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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对全世界粮食安全的威胁巨大,小麦作为重要的口粮品种

需要重点予以关注.本文首先分析了疫情对国内外小麦产业的影响,然后对疫情期间

暴露的中国小麦产业的深层次问题进行剖析,最后对如何建立有效机制防范新冠肺炎

疫情等突发事件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冲击提出政策建议.本文指出,由于全球小麦整体

供需形势宽松,本次疫情对国内外小麦产业的影响多为暂时性、区域性的,但也暴露

了国内小麦供应链存在的短板,加剧了中小面粉企业的生存压力,减少了部分地区农

户种粮收益.因此,要提升供应链应急管理能力,出台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多渠道提

高农户种粮收益,加强全球粮食贸易监测和政策协调,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

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小麦产业;粮食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

１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全球大流行

病,当前依然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０日,
全球累计确诊病例超过４０９３万例,累计死亡超过１１２
万人.疫情的蔓延致使劳动力短缺、供应链中断,对

全球经济、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影响日益凸显.尤其

是自３月中旬以来,部分国家停止粮食出口,加剧了

民众对粮食短缺的恐慌情绪,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囤粮

抢购的现象.４月２１日,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会同

其他国际组织联合发布 «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报告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或导致全球遭受严重饥饿

人口数量翻１倍,到２０２０年年底,低收入和中等收

入国家约２６５亿人将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比２０１９
年的１３５亿人增加１３亿人.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粮食安全问题再度成为公众

关注的焦点.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粮食安全保障

体系总体上可从容应对疫情发生后全球粮食市场波动

升级的挑战[１],疫情对粮食生产经营的影响是暂时

的、局部的、有限的[２],但需要关注中长期全球疫情

演变对国内粮食和食物安全的影响[３],警惕投机资本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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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粮食市场的炒作[１].杨艳涛等针对全球疫情对国内

玉米供应链的冲击进行了探讨,认为疫情下国内玉米

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紧张,市场价格波动明显,全球

范围疫情的扩散将给玉米进口贸易带来不确定性[４].
小麦作为重要的口粮作物之一,也是中国贸易量较大

的谷物品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对国际小麦市

场及中国小麦产业的影响尤为值得关注,但目前相关

的系统性研究还未见到,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

在.本文在充分把握国内外小麦供需基本形势的基础

上,深入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小麦产业的影响,
并对由此产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进行预判,最后提出了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提升小麦产业抗风险能力、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的建议.

２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小麦市场

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粮食供应链受到明显压力,
国际间粮食运输放缓,一些主要粮食进口国出现粮

食短缺风险.据有关机构统计,仅２０２０年５月,全

球大约有３８％的粮食出口受到限制.全球小麦供

应链也未能幸免,国际小麦市场短期内出现了大幅

震荡.但从长期看,连续多年的丰收奠定了国际小

麦市场抗风险的坚实基础,发生全球性粮食危机的

可能性较小.

２１　全球小麦供应链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随着疫情蔓延,各国采取的防控措施不断升级,
对农产品生产、物流、交易的影响逐渐显现.就小

麦生产而言,全球疫情升级时恰逢北半球春小麦的

播种时期,疫情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影响了部分国家

春小麦的播种进度.根据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

２０２０年加拿大的春小麦播种面积预计为１８７７２万英

亩 (１ 英亩 ≈０４０５hm２),比 ２０１９ 年下滑 ０１％.
美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根据美国农业部５月１７日的

报告,２０２０年的春小麦种植进度完成６０％,而同期

５年平均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完成８０％.冬小麦主要

涉及田间管理和收获的问题,由于作业环境多为人

口密集度较低的野外,而且机械化程度较高,疫情

防治必需的人员隔离措施对冬小麦造成的影响十分

有限.在流通方面,以大米、玉米和小麦为代表的

主粮属于干散货,通常可以在人与人之间最小的交

互作用下装载、运输和卸货,国际运输和分配中断

的可能性较小[５].新冠肺炎疫情对小麦供应链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部分小麦主产国的出口限制措施上.
自３月中下旬开始,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

等小麦主要出口国收紧了出口管制.据中华粮网报

道,俄罗斯规定,２０２０年４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对欧

亚经济联盟 (EAEU)以外国家的粮食 (包括小麦、
玉米、大麦和黑麦)出口总量限制为７００万t,而配

额４月底就已全部用完;乌克兰将６月底前小麦出

口总量限制在２０２０万t;哈萨克斯坦从４月开始,
限制每月出口总量为小麦２０万t和小麦粉７万t.
这３个国家都是世界排名前十的小麦主要出口国.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测算,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３国小麦

出口量分别为３３５０万t、２０５０万t和５８０万t,合计

约占全球小麦贸易量的３２６％.出口限制措施对国

际粮食市场影响巨大,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全球粮食危

机时部分国家采取粮食出口限制,导致国际水稻、
小麦、玉米价格在短期内大幅上涨.为避免历史重

演,本次主要粮食出口国出台限制措施后,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国

际组织联合倡议并及时出台了加强合作、确保贸易

畅通以及粮食安全的措施,削弱了疫情的不利影响,
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也先后放松了出口

管制.

２２　国际小麦价格短期内大幅波动

小麦是世界上贸易量最大的谷物品种,每年出

口总量为１７亿~１８亿t.从地域分布看,出口国

相对较为集中,年出口量超过１０００万t的国家 (地
区)包括俄罗斯、欧盟、美国、加拿大、乌克兰和

澳大利亚,６国出口量之和占世界总出口量的８０％
以上,哈萨克斯坦排名第９位;进口国相对分散,
常年进口量超过１０００万t的只有埃及和印度尼西亚,
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进口量之和约占世界总进口量的

４２３％.① 这样的贸易结构导致国际小麦市场受卖方

影响较大,一旦主要出口国产量波动或采取出口限制

措施,国际小麦价格都会出现大幅波动.本次全球新

冠肺炎疫情发酵、３国相继出台小麦出口限制措施,
激发了各国尤其是粮食依靠进口的国家对粮食危机的

担忧,埃及、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等小麦主要进口国

开始提高战略储备或降低进口关税,国际小麦期现货

价格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上涨.据美国谷物协会小麦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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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周报显示,３月中旬至４月上旬,美国墨西哥湾

硬红冬麦 (蛋白质含量１２％)平均离岸价格累计上涨

１１１％;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麦期货近期合约平

均价格累计上涨１３８％.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效应

逐渐淡化,全球小麦市场相对宽松的供求形势又开始

主导价格走势,国际小麦期现货价格逐渐回落,４月

中旬至６月下旬,美国墨西哥湾硬红冬麦 (蛋白质含

量１２％)平均离岸价格由每吨２４１美元回落至２２２美

元,累计下跌７９％;堪萨斯期货交易所硬红冬麦期

货近期合约平均价格由每吨１８１美元回落至１６２美元,
累计下跌１０５％.

２３　全球供需形势宽松为国际小麦市场稳定打下坚

实基础

①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②数据来源: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中,主要粮食出口国的限

制措施引发国际市场波动,让人不禁联想起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年的全球粮食危机.２００８年３月底,泰国宣布

禁止大米出口,致使全球市场大米价格在６个月内翻

了一番[６].但这仅是表象,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爆发的

全球粮食危机,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全球粮食供需形

势紧张.美国、澳大利亚因旱减产,石油价格暴涨

和生物能源用粮增加,导致全球粮食库存降至２５年

来的最低点.其中,小麦期末库存降至１２８亿t,库

存消费比仅为２０９％① .与上次粮食危机不同的是,
当前国际粮食市场形势已明显好转.自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

度以来,全球粮食生产形势整体较好,国际小麦产

量持续保持在７１亿t以上,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甚至达

到了７６２亿t的历史次高水平,全球期末库存量持续

攀升至２７６亿t,库存消费比达３６６％② .虽然自

２０２０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和非洲沙漠蝗灾增加了全

球粮食供给的不确定性,但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

织１０月的预测结果表明,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谷物供需形

势向好,全球谷物产量预计为２７６２亿t,比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高５５７０万t,创历史新高.小麦和稻米产量

预计均将达到创纪录水平,其中小麦产量将达到７６５

图１　２００年以来世界小麦期末库存与库存消费比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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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t左右.产量前景向好,带动全球小麦期末库存

预测数升至２８５亿t,同比增长３７％,而库存增

长的部分主要来自中国.如果去掉中国的库存,根

据美国农业部数据计算,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全球小麦

期末库存为１５亿t,仍比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高６０５９
万t;库存消费比为２４２％,比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高

６７个百分点.因此,从长期看,全球粮食市场供

应前景良好,为保持价格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发

生类似于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度粮食危机期间价格飙升的

可能性较小.

