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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三农大视野

不单单是大米，事实上我国近年来主要

粮食的进口量都加大了。不过粮食进口量增

长并不完全因为国内粮食供求缺口扩大，在

全球粮食价格不断上涨，而我国保持连续九

年粮食产量增长的背景下，粮食进口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但大量进口粮食还是

威胁到了我国的粮食安全。

进口粮食意在防范远期国际粮价大幅上涨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数据显示，大豆消费

的近九成需要进口，玉米从2011年7月以来

进口量突增，小麦、稻谷和大米的进口量也大

大高于历史水平。

然而，粮食进口量增长并不完全缘于国

内粮食供求缺口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根据国家统计

局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抽样调查

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的全面统计，2012年全

国粮食总产量达58957万吨，比2011年增产

1836万吨，增长3.2%，实现连续九年粮食产

量增长。

国家信息中心去年9月发布的《关于近

期粮食形势的分析报告》中指出，从国内粮食

产量与消费量的缺口（国内消费量-国内产

量）情况看，只有大豆存在明显的缺口，且呈

现逐渐增加的趋势，小麦、玉米、大米等主要

粮食长期以来并不存在明显的缺口，国内主

要粮食基本能够自给自足。

国家信息中心认为，之前的粮食进口具

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预防性。从总体来看，国

内粮食消费量是小于国内粮食产量的，这表

明进口粮食普遍转化为储备和库存，可以在

短期内让我国在应对国际粮食减产和粮价上

涨方面具备缓冲能力。

大量进口粮食导致国内粮食安全命

悬国际粮价

然而，安邦咨询指出，中国对进口粮

食需求的增长是近乎刚性的，因为中国种

粮的基础和耕地资源已经不足了。

该机构援引中国官方人士透露的信息

指出，如果中国要实现农产品完全自给，就需要

有30亿亩以上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但现在只有

24亿亩，存在着大约20%左右的耕地

缺口。既然中国难以保持粮食自

给，那么加大粮食进口就是一个必

然的结果。

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于

中国粮食安全方面的担忧。

信达证券认为，当前我国种

业基本被外资控制，未来

粮食产量仍然存在很大

的不确定性。农药、化肥过量施用，导致土壤

及生态环境问题、农产品安全问题日益显现，

靠提高单产来提高粮食总产量

的时代或许难以为继。房地产

业的大繁荣不仅大量占用农村

土地，而且与高房价及

其带来的高物价相比，

农产品价格特别是主要

粮食作物价格过于低

估，如果这一局面持续

下去，将产生巨大的冲

击力。

如此一来，我国

粮食安全将完全与国

际粮价捆绑在一起，

一旦出现国际粮食危

机，我国将难以幸免。

滕勋

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关系人民基本

生活保障，也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在粮食丰收利好形势下，国家相关部门

依然提高警惕，密切关注国内外粮食动态发

展。对于我国而言，粮食实现“九连增”，最

低收购价、临时收储和政策性储备粮拍卖

“三大调控法宝”，确保了粮食安全的总体无

虞。然而，随着对外进口依存度增加，中国

粮食安全应有远虑。

众所周知，我国大豆对外依存度较高，

使国家在国际市场尚欠话语权，国际市场任

何风吹草动将会不同程度波及国内粮价。

同时，国外机构通过控股、参股的方式进入

国内龙头企业，进而对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产

生影响。

“美国等国家的跨国公司通过掌握我国

国内压榨油企业，不仅直接控制了大豆的上

游产业种植业，还间接控制了其下游产业如

豆粕、饲料、养殖业等。”某产业人士表示，豆

类产业链在国外企业的严重影响下，国家对

食用油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大打折扣，对国

内粮食安全影响较大。

国投中谷期货总经理高杰表示，虽然中

国暂时不会出现严重粮食危机，但粮食市场

定价权正在丧失是不争的事实。粮食危机

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跟各个国家的农

业政策相关。在国际市场上，有些国家大量

开展生物能源政策，这在很大程度会消耗玉

米、食用油，减少了食用供应。对我国而言，

应对粮食危机，必须重点落实对供给端的政

策扶持，鼓励粮食生产，加大设备、技术投

入，保耕种，保丰收。同时进一步完成收储、

轮储政策，建立充沛的国家粮食战略储备，

以应对粮食危机。

“应对步步逼近的国际粮食危机要选对

策略。”专家表示，信息化时代，数据就是财

富，信息就是制胜的武器。我们要加强国内

外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建设，加强市场判断

能力，还要加快发展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

维护粮食安全。

