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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国内粮食价格的不断提高，国内外粮

食价差逐步增大。与此同时，国际市场小麦价格不断走

低，我国粮食进口量在逐年增加，从 2007 年的 120 万吨

增加到 2015 年的 2350 万吨。其中，小麦进口量的波动

幅度较大，从 2012 年的 300 万吨增加到 2013 年的 680

万吨，之后又下降到 2015 年的 250 万吨。国内小麦生产

价格指数由 2012 年 102.9 上升至 2014 年的 105.1。与

此同时，小麦的国内外价格呈现出不同的走势，受全球

小麦供应量上涨影响，国际小麦价格出现一定的回落。
美国芝加哥小麦交易所数据显示，2015 年下半年国际小

麦市场价格下降 9%左右。据此来看，小麦进口量的显著

变化与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为

此，本文选取小麦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现状解析与

VAR 模型构建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系统考察了国内外小麦

价格的联动性问题，以期为有效规避国际小麦市场价格

波动，科学预期小麦价格走势，维持国内外小麦市场稳

定，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提出相关建议。

一、小麦价格联动性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学术界有关小麦价格波动的研究由来已久，形成了

多样化的研究格局，并获得了相对丰硕的研究成果。朱

海燕（2015）指出，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影响很

小，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保证了国内小麦价格波动较为稳

定、呈现出平稳上升的特征。王士海、李先德（2012）和彭

超（2014）认为，政府托市政策在稳定粮食市场之余也在

一定程度上干扰了粮食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而产生

国内外小麦市场价格的倒挂现象，进而产生库存压力加

大，造成较重的财政负担（程国强，2013；黄季焜，2015）。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必须恢复市场机制在

农产品定价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此过程中，不仅要考虑国

内的农产品价格体系，而且要与国际价格形成对比，才能

形成竞争力（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2016）。
有关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特征及相关性的研究已

较为充分，为本研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本文着重研究

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波动关系及特征，从波动关系及特

征中发现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的联动性，进而分析国内

外小麦价格波动差异的关键影响因素。与已有研究的不

同之处是本文通过定量手段将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外

生变量放入小麦价格波动的 var 模型中，检验最低收购

价政策对小麦价格波动起到的作用。

二、国内外小麦价格联动关系分析
从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走势来看，2007 年以来，国

内小麦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由 2007 年 1 月的 1719 元

/ 吨 上 涨 到 2015 年 6 月 的 2737 元 / 吨 ， 涨 幅 达 到

59.22%。其中，小麦价格最低点在 2007 年 9 月，价格为

1690 元 / 吨；小麦价格最高点在 2015 年 5 月，为 2787

元 / 吨，最高最低价比值是 1.65 倍。观测期内，国内小

麦价格波动幅度的变异系数为 0.157，而同期国际小麦

价格的变异系数为 0.2340；与国际小麦价格变异程度相

比，国内小麦价格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
从趋势线中可以看出（图 1），小麦国际价格总体呈

下降趋势，小麦国内外价格走势完全相反。国际小麦价

格受国际粮食危机影响显著，在 2007 年下半年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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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本文用带有外生变量的 VAR 模型实证表明：国内最低收购价政策起到了抬高小麦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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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下半年又暴跌。2008 年下半年开始，国际小麦价

格在持续走低了两年后，从 2010 年下半年由于全球农

业大幅减产、美元贬值等原因，国际小麦价格开始上涨。
一年后，由于小麦国际产量的恢复，从 2011 年 6 月份开

始，国际小麦价格在小幅震荡波动中持续走低，2014 年

8 月达到 1490 元 / 吨已经低于 2007 年 1562 元 / 吨的

水平，2015 年更低，达到 1267 元 / 吨，比 2007 年低 295

元 / 吨，下降了 18.89%。国内小麦价格在国际粮食危机

时期表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一直呈平稳小幅上升趋势。
由以上特征分析，可以明显地看出我国小麦市场相对于

国际市场的独立性，说明我国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具有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积极意义。

尽管我国的小麦市场相对独立，但粮食价格调控政

策不应该持续干扰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并不会持续干

预市场。因而，从理论上讲，国内外小麦市场的价格也应

该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这一关联性的大小显然由国内

外小麦贸易及国家粮食储备系统共同决定，本研究是对

这一关联性予以度量，以期为宏观管理和政策制定提供

一定的借鉴。

三、国内外小麦联动性基础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1.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本部分将用格兰杰因果检

验方法对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关系进行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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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认为变量 X 的过去信息有助于解释 Y

的变化，或变量 X 有助于解释变量 Y 的将来变化，则称

变量 X 是引致变量 Y 的格兰杰原因。进行格兰杰因果关

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

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格兰杰因果

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

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
2.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通