３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国内小麦市场

虽然当前中国小麦进口仅作为品种调剂,常年

进口量约占总消费量的３％~４％,但国内外市场仍

然存在一定的联动性.当全球疫情暴发小麦主产国

限制出口时,国内民众出于对粮食安全的担忧也出

现了抢粮行为,推动国内小麦价格出现同步上涨.
但这种波动仅是暂时性的,幅度也相对较小,这主

要得益于中国宽松的小麦供需形势.２００４年以来,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扶持下,中国小麦种植面积逐

步恢复,产量连年增加,国内供需形势由产不足需

逐渐转为供需基本平衡、且略有结余,这就增加了

国内小麦产业对抗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突发事件的韧

性.在疫情暴发初期,中国小麦市场确实出现了震

荡,但主要影响的是产业链的中后端.随着疫情得

到有效控制,各行业复工复产步伐加快,道路交通

运输恢复,小麦加工企业开工率逐渐上升,市场流

通秩序基本恢复.

３１　小麦供给整体较为充裕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小麦产量只有５５００万t
左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小麦产量大幅增长,１９９７年

创下了１２亿t的历史最高纪录.之后由于播种面

积持 续 下 降,２００３ 年 降 至 １９８５ 年 的 产 量 水 平.

２００４年之后,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激励下,中国小麦

面积逐渐稳定至３６亿亩 (１亩＝１/１５hm２),单产

水平迅速提高,２０１９年增至３７６kg/亩,较２００４年

增长３２４％.中国小麦生产能力逐渐恢复,２０１２年

产量恢复至１９９７年的水平,２０１５年首次登上１３亿

t的台阶,比１９９７年增加５６％;２０１９年产量达到

１３３亿t①,刷新历史最高纪录.连续多年的丰收使

得中国小麦总库存处于历史高位.据中国粮油商务

网测算,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中旬,仅国家最低收购价

小麦 (不含２０２０年产小麦)剩余库存数量就超过

８５００万t,同比增加１４５０万t,加上各级储备粮轮换

出库,农户、贸易商小麦销售,２０２０年市场供给将

较往年更加充裕.从自给率上看,２００３年中国小麦

的自给率 (消费量/产量)仅为８２７％,是谷物中

最低的,自２００４年起超过９０％的安全线水平②.充

裕的小麦供给为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图２　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小麦生产情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３２　小麦种植结构持续优化

长期以来,中国小麦生产多重视产量而忽略质

量,使得小麦品种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较为突出.一

方面是普通、劣质小麦大量积压、价格低廉;另一

方面是优质专用小麦需求旺盛、供给不足,需从国

外进口价格高昂的优质小麦进行调剂.从１９９８年开

始,国家大力推进优质小麦的种植,并适当缩减了

普通小麦的种植面积,这一举措使中国优质小麦产

业迅速发展起来.２００６年,开始执行小麦最低收购

价政策之后,随着托市收购价的提高,普通小麦和

优质专用小麦价差缩小,农户更倾向于种植高产、
稳定品种,优质小麦种植有所萎缩,强筋麦产量由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度的６２４万t降至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度的

５２８万t[７].近几年,随着消费结构升级,面粉加工

企业对小麦质量要求提高,优质专用小麦普遍受到

市场青睐,价格要比普通小麦高出１０％以上.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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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消费数据来自国家

粮油信息中心,自给率为笔者估算.



省将推广优质小麦种植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重要一步,优质强筋、弱筋小麦种植面积增长较

快.据中粮集团小麦部预计,２０１９年中国优质麦,
尤其是能够部分替代美国、加拿大进口高筋麦的一

类、二类优质麦产量明显增加.其中,市场认可度

较高的强麦品种产量同比增加１７５万t.优质专用小

麦产业的迅速发展,为提升中国小麦有效供给、满

足消费升级需求意义重大,也为抵御国际粮食市场

波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３３　小麦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

小麦作为口粮具有刚性需求.近年来,由于中

国人口持续增长,小麦总消费量长期以每年１％~
２％的比例持续增长,其中制粉消费占７５％左右.

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小麦面粉消费产生

较大影响.由于居民居家隔离,外出就餐限制、采

购频次减少,家庭食物囤货需求增加,中小包装面

粉销量明显好于大包装面粉.饭店、食堂、学校等

集中用餐的消费方式短期暂停,大宗面粉消费受到

严重影响.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预计,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度①小麦食用消费量为９１００万t,比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

度减少１８０万t,减幅１９％.加上２０１９年产小麦质

量较 好,进 入 饲 料 领 域 的 数 量 大 幅 减 少,预 计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小麦总消费量１２２亿t,比２０１８/

２０１９年度减少５８％.随着疫情逐渐得到控制,餐

饮业逐步恢复、大专院校开学,大宗面粉消费受到

的影响逐渐消退,预计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度小麦制粉消

费将有所回升.自２０２０年６月下旬起,国内玉米价

格持续走高,部分地区玉米价格高于小麦价格,小

麦进入饲用领域数量有所增加.预计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

度国内小麦食用消费９１８０万t,比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

增加８０万t;饲料消费及损耗２０００万t,比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度增加４５０万t;消费总量１２７２７万t,比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度增加５５９万t.

３４　小麦进口来源多元化趋势明显

中国是世界小麦生产和消费大国,曾经也是进

口大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年小麦进口量曾高

达１０００万t.２１世纪以来,中国小麦进口量逐渐下

降,近年来维持在３００万~５００万t.从进口来源地

看,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是中国小麦的传统进

口来源国,在２００４年之前,中国从这３个国家进口

的小麦数量占进口总量的近１００％[８].２０１０年以来,

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的小麦占比大幅提升.尤其是

２０１２年,由于小麦饲用消费增加,加之澳大利亚饲

料级小麦在价格上具有明显优势,中国从澳大利亚

进口的小麦占到总进口量的６５７％;而从美国和加

拿大进口的用于品种调剂的硬质小麦所占比例下降

较为 明 显,从 ２００９ 年 的 ４７３％ 降 至 ２０１２ 年 的

２８３％,下降了近一半.近年来,虽然传统进口来

源国在中国小麦贸易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但新的小

麦贸易伙伴国也在不断涌现.随着 “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中国同 “一带一路”国家的小麦贸易数

量增长迅速.例如,中国从哈萨克斯坦进口小麦的

数量从２００９年的２４t增加至２０１９年的４２２３万t,
占中国小麦进口总量的比例增加至１２１％,哈萨克

斯坦成为中国小麦第三大进口来源国.２０１９年４
月,中国与立陶宛签订 «立陶宛小麦输华出口检验

检疫议定书»,同年１１月,开始从立陶宛进口小麦,

２０２０年１~７月累计从立陶宛进口２１８１万t,占小

麦进口总量的５１％,立陶宛成为中国小麦第五大

进口来源国.新冠肺炎疫情导致部分小麦主产国实

施出口限制措施后,虽然中国从哈萨克斯坦、俄罗

斯进口小麦的数量分别减少了４３５％和１２８％,但

从法国、澳大利亚、立陶宛进口小麦的数量增长迅

速,１~７月中国小麦总进口量４２８５万t,同比增

长１２倍.小麦进口来源地的多元化,增强了中国

抵御部分国家粮食出口禁运风险的能力,有利于更

好地利用国际市场进行品种调剂.

３５　疫情期间小麦价格出现两次明显上涨

虽然中国小麦供需形势整体宽松,但由于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供应链受阻、终端需求暴增,也导致

中国小麦市场在短期内出现了两次明显波动.第一

次是在２月中下旬,当时正值国内疫情暴发的关键

时期,由于各地实施严格的交通封锁,导致小麦原

粮区域间流通受阻,市场购销有价无市,基本停滞,
加工企业粮源供应出现阶段性缺口.虽然当时多数

粮食加工企业延迟开工,但部分开工的企业为增加

小麦供应上调收购价格,引起局部地区价格上涨.２
月下旬,主产区普通小麦进厂价每吨２４１０~２４６０
元,比２月初每吨增加１０~３０元.为保证供给、平

抑价格,国家在２月安排了４次政策性小麦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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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成交６７２２万t,较２０１９年同期增加５３８５万t.
之后,随着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小麦购销

市场逐渐恢复.到３月上中旬,小麦市场阶段性供

应偏紧的态势得以缓解,价格趋于稳定.第二次价

格波动是在４月初,全球疫情持续发展,多国限制

粮食出口,引发国内居民恐慌性囤粮;加上复工形

势较好、大中院校陆续开学等利好消息提振面粉需

求,制粉企业备货积极.而此时小麦正处于青黄不

接时节,市场上流通粮源较为有限,主产区小麦价

格上涨较快.４月中旬,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普通

小麦价格涨至每吨２４８０元,较４月初上涨８０元;
优质小麦价格涨至每吨２７４０元,较４月初上涨２００
元.为缓解市场粮源供给不足的情况,国家加大了

每周最低收购价小麦拍卖数量,同时适度扩大跨省

移库小麦投放范围,小麦市场价格自５月上旬止涨

趋稳.在自给率高、库存充裕的背景下,中国有能

力、有手段应对疫情等突发事件对小麦市场的冲击,
国内小麦市场长期趋稳.