有关人士表示，过去十几年才发生一次

的粮食危机，随着全球极端气候越来越频

发，常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立足于国内保

障，粮食安全也不能放松。

“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首要

任务。”格林期货高级分析师刘波表示，随着我

国养殖业的不断发展，饲料安全成为中国未

来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而玉米作为主要的饲

料源，近几年的缺口在不断扩大，表明我国的

玉米需求在快速增加。目前，政府不断提高

玉米收购价格，使得玉米种植的收益比不断

提高，增强了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因此，

促进玉米生产是解决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之

一，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并实施了部分政策。

60年一甲，30年一运，中国

又将进入一个新的30年。这个时

期我们仍然需要从地缘政治、经

济、军事等层次设计我们的国际

大战略，但从中国在世界上的竞

争和发展角度看，我们需要形成

“人口优劣势―资源供需与外部

平衡―形成国际经济(科技和产

业等)竞争能力―与之相关的国

际间贸易和货币问题―国家经济

安全―发展道路与民族复兴”这

样的分析思路，依此逐步构建国

际战略。

在 2013 到 2040 年的 28 年

中，我们将进入一个这样的发展

阶段：城市化速度加快，并在2040

年时基本完成。到时，预计85%

到 90%的人口将生活在城镇之

中，中国人口的面貌将因为城市

化进程出现重大变化。与此同

时，中国未来工业化将向后期推

进，2030年工业化总体上完成，而

2031到2040年中国进入后工业

化社会，到时中国对资源、能源的

需求与运用也将发生全面变化。

由此带来的人口、资源之间的矛

盾，将直接要求我们强化对科技

进步、产业升级的重视，从而保持

国际竞争力。

因此，参考这些变化，未来30

年中国对外的国家战略也应考虑

人口、资源问题，包含这样一些重

要内容：首先，它应谋划这些事关

中国国家利益的全局性、方向性

问题。一国的人口规模、质量、年

龄结构、性别比等，与其国际竞争

力密切相关。因此中国未来国内

的人口政策如何调整，将影响到

中国在获取全球资源、科技进步、

国际分工与贸易诸多方面的发展

潜力，事关中国未来几十年的国

家利益。不同的战略选择，对国

家和民族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

的影响是不同的。

其次，它还应研究、谋划和解

决关系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

的关键问题。中国是石油和天然

气贫乏的国家，但人口众多，能源

需求在不断提高。因此在战略

上，中国选择什么样的能源结构，

将关系着全球能源的占有、分配

和进口，以及从外部获得能源的

多少；我们还要考虑外部资源、生

产地的政治稳定、双边关系、能源

运输通道安全等问题，通过对投

资风险、成本、能源技术进展等方

面的比较和判断做出正确决策。

再次，还应将中国国家战略

放在变动的世界格局中来考虑。

中国受全球化影响越来越深，多

边关系以及各国资源禀赋、产业

结构、就业格局、财政和贸易平衡

等因素都会影响我国经济发展。

通过国际战略研究，判断一些地

区、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变动走

势，采取相应举措，对发挥本国人

口优势、获取国际资源、全面增强

竞争力意义重大。

最后，未来的国际战略需要

明确分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比

如，在能源战略方面，调整能源消

费结构、实现减排目标将越来越

重要，但能源结构将逐渐发生什

么变化，其中新能源占多大比例，

对国外能源的依赖度降低多少，

都需要有几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

衔接，并依次确定能源技术、贸易、

国际运输、安全保障等方面的国

际战略。与之联系，我们在科技

竞争力方面也应确定实施赶超型

战略，争取到2040年时实现进入

世界排名前5位的目标，并为此做

阶段性部署：2020年、2030年要

分别到达什么位势，每个阶段应

确定哪些目标、主攻任务、关键领

域是哪些等。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

究所副所长)

近日，新郑农村商业银行开展

了节前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多年来，新郑农商银行以其各支行

所在乡镇为单位，每年向生活确实

有困难的群众送去面粉、棉被、食

用油等慰问品及慰问金。新郑农

商银行董事长马文明说，扶贫济困

是推进民生改善、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重要举措，也是新郑农商

银行勇担社会责任和践行“新郑人

自己银行”这一服务理念的具体体

现。今后，新郑农商银行将继续扶

危帮困，在全社会营造互助、和谐、

文明、祥和的良好氛围。（李永敏）

截至 2012 年 9 月
底，中国大米库存量达到
937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
录。2012年，国际大米贸
易量仅为3730万吨，占
全球供应量的7.7%，而
中国所进口的260万吨，
又仅占全部大米交易量
的7%。