常用于分析两个或多个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之间的动

态关系，将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看作是由系统中所有内

生变量的滞后项所决定的，模型中可以包括外生变量。
VAR（p）模型形式如下：

yt 是内生变量向量，xt 是外生变量向量，p 和 r 分布

是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滞后阶数，A1，A2，…，Ap 是待估计

参数，εt 是随机扰动项，同期之间可以相关，但不能自相

关，不能与模型右边变量相关。本研究中 y 代表国内粮

食价格或国际粮食价格，x 代表最低收购价政策，本文假

设最低收购价可以起到托市作用，在小麦价格比较低的

情况下，将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此时的外生变量设为

“1”，在小麦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不实施最低收购价政

策，这也可以说明实施期的最低收购价政策起到了托市

作用，因此，不实施期设为“2”。
3.数据来源。本文主要选取国内小麦价格、国际小麦

价格为模型的内生变量，样本区间为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国内外小麦价格均用人民币表示，国内小

麦价格来自 WIND 资讯的国内小麦价格各地区月度出厂

价的平均值，国际小麦价格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国际小

麦价格是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每月日平均汇率折算

后的人民币价格。
2006 年，国家首次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2007-2015

年都在执行这一政策，2006-2007 年的执行期间为当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2008-2015 年的执行期间为 5 月

21 日至 9 月 30 日，本文选取了最低收购价执行期 2007

年 1 月至 2015 年 6 月的小麦月度价格数据，将是否执

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放入模型，6 月至

9 月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设为 1，不执行最低收购价政

策的其他月份设为 2。这样设置的目的是假设最低收购

价政策对国内小麦月度价格形成产生了正向影响，在小

麦集中上市、价格较低的时候执行政策，在小麦价格较

高的时期不执行政策。
（二）实证分析

1.单位根检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要对各时

间序列进行 ADF（单位根）检验。对一阶差分序列进行单

位根检验时采用无截距项和趋势项的检验形式，单位根

检验结果发现，小麦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变量的原始数

据均呈现出不平稳的特征（见表 2），经一阶差分变换后，

表 1 2007 年 1 月 - 2015 年 6 月我国小麦价格波动周期及波幅

图 1 2007 年 1 月 - 2015 年 6 月小麦国内外月度价格及价格趋势线
注：国内价格月度数据来自 WIND 咨询，是各省入厂价的平均值，国际价格来自世界银

行网站。

表 2 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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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不存在趋势。在 1%的临界值水平下，小麦国内外价

格的一阶差分序列都是平稳的。所以，格兰杰因果检验

选取的价格序列均是一阶差分序列。
2.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显示

（表 3），在 1%显著性水平下，国内外小麦价格均不是彼

此的格兰杰原因。从小麦国内外价格的格兰杰检验结果

可以看出，我国小麦价格的形成机制中，政府调控政策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国内小麦价格形成机制与国际小麦

价格完全脱轨。

3.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项选择和稳定性检验。向量

自回归模型（VAR）需要选取变量的最优滞后项，本文中

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分析国内外小麦价格之间的

联动关系，国内外小麦价格的滞后项通过赤池信息准

则（AIC）最小为最优的原则选取，小麦国内外价格的

最优滞后阶数均为一阶 （表 4）。因此，向量自回归

（VAR）模型中均选择一阶滞后。对 VAR 原序列数据的

稳定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特征根的倒数小于 1 （见图

2），位于单位圆内，据此 VAR 模型使用原序列数据是稳

定的。

4.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 3 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后

的月度滞后期，左图中纵轴表示国际价格冲击后国内小

麦月度价格的响应情况，右图中纵轴表示国内价格冲击

后国际小麦月度价格的响应情况。可以看出：国内小麦

月度价格冲击后，国际小麦月度价格在初期影响较小，

之后国际小麦月度价格会受到负向影响。国际小麦月度

价格冲击后，从短期和长期看，国内小麦月度价格受到

的影响都很小。可以看出，国内小麦价格形成机制中，国

内政策因素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5.方差分解结果分析。从表 5 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