４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小麦产业存在的

突出问题

　　由于中国小麦产业基础较好,新冠疫情虽然对

小麦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但在国家宏观调控措施

的加持下,市场秩序得以快速恢复.但也要看到,
疫情期间暴露了小麦产业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４１　国内小麦供应链短板显现

２０２０年２月正值国内疫情严峻时期,部分地区

小麦供应出现暂时性供应偏紧,粮库、贸易商库存

小麦 “销售难”与加工企业 “采购难”并存,市场

价格小幅上扬.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普通三等白麦月

均价２４１６元/t,环比上涨１９％.虽然３月情况有

所好转,但４月上旬受国际疫情影响再次出现上涨

态势.同时,疫情造成的紧张情绪导致居民恐慌性

囤粮,面粉、方便食品等出现阶段性供不应求的情

况,部分农村地区供求紧张程度高于城市.主要原

因除了疫情导致部分地区道路封锁、市场流通受阻、
制粉企业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复工复产困难、产能利

用不足等短期因素外,市场供求信息不对称,政府

调控资源有限是长期存在的问题,农村地区缺少大

中型超市和物流仓库,缺乏足够的蓄水池和缓冲地

带,使得突发性事件应对能力不足.

４２　中小面粉企业生存压力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内居民口粮消费习惯

发生明显变化.从消费路径上看,企业逐步复工、
学校开学延迟以及餐饮机构普遍停业,集团化采购

力度明显不如往年同期,面粉消费转向家用,家庭

用的中小包装面粉需求量明显增长;从结构上看,
适合做饺子、馒头、面包的专用粉销售好于普通面

粉,方便面、挂面、速冻水饺、速冻面点等易于储

藏、方便食用的产品销售需求猛增[９].这些变化使

加工业、流通环节猝不及防,加上春节期间企业停

工库存有限,市场上相关产品一度出现区域性、阶

段性短缺.为应对需求变化,一些大中型制粉企业

在面粉种类开发和外包装上做了适当调整,改进了

部分高端粉的外包装,同时延长了产业链条,增加

了面制食品及配餐业务,调整后的利润有所提高.
而小型企业一般只生产大众型的面粉,利润空间缩

窄,生存环境也更为艰难.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监

测显示,４月１日,华北面粉企业整体开工率５３％,
仍低于春节前的５６％.其中,中小型企业开工率为

２０％~４０％,大型企业开工率为５０％~８０％.由于

疫情对饲料销售造成不利影响,饲料企业采购麸皮

的积极性下滑,麸皮价格回落,制粉利润下滑.监

测显示,４月１日,华北黄淮制粉企业理论加工利

润９７元/t,周环比回落１４元/t.

４３　部分地区农户种粮收益下降

２１世纪以来,虽然国家的一系列惠农政策大幅

提升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但由于成本增长较快、
生产遭遇不利天气和病虫害的概率上升,种植小麦

的收益一直不容乐观.２００４—２０１２年,小麦成本利

润率整体呈现下滑趋势,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的６年间,
小麦成本利润率有３年都是负值,在三大谷物中最

低,种植小麦越来越成为不赚钱的行业,农户尤其

是种粮大户的种植积极性有所降低.２０２０年,受新

冠肺炎疫情和病虫害影响,部分农户尤其是规模户

的种粮收益再次下降.据农业农村部小麦市场分析

预警 团 队 ５ 月 中 旬 开 展 的 线 上 调 查 结 果 显 示,

５２８％的农户反映２０２０年种植小麦的投入与２０１９
年差不多,４１４％的农户反映２０２０年的投入较２０１９
年多.认为投入增加的农户主要集中在山东 (占该

省受访者的５５６％,下同)、河北 (５５６％)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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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 (４１７％),主要表现为４８６％的受访者反映化

肥费用增加,平均增幅约为１０８％;４９８％的受访

者反映农药费用增加,平均增幅为３０１％;４５５％
的受访者反映雇工费用增加,平均增幅为２３３％.

４１９％的农户预计２０２０年种植小麦收益较２０１９年

减少,主 要 集 中 在 山 东 (５０８％,下 同)、河 北

(４６０％)和安徽 (４３１％),这３个省份同时还是

预计小麦产量下降和种植投入增加的区域;其中,

６２６％预计收益下降的受访者为种植面积在１００亩

以上的规模经营户.

５　促进中国小麦产业健康发展的建议

新时期国家粮食安全观要求 “确保谷物基本自

给,口粮绝对安全”.这个 “绝对安全”不仅包括

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更应该包括供应链安全,提

高储备、加工、流通等整个供应链防控风险的能

力,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加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

质量、更 有 效 率、 更 可 持 续 的 粮 食 安 全 保 障

体系[１０].

５１　完善小麦产业供应链建设,强化应急管理能力

虽然中国口粮储备整体供大于求,但疫情中出现

的原粮及面制品阶段性供不应求的问题,凸显了中国

粮食供应链建设的不足,粮食储备不能及时转化为有

效供给.应健全产购储加销协同、产销合作、决策咨

询等机制,创新完善粮食产销衔接,加强精准调控,
推动全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发展;支持建立 “互联网

＋”粮食产销衔接信息平台,线上提供全产业链信息

交流和咨询服务,线下开展展示展销和产销对接活

动.同时加大供应链风险预测力度,完善粮食监测预

警体系;建立突发事件分级应对管理方案,科学构建

指标体系,衡量突发事件对行业的影响程度,并制定

相应的应对措施和扶持政策,提高今后应对突发事件

的效率,尽最大可能减少行业损失.

５２　出台扶持政策,帮助加工企业渡过难关

针对疫情等突发事件对小麦加工企业经营造成

的困难,各地政府应尽快出台应急性扶持政策,如

优先保障疫情防护物资供应、适当减免税费、提供

融资支持等,保证其提高复工率,平稳度过生产困

难.针对疫情防控时期居民阶段性集中采购增多的

情况,相关部门要加强市场监测与协调,确保面粉

加工企业原粮供应充足;促进加工企业主动与商超

等销售终端对接,畅通供求信息传播渠道,保证市

场供应;推动粮食主产省与大型粮食、食品加工企

业协商建立应急保供机制;为中小型企业降低贷款

门槛,防止出现资金链断裂.从长期看,应引导加

工企业转变经营模式,发挥自身优势,合理配置市

场资源,拉长粮食产业链条,加快推进原料基地化、
生产规模化、技术现代化、产加销一体化,筑牢行

业根基、提升抗风险能力,促进小麦加工行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

５３　多渠道保护农户种粮收益,保护种粮大户积

极性

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是新时期确保粮食安全

的重点,如何在成本上涨不可逆、农民增收困难

加大、价格支持政策空间有限的背景下,提高农

民种粮收益,是下一步政策改革所要面临的现实

问题.建 议 一 要 着 力 解 决 规 模 经 营 户 卖 粮 难 问

题.加强产销衔接,完善规模经营者与小麦需求

企业的信息沟通机制,鼓励订单种植.在夏粮收

购期间为规模种植户开辟专门的售粮通道.二要

提高种植户防灾减灾能力.完善农田基础设施建

设和农技服务,降低农民种粮成本和风险.同时

加大保险支持力度,拓展保险品种范围,由保成

本向保收入过渡.三要尽快完善相关扶持政策.
维持最低收购价政策框架,稳定收购价格.加大

扶持政策对种植大户的倾斜力度,按实际种植户

及实际种植面积进行补贴.

