走势，从而进一步带来国际

品供给结构，这对耕地保护建设使用和农业科技

贸易商等对全球粮食等初级农产品供求形势和我

创新等带来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实施好藏粮于地

国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进口需求的判断。为此，

和藏粮于技战略。

我国进口商要通过粮食等初级农产品进口规模

要探索出台新的食物安全保障政策措施，为

变化和进口节奏把握，维护粮食等农产品国际

特殊群体、脆弱群体和需要帮扶个体购买食物提

市场秩序，促进粮食等农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

供支付支持和营养配给支持。要加强科技创新，

稳定。

加强食物营养和食品安全系统化研究，更新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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