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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价格传导关系有三种类型：不同地区不同市场的空间价格传导、同一产业链上的垂直价格传导和不同产品之间的横向价格传导。本

文研究的是国际粮食市场和中国粮食市场之间的空间价格传导。

国际粮食价格对中国粮食价格的非对称传导

———基于门限自回归模型的研究

韩　磊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本文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月度价格数据，借助门限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国内外粮价的非对称性传导关系。

研究表明：稻谷、玉米和大豆的国内外价格具有非对称协整关系；长期来看，国际稻谷价格变动的４５．１％、玉米价

格变动的５２．８％、大豆价格变动的６７．６％会分别传导到国内市场，但短期内只有稻谷国际价格的变动会迅速传

导到国内市场。价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当国际价格下降时，减少５０％偏差玉米和大豆分别需要２０．１个月和

１５．１个月，但价格上升时长期调整速度则不显著。为了降低国内粮价波动及国际市场的影响，需要从价格、成本

及品质等方面不断提高国内粮食产业竞争力。

关键词：粮食市场；价格传导；非对称性；门限自回归模型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２８４８－２０１８（０２）－００７８－０７

一、引　言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国内市场和国际
市场不断接轨，农业对外开放程度逐步加深，粮食进
口规模快速增长。２００２—２０１５年，中国粮食进口量
从１４１７万吨增加到１．２５亿吨，年均增长１８．２％。

随着中国粮食市场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粮价波
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影响也逐渐凸显。国际粮价在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显著上涨，同期
中国粮价尤其是大豆价格也呈现出大幅上涨态势。

但２０１４年以来，国际粮价大幅下滑的同时中国粮食
市场却保持相对平稳。这意味着国际粮价对国内粮
价的传导①可能存在非对称效应和阶段性差异。

已有大量文献表明，国际粮价波动最终会传导

到国内粮食市场［１－５］。但国际粮价波动是如何传导
到国内粮食市场的，国际粮价上涨和下降对国内粮
食市场的传导程度是否对称，当前研究并没有确定
性的经验证据。在中国粮食市场开放程度不断提高
的语境下，回答上述问题显得更加迫切。基于此，本
文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稻谷、小麦、玉米、大豆的月度
价格数据，对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效应进行
实证分析，以期为中国粮食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整提
供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二、文献回顾

２００６年以来国内外粮价出现大幅波动。粮价
波动到底因何而起，相关因素如何影响价格波动？

有学者认为，粮价波动与特定国家经济发展及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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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息相关。黄季焜等［６］认为，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国内外

粮价大幅上涨主要是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经济

快速增长导致对粮食需求的快速增长、全球气候的

变化导致粮食产量下降、全球能源价格的上涨、一些

国家采取的贸易限制政策以及狂热的市场投机等因

素造成的。也有学者认为，一国粮价变动可能受国

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如王孝松和谢申祥［４］指

出，造成中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原因既包括经济发

展和人口增长等长期因素，也包括生产成本上涨、通

货膨胀预期等中期因素，以及货币量供应变化、自然

灾害频繁等短期因素，更不能忽视的是国际农产品

波动和上涨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农产品价格波

动可能是汇率变动引起的。Ｌｏｅｎｉｎｇ等［７］研究表

明，在长期内汇率和国际市场价格会对国内粮价产

生影响，但在中短时期内粮食供给和通货膨胀惯性

会起主要作用。这些研究分析了影响国内外粮价变

动的重要因素，但对国内外价格的传导机制和影响

程度，没有提供直接的证据。

国际粮价如何影响国内价格，长期和短期是否

有别？从方法论上，现有文献主要利用协整分析检

验两个市场是否具有长期整合关系，利用误差修正

模型（ＥＣＭ）检验两者是否具有短期整合关系［８－１１］。

在ＥＣＭ模型中，通常利用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Ｅ－Ｇ）两

步法来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和协整关系。但正如

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Ｅ－Ｇ检验以线性调整机制为

假设［１２］，对非对称性冲击的检验能力较弱。在国际

价格波动向国内价格传导的过程中，价格上涨的正向

冲击和价格下降的负向冲击，恰恰可能以不同的速度

传导，同时带来非对称性影响。Ｅｎｄｅｒ和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３］

基于非线性和非对称性假设，提出了门限自回归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ＴＡＲ）模型。该模型