５４　加强粮食贸易监测,积极参与全球政策协调

虽然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短期内全球市场动荡

不会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但若后期全球疫情有所

反复,同时缺乏有效的国际粮食安全宏观协调机制,
加之部分国家蝗灾影响粮食生产,可能会扰乱局部

地区粮食市场的供应链,进而威胁中国以及发展中

国家的粮食安全.要密切关注全球粮食市场走势,
加强粮食及加工制品的市场监测和预判,进一步促

进小麦进口来源国的多元化,保证稳定的市场供应

渠道;推动各国启动全球粮食安全和农业贸易协调

行动,积极参与联合国机构开展的援助低收入、贫

困国家粮食安全的国际合作,确保全球农业与粮食

供应链有效运转.
(下转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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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及农产品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从长

期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农产品需求萎缩,将导致农产品价格进

一步下跌.但短期内,一些农产品出口国供应链受阻以及出台恐慌性、阶段性的出口

限制,会导致市场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和价格波动剧烈.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加会打

击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和一些国家依靠国际市场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信

心,导致贸易投资缩减,国际农产品贸易规模下降.建议建立稳定通畅的国际农产品

供应链,中国企业应积极融入全球农业供应链,提升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能力;坚定

国际农产品贸易信心,持续深化农业贸易和投资国际合作;加强市场行情研判,把握

市场主动权,利用低成本资源保障中国农产品供给.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贸易;粮食安全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１

１　前言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是一场全球性的危机,疫情

已由单一的公共卫生事件波及粮食安全,危机表现

出全面性与深刻性的显著特征,对全球经济、政治、
社会和贸易的影响无所不及,导致全球经济下行风

险加剧,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加[１].在非常

态事件出现和蔓延的过程中,重中之重是国家的粮

食安全问题.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农业农村经济的

影响初期产生于需求端,进而延伸到农业生产经营

领域.随着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叠加全球农业不

稳定预期,部分国家恐慌性、阶段性限制粮食和其

他重要农产品出口引发了新的全球性恐慌,造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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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的担忧成为必然.
农业是深度全球化的产业,农产品贸易在解决

全球粮食安全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自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以来,人类一直没有摆脱世界范围内的粮

食不足和过剩、饥荒及饱腹的不均衡问题[２].截至

２０１８年,全球尚有８１个国家缺乏粮食完全自给自

足的能力,８２ 亿左右的人口处在营养不良的状

态[３].粮食安全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考量,也是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Development
Goals)的重要内容.在国际农产品贸易格局中,欧

美等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粮食安全水平,同时兼具

农业比较优势,是国际粮食市场的主要供给者.大

多数发展中国家、新兴经济体及最不发达国家是国

际粮食市场的购买者,需要全球粮食贸易以保障粮

食安全[４].自２１世纪以来,农产品贸易伴随着世界

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信息

技术的推广以及市场可得性的提高,实现了快速的

提升.根据世界贸易组织 (WTO)统计,２０００—

２０１８年,全球农产品贸易出口额从５５００亿美元增

加到１８０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 ６８％.２００５—２０１７
年,世界处在营养不良状态的人口比例由１４５％下

降到１０９％[３].事实表明,国际粮食贸易潜力巨

大,贸易发展不仅满足了新兴经济体的消费需求,
同时在保护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方式.
随着全球人口不断增长以及气候变化风险加大,

粮食安全的挑战十分严峻.作为应对局部粮食不足

的重要手段,农产品国际贸易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

用.相关研究表明,气候变化可能改变现有全球农

业生产的比较优势格局,全球优势农业产区和出口

国将集中到更少的国家,若农产品贸易受到限制,
农产品价格将大幅上涨;如果实现自由的农产品贸

易,气候变化带来的福利损失将减小２/３,大大减

少饥荒发生的概率[５].在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危机中,由

于多国的贸易管制,伴随着美元贬值等因素的影响,
国际农产品价格飞涨,受此影响,主要粮食进口国,
如埃及、菲律宾、孟加拉国、伊朗以及大多数西非

国家出现了粮食价格高涨、通货膨胀及其引起的社

会暴乱[６].因此,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建立自由的贸

易环境,才能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实现良性发展.

２　新冠肺炎疫情前的全球农产品贸易

２１　全球农业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与比较优势

全球农业资源分布是不均衡的.全球农业资源

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形成一个

国家农业比较优势的基础,而经济发达程度带来的

科技进步和农业政策支持则是强化一个国家农业比

较优势的重要支撑.从全球耕地资源分布来看,在

五大洲中,大洋洲、欧洲和美洲国家的耕地资源丰

富,人口相对较少,人均耕地占有量较高;亚洲耕

地面积虽然最大,但由于人口数量众多,人均耕地

面积占有量最低[７Ｇ８].
从主要农产品生产来看,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

２０１９年,全 球 ８０％ 以 上 的 玉 米 生 产 集 中 在 美 国

(３３１％)、中 国 (２２２％)、巴 西 (９１％)、欧 盟

(５８％)、阿根廷 (４３％)、乌克兰 (３４％)、墨西

哥 (２４％)７个国家和地区;８０％以上的稻谷生产

集中在中国 (２９４％)、印度 (２３６％)、孟加拉国

(７３％)、印度尼西亚 (７０％)、越南 (５４％)、泰

国 (４０％)、缅甸 (２６％)、菲律宾 (２２％)８个

国家;８０％以上的小麦生产集中在中国 (１７８％)、
欧盟 (１７７％)、印度 (１４％)、俄罗斯 (１０２％)、
美国 (６５％)、加拿大 (４４％)、乌克兰 (３５％)、
澳大利亚 (３４％)和巴基斯坦 (３４％)９个国家

和 地 区;８０％ 以 上 的 大 豆 生 产 集 中 在 巴 西

(３５４％)、美 国 (３２５％)和 阿 根 廷 (１４４％)３
个国家.

从全球范围来看,美国是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据 WTO统计,美国２０１８财年农产品出口１７１４１３
亿美元.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统计,２０１９年,美国

玉米、高粱和棉花的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一位,分别

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２６６２％、８３７４％ 和 ３８２３％;
大豆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位,占世界总出口量的

２７２８％;小麦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三位,占世界总出

口量的１３８２％.巴西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出口国,

２０１９年大豆出口总量约９３５０万t,占世界总出口量

的５６７９％.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麦出口国,

２０１９年小麦出口总量约３４２４万t,占世界总出口量

的１８％.

２２　全球农产品贸易结构变化

从进口市场来看,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新兴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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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体在促进全球农产品贸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

色[９].其中,中国农产品进口额在全球占比从２０００
年的２３％增长到２０１６年的８２％,位居世界第三

位,仅次于欧盟和美国.除中国外,印度、印度尼

西亚和俄罗斯３个新兴经济体的农产品进口额占比

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４％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２％.欧盟和

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是主要的进口国,但是其进口额

占比持续下降.最 不 发 达 国 家 (LeastDeveloped
Countries,LDCs) 农 产 品 进 口 额 大 幅 增 长,从

２０００年的２５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３２８亿美元,
占全球农产品进口额的２５％.

从出口市场来看,欧盟和美国作为传统的农产

品出口大国,占据着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份额,
但新兴经济体国家农产品出口份额不断增长[９].截

至２０１６年,中国、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４个新

兴经济体农产品出口额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８５％增加

到２０１６年的１４５％.其中,巴西农产品出口份额从

２０００年的３２％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５７％;中国已成

为第四大农产品出口国,出口额占比从２０００年的

３０％增加到２０１６年的４２％.美国、欧盟、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４个发达经济体的农产品出口额占比从

２０００年６８５％下降到２０１６年５８％.最不发达国家

农产品出口的势头减弱,只占全球农产品出口市场

总额的１４％.
全球农产品贸易结构的变化反映了国际经济格局

的变化.①发达国家消费结构相对稳定,具备农业比

较优势,占据了全球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份额.农产品

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和最不发达国

家.②新兴经济体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参与日

益深化,其在进口市场的增长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

新兴经济体国家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对美好生活

的需求不断增加,消费结构不断升级;二是新兴经济

体国家人口基数大,人口增长速度快.以中国为例,
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中国人均

GDP从７９４２元增加到７０８９２元.中国在扶贫方面取得

了巨大成就,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０２年的３１９％下降到

２０１９年的０６％.随着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物消

费水平得到了巨大的释放.此外,新兴经济体在经济

发展过程中,农业技术进步加快,农业生产力和农产

品出口能力不断提高.③最不发达国家的农业经济在

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出口产品以初级产品为主,

包括咖啡、茶叶、棉花、香蕉等.随着进口大幅增

加,贸易逆差不断增大.根据FAO统计,截至２０１５
年,最不发达国家贸易逆差达１５０亿美元.最不发达

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发展差异较大,其对农产品需求的

增加主要在于人口增长 (人口年均增长率２４％),不

在于人均收入的提高.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进步缓

慢,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粮食产需缺口越来

越大.