自去年6月以来，国
际玉米价格飙升50%，已
升至历史高点，大豆和小
麦价格也上涨约30%。

2012 年下半年中，
中国粮食价格同比涨幅有
4个月超过食品价格同比
涨幅。

中国2012年大米进
口量创历史新高。有观点
称，中国将带动国际大米
价格上涨，进而推高其他
粮食价格，引发国际粮食
危机。事实上，中国大米
进口量占国际总贸易量不
高，而且中国主要粮食基
本自给，对国际粮价影响
极为有限；反倒是2012
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不
断上涨对国内物价上行产
生了推动作用。同时，中
国粮食安全形势也已不容
乐观。

中国大量进口大米尚
且无法引发国际粮价大幅
上涨，此类的推测和指责
更多是在刻意制造恐慌；
而旱灾引起的国际粮价飙
涨，则已经对国内粮价产
生不利影响。中国采取粮
食进口更是将粮食安全置
于受制于人的险境。只有
提高本国农业生产水平，
才能将粮食安全问题掌握
在自己手中。

“

中国或将成为
全球粮食危机受害者

日前，美国农业

部公布数据，中国

2012 年 进 口 精 米

260万吨，进口量创

出历史新高，较2011

年的 57.5 万吨大幅

增长。在过去50年

里，中国仅有4年是

大米净进口国，更多

的时候中国大米的

出口量都远远超出

进口量。

对于中国突然

大举增加大米进口量，有分析师认为，即使中

国大米已经连续9年增产，但仍无法满足本

国消费者的需求，人们会担心全球其他地方

的产量能否满足中国的大米需求，并由此推

断中国将导致国际市场大米价格上涨，同时

推高小麦和玉米等其他粮食价格，进而引发

国际粮食市场的恐慌。

内外价差导致大米进口量暴增

中国为何突然成为大米净进口国？难道

真的会引发国际粮食危机吗？卓创资讯农产

品分析师王书童对腾讯财经表示，中国大量

进口大米主要是由于国内外价差所致。由于

中国政府设定的大米价格远高于全球市场同

级别大米，大米加工商增加进口大米主要是

为了从国内外价差中获取利润。

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湖北籼

稻价格在2012年前9个月上涨11%，达到每

吨625美元；与此相比，越南出口的最贵大米

品种——5%碎米率大米的价格仅为每吨451

美元，泰国此类品种价格为每吨598美元，均

远低于中国国内价格。此外，精米与大米不

同，国内消费者对大米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价格优势和市场需求面前，大米商人自然无

利不往。

中国大米进口量不足以撬动全球粮价变动

其实，不用担心中国大量进口大米会对

国际粮价产生威胁。

首先，中国的大米库存非常充足，联合国

粮农组织预计，截至2012年9月底，中国大

米库存量达到9370万吨，创历史最高纪录，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其次，联合国粮农组织公布，2012年大