被渐渐引入农产品价格的空间传导领域［１４－１６］。

国内对国内外粮食市场整合的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较早的文献有万广华等［１－２］基于水稻的分析以

及张巨勇等［１７］基于若干农产品的研究。多数研究

认为，国内外粮食市场整合程度在逐渐提高，但整合

程度因粮食品种而异。丁守海［３］指出，无论从长期

整合还是短期波动的角度，国际粮价的波动都会在

很大程度上传导到中国，而且小麦和大米的价格输

入是通过大豆和玉米的间接贸易实现的。高帆和龚

芳［１８］认为，贸易传导和信息诱发是国际粮价影响国

内粮价的两种基本方式，且国内外粮价存在１～５个

月的传导时滞。也有研究发现，国内外粮食市场仍

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价格传导并非那么显著。

潘苏和熊启泉［１９］的研究却表明，长期内国内外粮食

市场的整合度不高，价格传递不完全，短期内国际粮

价对国内粮价影响较小，虽然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

变动的贡献在不断加大，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从现有文献看，基本上存在以下共识：因全球共

性因素影响，出现国内外粮价一致性波动情形是大

概率事件。只要国内外粮食市场联通和开放，国外

粮价对国内粮价必然存在影响，但因粮食种类不同

或时间跨度长短不同，影响程度可能不同。这些研

究无疑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和线索。基于此，本

文在考察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

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国际粮价上升和下降对国内粮价

的非对称性影响，以及这种非对称性影响因粮食种

类和考察期限的不同而有何不同。

三、理论模型与数据处理

（一）理论模型

时间序列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是考察变量的非

线性调整机制。大量研究表明主要的宏观经济变

量，随着经济周期的变动表现出非对称性调整［１２］。

门限自回归（ＴＡＲ）模型作为研究非对称性的非线

性模型，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拓展，现已经成为一种

比较成熟的计量模型。为了更准确地研究国内外粮

价的传导关系，本文参考Ｅｎｄｅｒｓ和Ｇｒａｎｇｅｒ［１３］提出

的允许相对长期均衡有不对称性调整的门限协整检

验来研究两个相关市场的长期整合关系，并进一步

采用具有门限调整（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的误差

修正模型来分析粮食价格的短期调整。

首先检验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序列的平

稳性，如果粮价序列平稳但存在一阶单整过程，则采

用门限自回归模型检验国内外价格之间的协整关

系。如果两者具有协整关系，则利用门限误差修正

模型来分析国内外粮价的长期和短期的价格传导关

系。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的长期关系如下：

ｌｎ　ｐｄｔ ＝α＋βｌｎ　ｐ
ｗ
ｔ ＋μｔ （１）

式中，ｐｄｔ和ｐｗｔ代表ｔ时期的国内价格指数和国

际价格指数，α是常数项，β是长期价格传导系数，μｔ
是误差项，且可能存在序列相关。

通过检验式（１）中残差的稳定性，可以考察两组

价格序列的协整关系。Ｅ－Ｇ两步法是常用的检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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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即基于如下线性自回归方程来检验不存在协整

关系的原假设（Ｈ０：ρ＝０）：

Δμｔ ＝ρμｔ－１＋ωｔ （２）

Ｅｎｄｅｒｓ和Ｓｉｋｌｏｓ［１２］指出，如果存在不对称调

整，那么Ｅ－Ｇ协整检验方法及该方法的拓展就会出

现误差。利用非对称调整的门限自回归模型，可以

避免上述困境。ＴＡＲ模型可表示为：

Δμｔ ＝Ｉｔρ１μｔ－１＋（１－Ｉｔ）ρ２μｔ－１＋ωｔ （３）

其中，Ｉｔ是示性函数（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Ｉｔ＝
１，ｉｆμｔ－１ ≥τ
０，ｉｆμｔ－１ ＜
烅
烄

烆 τ
（４）

式中，τ为门限值（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是μｔ 在收敛情
况下的长期均衡值。如果μｔ－１≥τ，则调整速率为

ρ１，否则为ρ２；如果ρ１＝ρ２，则调整是对称的，Ｅ－Ｇ检
验即为式（３）和式（４）的特例。如果ωｔ 不是一个白
噪声过程，则式（３）由带Δμｔ 滞后项的式（５）代替。