２３　自由、多边的国际贸易关系是农产品贸易发展

的关键

WTO «农业协定»为２０００年以后国际农产品

贸易的快速增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乌拉圭回合

谈判之前,欧洲共同体和美国不仅通过农产品价格

支持、生产资料补贴和进口限制等方式维持本地区

或本国的农业生产,还通过出口补贴等方式刺激农

产品出口,过度的农业保护政策也造成了农产品国

际贸易摩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美国农业

生产力不断进步,加之国内农业支持保护,美国农

业生产供给长期过剩.从１９６１年开始,美国农产品

出口迅速增加,政府出台多个出口支持项目,促进

农产品出口.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同样由于技术进

步等原因,欧洲共同体农产品生产出现过剩,从农

产品进口地区转变为出口地区.由于美国和欧洲共

同体都采用了境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方式的农业保

护,双方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的摩擦不断增多.与

此同时,由农业保护带来的财政负担不断增大.双

方同意减少对农产品市场的干预和对农业支持保护

的力度[１０].乌拉圭在回合谈判中,多个国家围绕农

业议题,为实现自由、公平、多边的国际贸易关系

达成了国际性协议.在此之后,各国调整农业政策,
其中欧洲共同体大幅减少了扭曲贸易的政策,包括

价格支持和其他与产出及生产资料挂钩的补贴等.
截至２０１４年,欧盟对农业支持的６８％均为脱钩补

贴,比２０００年增加了３３％[１１].
相反,近年来国际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

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开始盛行,农产品贸易受到不利

影响.自２０１８年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施行以 “美
国优先”的发展战略,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

垒等方式解决国内社会矛盾,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

易摩擦.美国 “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扭转了自由、
低关税的世界贸易体系.这种贸易保护对农产品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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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引发中国等贸易伙伴反

制,导致美国农产品出口受阻,大豆、玉米、小麦

和猪肉等价格大幅下滑.不仅美国农民失去了传统

的出口市场,收入下降,进口国保障粮食安全方面

的困难和挑战也逐渐增加[１２Ｇ１３].

３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主要农产品市场与贸

易变化及其影响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及农产品贸易带

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统计,截至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０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

界范围内已致２７８４９３６７人感染,９０１５９８人死亡,美

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秘鲁成为确诊人数最多的

５个国家.在国内方面,中国新增确诊病例自２０２０年

２月中旬开始下降,３月１９日本土新增病例首次清

零,虽然北京、大连、新疆等地出现区域性疫情反

复,但很快被扑灭,举国抗疫成效显著.进入３月之

后,国外疫情快速蔓延.３月１１日 WHO宣布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欧美主要经济体成为疫情重灾

区.基于此,可以把疫情的影响分为３个阶段加以讨

论[１４]:一是疫情发生初期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及其外溢

效应;二是疫情在国外蔓延导致对国外经济的外震效

应;三是国外疫情和经济形势的消极变化导致各国之

间的互动作用.

３１　第一阶段,疫情发生初期:中国需求下降及进

口减少

第一阶段,截至２０２０年２月底,新冠疫情对经

济的影响主要还是集中在中国经济受到的冲击及其

外溢效应.为控制疫情蔓延,中国实施了严格的隔

离措施,严禁集体性聚餐、限制人口流动、实行交

通管制、延长春节假期、延长企业复工时间等.１
月２１日,武汉加强进出人员管控,随后国内３１个

省 (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级响应.突发的疫情对中国经济产生冲击巨

大,其中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所受影响最大,交通运

输、餐饮旅游和娱乐行业受损失严重.根据交通运

输部预计,１月２４~３０日,全国出行人数为１５２亿

人次,相比２０１９年春节黄金周 (除夕到大年初六)

４２１亿人次的出行人数,下降约６４％.境外旅游预

计出行７００万人次,其中绝大部分未能成行.２０１９
年,中国第三产业占比已经提高到５３９％,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的拉动达到５７８％,对经济贡献占主

导地位.经济下滑,尤其是第三产业遭受的冲击产

生外溢影响,导致农产品需求的下降.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研

究,新冠病毒疫情对包括餐饮旅游在内的服务业的

影响,传导至农产品消费,造成部分农产品在黄金

销售期滞销:奶类销量陡降,肉类和水产类消费明

显下降,鲜花等产品消费下滑严重[１５].从供给端来

看,由于政府的交通等管制使得畜禽养殖业的生产

供给受到影响,这些影响进一步传递到玉米深加工

企业、饲料企业、大豆压榨企业等,进而降低对粮

油原料的需求[１６].疫情还导致了一些海外农产品订

单被取消[１７－１９],包括从澳洲进口的牛肉、从新西兰

进口的水产品 (龙虾、扇贝等)等,原定于２月中

旬实施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也受到严峻的疫情

影响.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LarryKudlow在２月４
日表示:“中美贸易第一阶段贸易协定下美国产品的

大幅出口将在很大程度上被新冠肺炎疫情所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官员认为中国可能以疫情作为借

口,推迟履行其在协定中的承诺,借此影响特朗普

总统竞选.面对外界的普遍担忧,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
中国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

施①.这对中美贸易关系缓和、中国扩大进口等方面

释放了利好.尤其是在国内经济面临疫情冲击以及

特朗普弹劾案被参议院否决的时间点,更具指标意

义,有利于履行第一阶段协议进口承诺,对冲国内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进一步减轻中国完成第一阶段

协议要求的压力.
总之,从第一阶段来看,疫情首先冲击了中国

经济.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及世界最大的农

产品进口国,２０１９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再创历史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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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具体而言,２０２０年２月６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

公告,调整对原产于美国约７５０亿美元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
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１３时０１分起,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已加征１０％
关税的商品,加征税率调整为５％;已加征５％关税的商品,加征税

率调整为２５％.除上述措施外,其他对美加征关税措施继续按规定

执行.对美加征关税商品排除工作继续开展.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

委员会新闻发言人介绍: “２０２０年１月１６日,美方发布公告,自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４日起,已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１日起加征１５％关税的１２００
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由１５％调整为７５％,下调比例１/２.为缓解

经贸摩擦,扩大经贸合作,我方同步调整了有关措施.下一步调整,
主要取决于中美经贸形势发展变化.我们希望,与美方一道朝着最

终取消全部加征关税的方向努力.”



高,达到２３０１亿美元,其中进口１５１０亿美元、出口

７９１亿美元.随着中国对食品及农产品制成品需求

的下降,加之全球大宗农产品处于下行周期,全球

食品需求进一步萎缩.

３２　第二阶段,疫情的演化:供应链受阻、出口国

阶段性管制及价格波动

第二阶段是疫情在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内的

很多国家快速蔓延并带来外震效应.不同于埃博拉

或SARS的疫情传播,在第一阶段后,新冠肺炎疫

情在全球范围加快扩散,诱发其他国家金融和经济

波动的第二阶段作用很快显现.
在主要农产品出口国中,因行政管制,导致了不

同程度的供应链受阻[２０].美国３月１３日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部分地区实施限制措施,要求居民不得随意

外出.巴西３月２０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部分地区

实施了暂停州际客运交通、餐厅和酒吧等实体店经营

等防控政策,然而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呼吁为了经济,
要停止极端防疫措施.阿根廷从３月２０日开始实行

“全民隔离”措施,但之后陆续放开对农业、矿业及

其他出口相关行业的管制.亚洲国家受到疫情的影响

相对严重.斯里兰卡政府３月中旬关闭了所有港口,
斯里兰卡大多数沿海的渔业活动停止,并停止出口海

产品.自３月２７日起,印度７５个城市封城,包括新

德里、孟买、清奈等众多港口城市.全国范围封锁导

致物流中断和劳动力短缺,甚至阻止现有合同履行,
印度大米贸易商停止签署新的大米出口合同[２１].