VAR 模型方差分解结果看，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自身影

响最大，国内小麦价格自身影响第一期达到 1，第五期仍

然为 99.32%，国际小麦价格自身影响第一期为 98.60%，

第五期为 97.43%。国内价格冲击对国际价格的影响大于

国际价格冲击对国内价格的影响，进一步证实了国内外

小麦价格形成机制的脱离关系。

6.纳入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 VAR 模型分析。从格

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

国内外小麦价格形成机制存在着脱离关系，从侧面说明

国内外小麦价格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是否是

国内政策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本文进一步运用带有外

生变量的 VAR 模型实证分析国内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

对国内外小麦价格形成的影响。
在带有外生变量的国内小麦价格 VAR 模型中，将最

低收购价政策作为外生变量放入模型中，从国内小麦价

格 VAR 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上期国内小麦价格对当期国

内小麦价格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达到 0.9967，

上期国际小麦价格对当期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并不显

著。从外生变量显著性看，国内小麦价格受最低收购价

政策影响显著，在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的背景下当期国

内小麦价格会增加 0.1973。

从国际小麦价格 VAR 模型结果可以看出，上期国内

小麦价格对当期国际小麦价格有一定的负向影响，影响

效果较为显著，这说明上期的国内小麦价格越高，会引

起中国小麦进口量增加，中国对国际小麦需求的增加，

会增加国际小麦种植的积极性，当期的国际小麦价格会

图 2 VAR 模型稳定性的判别图

表 4 国内外玉米价格 VAR 模型最大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图 3 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脉冲响应函数

表 5 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 VAR 模型方差分解结果

表 3 国内外粮食价格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表 6 国内小麦价格（原序列）VAR 模型计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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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跌的风险。上期国际小麦价格对当期国际小麦价格

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上期国际小麦价格变动 1，当期国际

小麦价格变动 0.8914，我国实施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国

际小麦价格没有任何影响。

从小麦 VAR 模型结果中可以看出：国内小麦价格形

成机制中，市场机制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最低收购价

政策起到了抬高小麦价格的主要作用，这也是国内小麦

价格与国际小麦价格脱轨的主要原因。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从国内外小麦价格波动对比来看，国内小麦价格表

现出较强的稳定性。从国内外小麦价格的波动特征、格
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可以看

出，国内小麦价格的形成机制及其波动与国际小麦价格

完全脱轨。带有外生变量的国内外小麦月度价格向量自

回归（VAR）模型结果发现，国内小麦价格形成机制中，市

场机制发挥的作用相对较小，政府调控政策起到了主要

作用，这也是国内小麦价格与国际小麦价格脱轨的主要

原因。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充分考虑国际小麦市场及其价格的变化，适当

调整最低收购价

自 2007 年以来，国内小麦价格连年攀升，一直高于

国际小麦价格。2013 年 680 万吨小麦的进口为国内小麦

价格形成机制敲响了警钟。国内在实施小麦最低收购价

的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国际小麦市场及其价格的变化，

适当调整最低收购价，防止小麦价格长期脱离市场机制

带来的生产量、进口量和库存量等“三量齐增”的后果。
对于小麦来说，如果国际价格持续走低，我国最低收购

价继续提高，很可能突破 65%的配额限制，这会给我国粮

食安全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应审时度势，根据国际小麦

市场和价格走向适时调低最低收购价。
（二）通过“价补分离”方式，恢复小麦市场定价的基

础性作用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又不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逐步恢复小麦市场定价的基础性作用，参照国际小麦市

场价格设置最低收购价临界点，采取“价补分离”方式以

土壤保护、轮作、鼓励规模化种植等方式对实际种植小

麦的农民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补贴。这样，既能恢

复小麦市场定价的基础性作用，以免价格继续其价格上

涨带来的国际竞争力下降，又能保障种麦农民或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的种植收益，保护国内小麦产业。

（三）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小麦生产效益，增强

国际竞争力

对于小麦来说，简单粗放的生产方式会带来生产成

本增加和农资浪费，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的

种植和社会化的服务可以增加小麦产量，降低播种、施
肥、收割等成本，有利于提高小麦生产效益，也有利于增

强小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加快构建种粮大户、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服务主体，继续完善和提高对从事小麦生产的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的补贴力度，对降低小麦生产成

本，提高小麦综合生产能力和农民种粮积极性。
（四）严格监管农资生产和销售途径，稳定农资价格，

降低小麦生产成本

对于小规模农户的生产方式来说，在小麦种植中存

在着过度播种、施肥、施药的行为，这就带来了生产成本

的增加和土壤肥力的破坏。加上，农资生产和销售途径

监管力度不足，存在假种子、假农药、假化肥现象，也存

在着多级中间商加价现象，农民实际支付的农资价格比

出厂价格高很多。因此，要健全农资销售渠道，从源头上

控制生产成本的增加，降低最低收购价的政策压力，提

高小麦生产国际竞争力。
（五）调整国内小麦产业政策，以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

粮食安全问题具有极其关键的重要性，巩固我国粮

食安全储备体系、促进国内小麦产业健康发展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但是，国内外小麦市场价格倒挂，实际

上等于没有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国内需求，不利

于提高国内消费者福利水平。下一步如何合理地调整

我国小麦产业政策，使得既能让农民与消费者的利益

都得到妥善保护、又充分考虑短期与长远利益，值得深

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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