Ｅｎｄｅｒｓ和Ｓｉｋｌｏｓ［１２］认为可以用以下两个统计量来

检验无协整关系的零假设：一个是Φ统计量（原假
设为ρ１＝ρ２＝０），是Ｆ检验；另一个是ｔ－Ｍａｘ统计
量，是ρ１＝０和ρ２＝０检验中较大的ｔ统计量。

Δμｔ＝Ｉｔρ１μｔ－１＋（１－Ｉｔ）ρ２μｔ－１＋∑
ｐ

ｉ＝１
θｉΔμｔ－ｉ＋ｔ

（５）

如果两组价格序列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那么

建立以下门限误差修正模型：

Δｌｎ　ｐｄｔ ＝γ１ｅｃｍ＋
ｔ－１＋γ２ｅｃｍ－

ｔ－１＋πΔｌｎ　ｐｗｔ ＋

∑
ｐ

ｉ＝１
σｉΔｌｎ　ｐｗｔ－ｉ＋∑

ｑ

ｊ＝１
φｊΔｌｎ　ｐ

ｄ
ｔ－ｊ＋ｔ （６）

式中，ｅｃｍｔ－１＝ｌｎ　ｐｄｔ－１－α－βｌｎ　ｐ
ｗ
ｔ－１代表误差修

正项，也是式（１）预期残差的一个滞后项。γ１ 和γ２
解释了长期调整的速度，γ１ 为当μｔ－１与长期均衡值
之间的离差为正时的调整速度，γ２ 为离差为负时的

调整速度。π为短期传导弹性①，指国内价格ｌｎ　ｐｄｔ
对于国际价格ｌｎ　ｐｗｔ 短期波动而进行的调整程度。

为了确保ｔ 是白噪声过程，需要把ｌｎ　ｐｄｔ和ｌｎ　ｐｗｔ滞
后项放入门限误差修正模型中。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方法

本文所用数据为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国际市场和国

内市场中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的月度价格数据。

其中，国际粮价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来自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数据库，国际粮价为国际市

场上的代表性价格，即稻谷价格为泰国５％破碎率

的白大米价格，小麦价格为美国堪萨斯城交易所１
号硬红冬小麦期货价格，玉米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

２号黄玉米离岸价格，大豆价格为美国芝加哥期货

交易所２号黄豆期货合约价格。国内粮价为集贸市

场价格，来源于《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其中，

稻谷价格为籼稻价格与粳稻价格的算术平均值，国

内ＣＰ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本文进行如下处理：首
先，将国内外粮价数据转化为以１９９８年１月为１００
的定基指数。本文考察的是国际粮价和国内粮价变
化趋势的关联性，因此转化为定基数据后不会影响分
析结果。其次，为了剔除通货膨胀对粮价的影响，分
别用国内ＣＰＩ和国际ＣＰＩ数据来平减国内粮价和国
际粮价。此处采用的ＣＰＩ数据同样为以１９９８年１月
为１００的定基数据。最后，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价格波
动趋势，对ＣＰＩ平减后的价格指数取自然对数。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国内外粮价的长期整合关系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

文对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序列做平稳性检验。

ＡＤＦ检验结果显示（见表１），国内和国际的稻谷、

小麦、玉米和大豆价格序列都是不平稳的，但它们的
一阶差分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是平稳的，即所有
国内和国际粮食品种的价格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根据ＳＢＩＣ准则，稻谷、小麦、玉米、大豆对应的
式（１）的残差序列均存在二阶自相关，因此本文分别
利用式（２）和式（５）进行Ｅ－Ｇ协整检验和ＴＡＲ模型
的协整检验，且表示滞后阶数的ｐ取值为２。Ｅ－Ｇ
检验结果显示（见表２的第二列），只有玉米和大豆
方程中的自相关系数ρ均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拒
绝了零假设，即玉米和大豆的国内外价格之间具有
显著的长期整合关系②，并没有证据表明稻谷和小
麦的国内外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长期整合关系。

０８

①

②

价格传导弹性（Ｐｒ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ａｓｔｉｃｉｔｙ）是衡量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传导程度的一个综合指标，它反映了包括交易成本、交易主
体的市场势力以及政策变动等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市场整合是某一市场价格变化对另一市场价格变化的影响程度。完全整合的市场间一般存在一个稳定的价差，而且其中一个市场的
价格变化会引起其他市场上的价格在同一方向上相同幅度的变化，对于完全整合的市场，其产品价差主要取决于市场间的运输费用［２０］。