多国基于粮食安全以及维持国家通货膨胀水平

的考虑,出台了出口限制等措施,虽然这些措施后

来陆续取消,但短期内市场紧张情绪加重[２２].哈萨

克斯坦农业部３月２２日颁布命令,要求在国家紧急

状态期间暂停部分农产品出口,以确保国家食品储

备充足;越南海关总局要求各省市海关局自３月２４
日０时起,暂时停止出口大米注册、通关;埃及贸

易和工业部宣布自３月２８日起的未来３个月内,停

止各种豆类产品的出口;柬埔寨总理宣布从４月５
日起,除了香米,将禁止白米和稻米出口;４月１
日,欧亚经济委员会宣布将开始限制向欧亚经济联

盟成员国 (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
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出口部分农产品,包括

洋葱、大蒜、芜菁、黑麦、大米、荞麦、小米、谷

类、粗磨面粉、荞麦制成品、大豆产品及葵花籽等,
限制持续到６月３０日;４月１２日,黑海地区主要产

粮国罗马尼亚出台紧急法案,禁止向欧盟以外国家

和地区出口谷物和油籽,其中包括大麦、燕麦、玉

米、大米、面粉、油籽以及白糖.
新冠肺炎疫情在发展初期冲击了需求端,导致

全球农产品价格下跌.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食品价格指数显示,世界食品价格３月均价

出现下跌,３月食品价格指数平均为９５１点,比２
月下降４３％.但在疫情影响的第二阶段,随着全

球疫情大流行,导致了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担忧,各

国严格的防疫措施导致了不同程度上的供应链受阻,
部分国家出台的阶段性贸易限令导致出口预期不稳

定,进一步加剧了市场担忧的情绪,从３月中旬开

始,全球主要农产品价格大多呈现大幅上涨,特别

是谷物、油籽类品种涨幅较为明显 (图１~图５).
为此,国际组织发布预警信息,呼吁保障全球供应

链稳定.２０２０年３月３０日,FAO呼吁 “维持全球

图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大豆的价格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美国芝加哥CBOT交易所大豆每日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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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小麦的价格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美国芝加哥CBOT交易所小麦每日收盘价.

图３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玉米的价格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美国芝加哥CBOT交易所玉米每日收盘价.

图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糖的价格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美国纽约ICE交易所糖每日收盘价.

农食链稳定运营至关重要”;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

FAO、WHO、WTO联合声明减轻２０１９冠状病毒

病对粮食贸易和市场的影响.４月２１日,二十国集

团 (G２０)农业部长应对新冠肺炎特别召开会议,

围绕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业供应链和粮食安全的

影响展开讨论,发表了 «二十国集团农业部长应对

新冠肺炎特别会议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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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大米的价格变化 (２０２０年１~９月)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泰国曼谷大米 (含碎５％)周度现货价格.

３３　第三阶段,国外疫情和经济形势的消极变化导

致各国之间的互动作用

第三阶段,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扩张导致全球经济

下行风险加剧,其将长期导致农产品需求萎缩.在价

格出现阶段性反弹之后,出口国后来逐渐取消出口管

制,其中,越南于４月底决定全面恢复大米出口;５
月中旬,柬埔寨决定取消出口限制;哈萨克斯坦决定

自６月１日起,取消因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出口实

施的所有限制措施;罗马尼亚出口限制仅持续一周左

右.此外,为控制疫情实施的严格管制措施导致的供

应链受阻的影响也比预期小.在南美部分地区,卡车

运量有所减少,内陆物流受到一定影响,但从总体来

看,主要农产品出口国港口作业基本正常.因此,市

场重新回到基本面,疫情引起的需求端萎缩超过了农

产品供给端所受到的影响,市场价格震荡下降.根据

世界银行６月８日预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

经济体经济将下滑５２％,其中,发达经济体将收缩

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将下滑２５％.根

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６月１０日的预测,

２０２０年全球经济将萎缩７２％.根据 FAO 的统计,

２０２０年４月和５月,FAO食品价格指数进一步下降,
分别为９２４和９１０.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同时,一些国家的疫情得到

了有效控制,为防控疫情实施的封锁等措施逐步解

除,经济逐步复苏.尤其是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

向好,复产复工复商复市加快推进,第二季度经济

增长由负转正,主要指标呈恢复性增长.随着中国

及全球经济逐渐恢复,市场需求逐渐提升.根据

FAO统计,从６月开始,全球食品价格指数持续增

长,８月的食品价格指数恢复至９５８.

表１　２０２０年１~８月FAO食品价格指数

时间 食品价格指数 肉类价格指数 奶类价格指数 谷物价格指数 油脂价格指数 食糖价格指数

２０２０年１月 １０２５ １０３８ １０３８ １００５ １０８７ ８７５

２０２０年２月 ９９４ １００６ １０２９ ９９４ ９７６ ９１４

２０２０年３月 ９５１ ９９５ １０１５ ９７７ ８５５ ７３９

２０２０年４月 ９２４ ９６９ ９５８ ９９３ ８１２ ６３２

２０２０年５月 ９１０ ９５４ ９４４ ９７５ ７７８ ６７８

２０２０年６月 ９３１ ９４８ ９８３ ９６７ ８６６ ７４９

２０２０年７月 ９４０ ９２２ １０２０ ９６９ ９３２ ７６０

２０２０年８月 ９５８ ９２２ １０２１ ９９０ ９８７ ８１１

３４　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及其

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农产品市场与贸易的影响主要集

中在需求端.一方面,随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传播,
全球经济萎缩,加之各国实行了严格的疫情管控,以

餐饮娱乐为主的第三产业首当其冲,食物消费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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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带疫复

工,冷链环节受污染的风险加大①,进口国加强管理,
影响进口需求.７月１日,中国为此加强了对进口冷

链食品源头的管控,要求向中国出口冷链食品的全部

１０５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主管部门,督促输华食品企

业完善食品安全生产管理体系,做好预防措施,保证

输华食品安全.针对有关国家肉类、水产品企业发生

聚集性感染疫情,暂停了德国、美国、巴西、英国等

２３家境外肉类生产企业产品的进口.
需求萎缩沿着供应链传导,对参与农产品贸易

的市场主体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进出口企业经营面

临的风险更高、更大.主要农产品出口国的农业生

产者也受到了巨大影响.以美国为例[２３],由国际需

求下降和经济衰退带来的农产品价格下跌,玉米、
大豆和棉花等价格萎靡不振,美国农产品的国际贸

易受到严重影响,农场经营受到严重挑战.在特朗

普执政期间,美国农民经历了多年的全球商品市场

熊市和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价格低迷,这场疫情无

疑是雪上加霜.５月２０日,美国实施了预算高达

１９０亿美元的新冠肺炎疫情食物援助计划 (CoronaＧ
virusFoodAssistanceProgram,简称CFAP)②.中

国出口企业也感受到了国外市场需求下降的冲击,
中国有优势的蔬菜、茶叶、养殖型水产品贸易渠道

受阻,出口贸易主体经营困难[１].根据农业农村部

数据统计,２０２０年１~７月,中国农产品出口４１８９
亿美元,同比减少３３％.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部分国家供应链受阻,出

现了阶段性供应减量.在国内方面,各国的疫情防

控导致消费终端、加工及港口等重要环节的运营效

率下降,甚至暂停运行,如卡车司机人数短缺,港

口运营效率下降;工厂因出现疫情被迫关闭生产等,
这都将减速及减少农产品供应[２４Ｇ２５].在进出口方面,
部分国家出台恐慌性、阶段性的出口限制,直接导

致了国际市场农产品供应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下农产品价格波动加剧.新冠肺

炎疫情导致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不畅,不确定、不稳

定因素增加.从长期来看,疫情对农产品需求的冲

击大于对供给的影响.根据 OECD 和 FAO 联合发

布的２０２０—２０２９年农业展望报告,２０２０年经济增

长的大幅放缓会导致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跌[２６].但

是短期内,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带来价格的

剧烈波动.３月以来,部分农产品出口国供应链受

阻以及出台恐慌性、阶段性的出口限制,导致了市

场不确定性预期增强,市场价格波动剧烈,市场主

体经营风险加大.
新冠肺炎疫情打击了对国际农产品贸易的信心.

在此次疫情期间,部分国家出台限制出口措施,虽

然短期内陆续取消,但其显著增加了农产品国际贸

易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２７],对进口国利用国际市

场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信心打击巨大,威胁农产品

国际贸易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使最低收入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

进一步恶化.美国农业部分析了７６个中低收入国家

受疫情冲击的影响.在疫情发生之前,这些国家中

处于饥饿状态的人口为７６１亿人,占总人口比例

１９８％.由于疫情冲击导致经济衰退,失业人口增

加,人均收入水平和购买力下降,处于饥饿状态的

人口会增加８４００万人,增长２２％.其中,亚洲和

非洲受到的冲击和影响最大[２８].