米贸易量仅为3730万吨，占全球供应量的

7.7%。而中国所进口的260万吨大米，又

仅占全部大米交易量的7%，所以对全球粮

价的影响并不大。因此，对于中国大量进

口大米将导致国际粮食危机的说法，更多

的可以视为是国际农产品市场的一种炒作

而已。

中国进口大米创新高将导致粮食危机？

尽管中国大量进口大米对国际粮价的传

导作用并不明显，但由于干旱影响全球主要

产粮国导致粮食减产，引发2012年下半年以

来国际粮价暴涨。受此影响，国内粮食价格

从2012年7月份开始也出现了涨幅超过食

品价格的现象，对CPI影响较大。

干旱气候导致国际粮价飙涨

去年以来，由于受极端气候因素影响，全

球100多个国家遭遇不同程度的旱灾威胁，

特别是美国、俄罗斯等主要粮食出口大国粮

食减产，引发2012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

暴涨。

美国农业部预测，受持续干旱和高温影

响，2012年美国玉米产量预计为2.74亿吨，

比2011年下降13%，是2006年以来的最低

水平；作为国际主要小麦出口国之一的俄罗

斯，共有16个联邦遭受旱灾，小麦总播种面

积中受旱面积占5%至6%。受此影响，自

2012年6月以来，国际玉米价格飙升50%，已

升至历史高点，大豆和小麦价格也上涨约

30%。

国内粮价涨幅远超CPI涨幅

由于CPI受食品价格特别是粮食价格的

影响较大，因此国际粮价上涨对国内粮价的

传导作用不容忽视。一旦粮食价格涨幅长期

超出食品价格涨幅，将刺激通胀再次抬头。

从居民消费角度来看，我国CPI涨幅在

进入2012年以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并一度

在7月份跌至1.8%。但是在2012年7月份

开始，粮食价格同比涨幅再次高于食品价格

同比涨幅，并带动CPI再度向上。在2012年

下半年，7月、9月、10月、11月这四个月里，粮

食价格同比涨幅都超过了食品价格涨幅，只

有8月份和12月份同比涨幅稍稍落后于食品

价格涨幅。

特别是在12月份，尽管粮食价格4.1%的

同比涨幅略低于食品的4.2%，但还是推动当

月CPI同比涨幅达到了2.5%的近7个月高

点。在全球粮食减产的大环境下，这是一个

危险的信号。

国际粮价飙涨传导国内 粮价涨幅远超CPI

粮食生产“九连增” 进口：粮食安全或命悬他手PK

□王宁

中国粮食安全虽无近忧应有远虑

□周天勇

从人口和资源出发
思考未来大战略

开展节前扶贫帮困送温暖活动
新郑农村商业银行

在2001年1月至2012年10

月间，我国国内粮食价格整体呈

趋势性上涨。以吉林为代表的玉

米价格累计上涨117.9%，年均上

涨7.3%；以河南为代表的普通小

麦价格累计上涨101.5%，年均上

涨6.6%；以江西为代表的籼米价

格累计上涨 138.5%，年均上涨

8.2%；以黑龙江为代表的国产大

豆价格累计上涨127.3%，年均上

涨7.8%。

考察国内粮食价格变动情

况，我们发现主要影响因素在于：

1.消费刚性增长、产量波动性

提高、总量供需矛盾时现。2001

年到2011年间，我国小麦、玉米和

稻谷三种谷物累计增长1.16亿

吨，同期消费量累计增长1.18亿

吨，其间有6年为产不足需年份，

需要通过库存调剂缺口。

2.养殖饲料业发展导致饲料

粮供给偏紧形成结构性矛盾。我

国居民的饮食消费结构正在并还

将发生改变。即从过去的以满足

居民直接口粮消费向满足猪牛羊

等动物饲料粮消费、间接满足居

民消费转变。在 2001~2011年

间，我国的人均口粮消费量基本

稳定，但猪肉消费量增长了20%，

禽蛋增长21%，禽肉增长37%，牛

奶增长223%。这种变化直接导

致了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化。2011

年，我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谷

物总共用于饲料生产的数量已经

占产量的30%，相比2001年增加

了4个百分点。同期食用口粮占

比从65%降至53%。2011年我

国小麦、稻谷和玉米三大谷物产

量51183万吨，其中用于饲料生

产的数量为15518万吨，而2001

年的用量仅为10372万吨。

3.玉米深加工产能与加工量

快速扩张形成结构性矛盾。2003

年以来，玉米深加工产能和实际

加工量扩张过快，增幅超过玉米

产量增长水平。已对国内玉米供

需关系和价格形成了重要影响，

并间接影响到小麦等其他品种。

4.消费升级导致优质粮市场

需求增加形成结构性矛盾。突出

表现为国内优质小麦的供给不能

满足市场需求，以及东北地区所

生产的粳稻不能满足全国市场需

求。由于作物产量既受到种子等

人为物料的限制，也受到光温水

等自然资源的限制，因此未来国

内优质粮食作物的增长潜力虽然

有，但短期大幅增长的难度大。

5.金融资本开始进入粮食领

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甚至扭曲

了原有的供需关系与价格走势。

国际上金融资本进入粮食领域的

数量大，在国内更多地表现为海

外热钱进入后的影响。近年来我

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波动受国际

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与现货价

差的波动增大，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金融资本尤其是海外热钱进入

后的影响。

(作者单位：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十年来我国粮食
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
□黄剑辉王阁应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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