表１　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序列平稳性检验结果

粮食品种
国内价格

检验类型（Ｃ，Ｔ，Ｌ） ｌｎ　ｐｄ　 Ｄｌｎ　ｐｄ
国际价格

检验类型（Ｃ，Ｔ，Ｌ） ｌｎ　ｐｗ　 Ｄｌｎ　ｐｗ

稻谷 （１，１，２） －２．２２６ －９．０６５＊＊＊ （１，１，３） －１．７９５ －９．７５０＊＊＊

小麦 （１，１，２） －２．２８３ －９．２３７＊＊＊ （１，１，２） －２．４５３ －９．３５５＊＊＊

玉米 （１，１，３） －２．４６２ －７．９８４＊＊＊ （１，１，２） －２．３９０ －８．８６１＊＊＊

大豆 （１，１，３） －３．０７６ －６．７１９＊＊＊ （１，１，２） －２．８７８ －８．６９０＊＊＊

　　注：（１）表格中的数据为单位根检验统计量的值；（２）＊＊＊表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３）检验类型中Ｃ、Ｔ和Ｌ 分别表示常数

项、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由施瓦茨信息准则（Ｓｃｈｗａｒｚ’ｓ　Ｂａｙｅｓｉａ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ＳＢＩＣ）决定。

　　ＴＡＲ模型把ρ分割为ρ１ 和ρ２ 来展现不对称
性，在ＴＡＲ协整检验中本文用Φ 统计量和ｔ－Ｍａｘ
统计量来检验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不存在协整关系

的零假设①。通常来讲，门限值τ是未知的并且需
要与ρ１ 和ρ２ 一起被估计，但是在许多经济研究中，

通常设置τ＝０［１２］，本文遵循这一做法，做同样的零
值设定。检验结果显示（见表２中的第五列和第六

列），稻谷、玉米和大豆 ＴＡＲ协整检验统计量均在

５％或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原假设，表明以

上粮食品种的国际价格和国内价格具有显著的非对

称协整关系。这种非对称性表现在，检验方程中的

ρ２ 均在５％水平下显著不为零，而ρ１ 均不显著，表
明使得偏离长期均衡的负向冲击出现时，这种偏差

将在下一个月得到纠正，但偏离长期均衡的正向冲

击出现时，则没有显著的调整发生。

之所以出现上述不同的整合关系，可能的原因
表２　Ｅ－Ｇ和ＴＡＲ模型的协整检验

粮食品种
Ｅ－Ｇ

ρ

ＴＡＲ

ρ１ ρ２ Φ ｔ－Ｍａｘ
协整结果

稻谷
－０．０１３

（－１．１９）

０．００９

（０．６）

－０．０４２＊＊

（－２．５）
３．３３＊＊ ６．２６＊＊ 是

小麦
－０．０１８

（－１．３３）

－０．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３０

（－１．６３）
１．３６　 ２．６７ 否

玉米
－０．０４４＊＊

（－２．４８）

－０．０３３

（－１．４１）

－０．０５６＊＊

（－２．１７）
３．２８＊＊ ４．７１＊＊ 是

大豆
－０．０４６＊＊

（－２．１８）

－０．０２６

（－０．９４）

－０．０７３＊＊

（－２．３１）
３．０３＊ ５．３４＊＊ 是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和５％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数据为ｔ统计量。

在于不同品种粮食的贸易依存度的差异。与大豆、

玉米和稻谷相比，当前中国小麦进口量还处于低水

平，因此国内外小麦市场的整合程度相对较弱。虽

然２０１１年以后，中国小麦进口量有了大幅提高，

２０１５年进口量达到２９７万吨，但大豆、玉米和稻谷

的进口量要相对高很多。中国从１９９６年成为大豆

净进口国以来，大豆进口量从当年的１１１万吨持续

增加到２０１５年的８１６９万吨，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大

豆进口第一大国［２１］；２０１０—２０１５年，玉米进口量从

１５７万吨增加到了４７３万吨；２０１５年稻谷的进口量

也达到了３３５万吨。

（二）国内外粮价传导的期限影响与非对称性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对于稻谷、玉米和大豆，国