４　思考与对策

第一,建立稳定通畅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至关

重要.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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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７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２０２０年第８１号公告

称:近日,海关从厄瓜多尔IndustrialPesqueraSantaPriscilaSA
(注册编号２４８８７)、EmpacreciSA (注册编号６８１)、Empacadora
DelPacificoSociedadAnonimaEdpacifSA (注册编号６５４)３家企

业进口冻虾的集装箱内壁和外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６
个,虾体和内包装样本检测结果均为阴性.经核酸序列分析并经专

家研判,检测结果提示３家企业产品的集装箱环境、货物外包装存

在被新冠病毒污染的风险,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为了消除风险隐患,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

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海关相关规章的规定,现公告

如下:一、暂停上述３家企业在华注册资格.二、暂停上述３家企业

的产品进口,暂停受理３家企业产品的进口申报.三、进口商应立

即对上述３家企业３月１２日以后生产的冻虾进行召回,对海关暂扣

的上述３家企业３月１２日以后生产的冻虾实施退货、销毁等处理,
并向进口地海关提供货物的进口和销售记录.拒不执行的,由海关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海关相关

规章的规定对其进行处理.
在CFAP援助中方案,１６０亿美元用于对农牧民的直接支

付,３０亿美元用于收购牛奶、肉、水果和蔬菜.CFAP对生产者的

直接支付中,分为非特定产品类别的补贴和特定产品类别补贴.根

据美国农业部的预测,非特定类别产品获得的补贴将达到３７５８亿

美元,其中 ２２９３ 亿美元补贴给玉米、８４５ 亿美 元 补 贴 给 大 豆、

４４２亿美元补贴给棉花.对牛和生猪养殖户的补贴分别达到５０６亿

美元和１６亿美元.对奶农的补贴高达２７７亿美元.



化表明,建立稳定畅通的国际农产品供应链对于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中国农粮企业要积极融

入全球农业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在仓储物流

等关键环节加大贸易投资合作,持续开展跨国经营,
与全球粮食企业建立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关系,强化自身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能

力,提升粮食流通效率,加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

能力.
第二,坚定国际农产品贸易信心,持续深化农

业贸易和投资国际合作.自由、公平的贸易政策是

实现农产品贸易发展的先决条件.在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下发生的供应链受阻、主要出口国阶段性的出

口管制措施,加剧了市场价格波动.这在一定程度

上打击了各国依赖国际贸易保障粮食安全的信心.
面对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等带来的严峻挑战,各国

更应该加强贸易合作,共同应对风险和挑战,在全

球粮食安全和营养战略框架下,增强行动一致性和

协调性,共建共享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全球粮食

合作新机制,促进全球粮食供应链实现高水平协作,
避免出现出口限制等非理性的政策冲击.

第三,在危机中育新机,加强市场行情研判,
把握市场主动权,利用低成本资源保障中国农产品

供给.危和机总是同生并存的.新冠肺炎疫情给全

球经济和农产品市场与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

同样伴随着潜在的贸易机会.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

需求萎缩和全球经济下滑,叠加全球农产品市场下

行周期,全球主要农产品价格一度处于历史低位,
在价格低位区加大采购力度,可以以更低的成本保

障农产品供给.虽然全球农产品价格已经脱离低价

区,但未来出现类似的突发事件冲击时,依然会

为中国创造利用低成本资源保障农产品供给的机

会,因此 要 善 于 在 危 机 中 育 新 机,把 握 市 场 主

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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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水产品安全供给的视角,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给水产品国际供应链带来

的影响,主要是整个水产品供应链上的商业活动受限,对世界主要国家水产品生产和

进出口国都产生了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结合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水产品自给

率的变化判断国内水产品安全供给的总体形势,认为以我为主的供给格局具有较强的

稳定性,能够确保水产品有效供给.同时,疫情也给国内水产品产业发展和市场运行

带来了全面的影响,从而在数量和质量安全方面对安全供给形成制约,暴露出了流通

短板和质量安全监管的空白点.应对和化解水产品安全供给的问题,需要从全产业链

着手,提升转型发展的水平.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水产品供应链;水产品供给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１００３

１　引言

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作为外生突发事件引发全

球公共卫生危机[１],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循环造成

全面深刻的影响,其扩散性和衍生性的效应仍在持

续.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市场的需求,水产业同许

多其他行业一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受

疫情影响,全球水产品供应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

化和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渔业产业的各个

环节也受到疫情冲击和外部形势变化的影响,疫情

发展对水产业的影响逐渐呈现全方位态势[２].随着

疫情影响程度的加深,生产供应、市场流通和进出

口贸易等环节均不同程度地暴露出中国水产品安全

供给和质量监管的漏洞.如何确保水产品供给数量

和质量的安全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优质水产

品的需求是水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必须要思考的课

题.目前,对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的文章多是从供

给侧改革的角度论述[３],或讨论疫情背景下产业环

节遭受的影响和应对措施[４],对国际供应链的分析

较为欠缺,在国际国内双循环新发展的格局下,国

际市场的变化对国内供需的影响需要重视.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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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疫情影响下水产品国际供应链的变化

２１　水产品生产和进出口整体萎缩

水产品供应链依赖于全球各个环节的紧密合作,
只要任何一个环节断裂,整个网络就会瘫痪.各国

政府为减缓病毒传播而采取的社区防疫隔离、工时

调整、企业关闭、旅行限制等防控措施,阻碍了整

个水产品供应链上的商业活动,对世界主要水产品

进出口国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受消费需求下降和供

应链中断的影响,水产品出口国损失惨重.２０２０年

上半年,越南水产品出口总额同比下降１０％.据澳

洲农业资源经济科学局 (ABARES)预测,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年财政年度澳大利亚渔业产值将降至２８１亿

澳元 (１澳元≈４９３人民币,２０２０),达到近１５年

来的最 低 点,降 幅 １２％[５].以 虾 产 品 供 给 为 例,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全球养殖虾的复合增长率为４６％①.
根据全球水产养殖联盟 (GAA)的年度产量调查和

预测,受疫情影响,全球养殖南美白对虾产量可能

下降１０％以上.

２２　国际水产品供应格局变化

疫情防控应对措施的成效已经成为决定主产国

水产品发展形势的重要变量,中国、韩国、日本等

东亚国家在疫情应对方面表现较好,生产能力和进

口需求比较稳定,出口的产品具有更高的安全保证,
这成为贸易发展的优势.而厄瓜多尔、印度等地疲

于应付疫情防控,更谈不上对出口水产品安全的把

控,消费者对这些国家的水产品进口需求显著减少.
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７月,中国自印度、
厄瓜多尔进口的水产品数量同比分别下降３６％和

８％.据厄瓜多尔对外贸易投资和渔业部统计,疫情

造成的人力不足和需求下降等问题,导致厄瓜多尔

３~８月的虾产量减少了约１２％.

２３　疫情促使各国重视本土水产业发展

疫情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让一些国家意识到水产

品自给的重要性,甚至将此上升到食物安全的高度,
很多国家就此出台水产业扶持政策.例如,美国水

产品总量约有９０％依赖于海外进口,政府将这一现

象认定为严重的食物安全威胁,并将其列为需要关

注的问题进行讨论.５月７日,特朗普签署了一项

行政令,旨在通过消除限制美国渔民的监管壁垒来

促进本土水产业的发展,并帮助扭转不断增长的水

产贸易逆差.为应对疫情,美国农业部斥巨资购买

本国产的农 (渔)产品;英国政府也启动百万英镑

捐赠计划,以帮助本土海鲜企业投资基础设施.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年,肯尼亚从中国进口大量罗非鱼产

品,这对当地养殖水产品价格造成极大冲击.受限

于贸易阻断以及当地部分消费者认为新冠病毒存在

于中国进口的鱼类中,肯尼亚本土生产商将疫情视

为他们逐步摆脱从中国进口罗非鱼的依赖、发展本

国水产的机会.由于国际供给趋紧、进出口贸易受

限,为各国本土水产业发展迎来契机.

３　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形势分析

本文用水产品自给率指标来反映中国的水产品

安全供给形势.自给率即水产品产量占消费量的比

重.水产品消费量是产量和净进口之和.中国水产

品产量中包含远洋水产品,远洋产品剔除境外出售

量后的水产品自给率称为综合自给率.进一步剔除

进口和国内加工鱼粉所用的原材料,供人食用的水

产品自给率称之为食用自给率.

３１　中国水产品自给水平变化及趋势

按照自给率算法和数据可得性分析发现,自

１９７６年以来,中国水产品自给率变化大致呈现以下

几个特点.
一是水产品自给率较高,食用自给率高于综合

自给率.为了解决 “吃鱼难、吃鱼贵”的问题,自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中国大力发展海洋捕捞和水

产养殖,特别是随着 “以养为主”方针的确立,中

国水产品供给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在国内需求及

价格不断增长的刺激下,远洋捕捞水产品运回比例

也呈不断走高势头 (图１).剔除远洋境外出售部

分,中国水产品总产量由１９７６年的５０７万t增长到

２０１９年的６３９５万t,年均增长６１％.得益于产量

的稳步增长,水产品综合自给率一直保持了较高水

平 (表１).如果按供人食用与动物饲用分,则受近

年来国产鱼粉数量持续走低、鱼粉供给逐步以进口

为主的格局影响 (图２),食用水产品自给率的水平

更高.１９７６年至今,综合自给率平均值为９９２％,
其中水产品食用自给率平均值为１０１４％,高于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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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和全球水产养殖联盟 (GAA)的

综合数据测算结果.