际价格和国内价格之间具有长期均衡关系，而小麦

的国内外价格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剔除通货膨

胀因素并取自然对数的国内和国际粮价波动趋势图
（见图１）中也能直观看出这一关系。

因此，本文分别建立式（６）所示的对应于以上三

种粮食品种的门限误差修正模型。回归结果显示，

稻谷、玉米和大豆对应的国际价格向国内价格传导

的长期传导弹性分别为０．４５１、０．５２８和０．６７６，且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不为零（见表３的第五

列）。即从统计意义上讲，长期来看，国际稻谷价格

变动的４５．１％、玉米价格变动的５２．８％、大豆价格

１８

① 根据Ｅｎｄｅｒｓ和Ｓｉｋｌｏｓ［１２］，Φ统计量和ｔ－Ｍａｘ统计量的分布依赖于样本的大小和协整关系中变量的多少。正如Ｅ－Ｇ检验，统计量的临
界值同样依赖于动态调整过程的特征。



变动的６７．６％会分别传导到国内的稻谷、玉米和大

豆市场。短期来看，只有稻谷对应的模型中短期传

导弹性显著不为零，这表明稻谷国际价格的变动会

迅速传导到中国市场，而玉米和大豆国际价格的变

动不会立刻传导到国内市场（见表３的第四列）。

回归结果还显示，对于玉米和大豆，当国际价格

与长期均衡值的偏差为负的时候，即当国际市场价

格下降时，国内价格长期调整的速度会更快并且更

（ａ）稻谷

（ｂ）小麦

（ｃ）玉米

（ｄ）大豆

图１　国内粮价和国际粮价的波动趋势

显著，但当偏差为正时，即当国际市场价格上升时，

国内价格长期调整速度则不显著（见表３的第二列

和第三列）。因此，对于正偏差，可能不存在价格上

的调整，而只有在价格下降的时候，偏差才会缩小。

当国际价格下降时，国内玉米价格每月会纠正

３．５％的偏差，国内大豆价格每月会纠正４．７％的偏

差。运用半衰期冲击原理①预测减少５０％偏差的时

间发现：当价格下降时，玉米价格所需要的减少

５０％偏差的时长为２０．１个月，大豆为１５．１个月。

（三）国内外粮价传导效应不同源于作用机制

差异

为何不同方向的价格冲击对国内粮价传导效应

如此不同？对于不同的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的传

导可能存在不同的作用机制。一般来看，国内外粮

价波动主要通过贸易途径、金融市场和能源渠道等

途径传导，但贸易途径是最基础的途径，其他途径的

价格波动最终都将通过贸易途径进行传导［２２］。当

某一粮食品种的国际价格上涨时，通过进口渠道，将

会带动该粮食品种国内价格的上涨。而这一传导通

常是对于国内进口依存度较高的粮食品种而言的，

而且传导的机制通常为异地套利。例如，当国际大

豆价格上涨时，如果国内大豆价格不变，那么贸易商

将把更多的大豆调运到国际市场上，并导致国内供

给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国内大豆价格上涨［３］。对

于贸易依存度不高的粮食品种而言，国内外的价格

２８

① 根据Ｐｅｒｓｓｏｎ（２０１０），半衰期冲击（ｈａｌｆ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ｓｈｏｃｋ）是衡量一个偏离均衡的原始离差减少到５０％所需要的时间，其计算方程为：ｔ＝
－ｌｎ０．５／ｌｎ（１－γ），其中ｔ为纠正５０％离差需要的时间，γ表示调整速度。



传导更多是由不同粮食品种之间的替代因素引起

的。例如，国际玉米价格的上涨会通过贸易途径引

致中国玉米价格的上涨；在国内市场上，玉米价格的

上涨又会通过替代消费引起国内小麦价格的上涨。
表３　门限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结果

粮食品种 ＥＣＭ（＋） ＥＣＭ（－） 短期传导弹性 长期传导弹性

稻谷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２０

（－１．５８）

０．０６８＊＊

（２．０９）

０．４５１＊＊＊

（１０．８３）

玉米
－０．０２０

（－１．３１）

－０．０３５＊＊

（－２．０９）

０．０１５１

（０．４９）

０．５２８＊＊＊

（１３．３９）

大豆
－０．０１４

（－１．１０）

－０．０４７＊＊＊

（－３．２９）

０．０２８

（１．２２）

０．６７６＊＊＊

（１７．８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５％和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括号内数据为ｔ统计量。

　　另外，非对称调整可能是不完美市场的结果，价

格支持政策在国际粮价向国内粮食市场的传导中以

不同的方式起着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可能是正向

的，也可能是负向的。Ｊｏｎｇｗａｎｉｃｈ和Ｐａｒｋ［２３］对国

际食物和石油价格向国内价格传导的计量研究表

明，在很多国家补贴政策限制了这种传导效应。更

重要的是，价格支持政策会隐含一个门槛价格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Ｐｒｉｃｅ）或者最低价格，而只有高于这个

价格，两个市场的传导才能发生。也就是说，价格朝

着长期均衡的移动并不是随时都能发生，而只有当

前价格与均衡价格的离差超过一个特定的门槛值

时，移动才会发生。中国粮价形成过程中，粮价支持

政策可能是门槛效应存在的制度基础。

中国分别从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８年开始对

稻谷、小麦和玉米实行托市收购政策，国家托市收购

政策巨大的收储能力和规模使其在稳定国内粮食现

货市场价格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而对非主粮作物
（大豆）的价格支持政策实施时间相对较短，区域相

对集中、效果相对有限，加上国内大豆较低的自给

率，使得大豆的市场价格的形成主要取决于市场供

需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走势。这也就解释了上文大

豆的长期传导系数最大的结论。也就是说，对于国

内价格支持力度小的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传导性

较强；对于支持力度较大的粮食品种，国内外价格传

导性较差。２０１６年，国家调整玉米临时收储政策为
“市场化收购”加“补贴”的新机制，减少对玉米价格

形成中的政策干预。在此背景下，国内外玉米价格

价差①大幅缩小，从２０１６年１月的０．６２元／千克降

到１２月的０．０６元／千克，进一步论证了上述结论。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５年稻谷、小麦、玉米和大

豆的月度价格数据，借助门限自回归模型研究了国

内外粮价非对称性传导关系。研究表明：第一，稻

谷、玉米和大豆的国内外价格具有非对称的协整关

系，但没有证据表明小麦的国内外价格存在长期关

系；第二，长期来看，国际稻谷价格变动的４５．１％、

玉米价格变动的５２．８％、大豆价格变动的６７．６％会

分别传导到国内的稻谷、玉米和大豆市场；第三，短

期内只有稻谷的国际价格的变动会迅速传导到国内

市场；第四，当国际价格下降时，国内玉米和大豆价

格将每月纠正３．５％偏差和４．７％的偏差，但当国际

价格上升时它们的长期调整速度则不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结果，一个明显并且重要的问题

浮现出来：中国应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降低国内粮价

的大幅波动以及国际粮价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影

响？当然，这不是国内粮食完全自给所能解决的。

Ｍｉｎｏｔ［１０］指出，大宗食物的自给自足虽然可以降低

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带来的影响，但是会加大国内供

给冲击带来的价格变动。因此，在国内资源与环境

的双重约束下，中国应在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

市场”的同时在价格、成本和品质方面不断提高国内

粮食产业的竞争力，从而减少国际粮食市场的影响。

第一，改革粮食价格支持政策，提高国内粮食价

格竞争力。如何坚持市场配置资源的情况下有效地

进行宏观调控，是中国粮食价格体制改革的核心所

在［２４］。充分发挥市场在粮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同

３８
① 国内价格为东北２等黄玉米运到广州黄埔港的平仓价，国际价格为美国墨西哥湾２号黄玉米运到黄埔港的到岸税后价。



时以“价补分离”的原则对种粮农户进行补贴，从而

缓解国内外粮价倒挂及“国外粮食入市、国内粮食入

库”的局面。第二，加强农业一般服务支持，提高国

内粮食成本竞争力。在农业支持政策方面，可以从
“黄箱政策”的农业直接补贴为主转向“绿箱政策”的

农业基础设施补贴为主，以农业基础设施的完善来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第三，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发展，

提高国内粮食的品质竞争力。大力发展有机农业和

生态农业，在粮食生产领域分阶段、分品种、分区域

推进化肥和农药使用从零增长逐步向减量使用转

变，提高粮食生产质量安全标准水平和监督力度，逐

步提高消费者对国内粮食产品的消费信心和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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