合自给率２２个百分点 (表２).中国水产品自给率

水平较高以及食用自给率水平更高的主要原因是受

两方面因素影响:①与中国水产品的整体养殖水平

较高有关.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以养殖为主的

渔业生产大国,养殖技术的不断进步确保了自给率

的高位稳定.②与中国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及水产品

品种结构有关.自古以来,中国消费者喜食鲜活、
多刺鱼类,这与国外消费者以无脊间刺的鱼类消费

为主的习惯大不相同;从消费种类来看,中国饮食

文化的多样性也要明显高于国外,这些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中国水产品的供给数量、种类更多要依靠

自身.

图１　中国远洋产品运回国内销售的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相关年份数据计算.

表１　剔除远洋境外出售后的水产品综合自给率及年均变化

单位:万t

年份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消费量 水产品综合自给率

１９７６ ５０７ ７ ０ ５００ １０１４％

１９８０ ５１７ ９ ０ ５０８ １０１８％

１９８５ ８０２ １２ ２６ ８１６ ９８３％

１９９０ １４１６ ３７ ３７ １４１５ １０００％

１９９５ ２９０３ ７２ １３４ ２９６５ ９７９％

２０００ ３６６９ １５２ ２５１ ３７６９ ９７４％

２００５ ４３６８ ２５４ ３６５ ４４７９ ９７６％

２０１０ ５３２２ ３５７ ３８１ ５３４６ ９９６％

２０１５ ６１３２ ４００ ４０７ ６１４０ ９９９％

２０１９ ６３９５ ４２７ ６２７ ６５９５ ９７０％

１９７６—２０１９年均增长率 ６１％ １００％ — ６２％ －０１％

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均增长率 １０６％ １５２％ — １０８％ －０２％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均增长率 １００％ １５１％ ２１３％ １０３％ －０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均增长率 ３８％ ８９％ ４２％ ３６％ ０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均增长率 １９％ １８％ ５１％ ２１％ －０３％

　　数据来源及说明:产量及远洋数据来源于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第二次、第三次农业普查调整后的数据,产量为剔除远洋境外出售量后

的数值,水产品综合自给率为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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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７６—２０１９年中国鱼粉自给率

数据来源: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鱼粉进口量源自 wind数据库中 USDA数据,１９８４—２０１８年鱼粉进口

量数据来源于fishStatJ,２０１９年鱼粉进口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表２　剔除远洋境外出售和鱼粉后的水产品产量、进出口量、消费量及食用自给率

单位:万t

年份 产量 出口量 进口量 消费量 水产品食用自给率

１９７６ ５０７ ７ ０ ５００ １０１４％

１９８０ ４６５ ９ －１ ４５４ １０２３％

１９８５ ７６７ １２ ７ ７６２ １００７％

１９９０ １４０５ ３７ １４ １３８２ １０１７％

１９９５ ２７８６ ７２ ６５ ２７７８ １００３％

２０００ ３３０６ １５２ １３３ ３２８７ １００６％

２００５ ４０４４ ２５４ ２０７ ３９９７ １０１２％

２０１０ ４６５０ ３５７ ２７７ ４５７０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５ ５８１２ ４００ ３０５ ５７１７ １０１７％

２０１９ ６０８０ ４２７ ４８５ ６１３８ ９９１％

　　数据来源及说明:
(１)产量及远洋数据来源于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中第二次、第三次农业普查调整后数据,并以１t鱼粉需要４５t原料鱼的比例反推后剔

除鱼粉用原料鱼.
(２)计算进口剔除鱼粉所用的数据来源有３处:１９７９—１９８３年鱼粉进口量源自 wind数据库中 USDA数据;１９８４—２０１８年鱼粉进口量数据

来源于fishStatJ;２０１９年鱼粉进口量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

　　二是水产品自给率水平总体高位波动下行,近

年来加速下滑.分阶段来看,水产品自给率的变化

大致分为３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之初的

高位平稳阶段.１９８３年以前,中国水产品自给率

总体基本稳定在１０１％左右,不管是综合自给率,
还是食用自给率均超过１００％.第二个阶段是改革

开放之后３０多年的起伏波动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作为赚取外汇的重要产品,水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

速.１９８０—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水产品出口量

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１５２％、１５１％,水产品综

合自给率水平 也 呈 现 下 行 趋 势;１９８０—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水 产 品 综 合 自 给 率 分 别 年 均 下 降

０２％和 ０３％;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受 金 融 危 机 影

响,水产品出口量增速放缓,年均增速由前两个

１０年１５％以上的高速增长,回落到年均８９％的

稳健增长,水产品自给率也开始以年均０２％的速

率开始回升;２０１０年,水产品综合自给率和食用

自给率分别 达 到 ９９６％ 和 １０１７％;２０１０—２０１６
年,这７年间,水产品自给率总体平稳维持在较高

水平.第三个阶段是近年来的加速下滑阶段.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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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以后,随着食用水产品进口步伐加快,打

击走私力度加强带来的正规渠道进口增加,中国水

产品进口量尤其是在一般贸易进口方式中食用水产

品进口量增长迅速,水产品自给率水平开始明显下

降.食用水产品进口占一般贸易进口量的比例由

２０１７年的３８９％上升至２０１９年的６５３％,提高

了２６个百分点 (图３),食用水产品自给率则由

１０１６％下降到９９１％,下降了２５个百分点.

图３　一般贸易进口中直接食用水产品进口比例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海关数据计算所得.

　　三是绿色高质量发展要求和未来进口需求增长

将进一步助推自给水平下行.伴随中国近海渔业资

源退化,以及环保风暴下拆网拆围活动带来的养殖

产能缩减,中国水产品供给能力在短期内可能受到

一定影响,渔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决定了水

产品供给增速将在中长期保持趋缓态势,这从根本

上决定了中国水产品自给水平将是一个稳中向下的

过程.在供给结构性变化的同时,人们对生活品质

的要求却在提升,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对水产品市场尤其进口冻品市场

带来较大冲击,但中国经济率先走向复苏,在一系

列纾困惠企政策的带动下,２０２０年第二、第三季

度,中国经济已经开始企稳回升、由负转正,这将

为水产品贸易尤其进口复苏奠定基础.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的提出,不仅为持续走低的全球经济注入了信心和

动力,也将为进一步加快水产品进口释放积极信号.
养护资源、调剂余缺、满足需求的作用凸显进口的

重要性,适量的进口具有合理性.

３２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形势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水产品市场多地

出现物流阻隔、市场休市、交易萎缩等现象,并引

发一系列连锁反应.虽然中国水产品自给水平很高,
但因疫情多次与 “水产品” “冻品”及 “批发市场”

等关键词相关联,不断引发消费者对水产品安全供

给的担忧,水产品安全供给问题也逐渐由数量安全

转向质量安全.根据受影响的产业环节和程度,可

将疫情对水产品安全供给形势的影响划分为３个阶

段.现结合阶段特征及水产相关产业的变化,分析

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的形势.
一是水产品生产流通受到冲击的阶段 (２０２０年

１~５月).疫情发生初期,水产品生产流通秩序被

打乱,流通供应受限影响了水产品市场原本较为平

衡宽松的供求关系,水产品交易量缩减、价格高企.
据中国农业信息网数据测算,在疫情影响最为集中

的２~３ 月,水产品日平均交易量同比分别下降

２３８％和２１６％,加权平均交易价格同比分别上涨

１４８％和１２８％,达到每千克２４３１元和２３３９元

的历史高点.之后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稳定向好,水

产品生产流通秩序逐步恢复,市场成交量在５月开

始恢复到常年水平,交易价格３月以后连续回落,
到５月跌至每千克２１５１元.产销衔接不畅还对生

产环节产生连带效应.产品滞销增加了养殖成本和

病害风险,同时还损害养殖收益和渔民生产积极性,
水产品压塘还造成新一轮养殖生产进度滞后.但这

一阶段水产品整体的供给安全仍有较强的支撑,为

加快推进复工复产,各地全力保障交通畅通和物资

供应,渔业部门根据情况调整春季生产计划、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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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结构、推广绿色健康养殖模式,为稳定渔业生

产奠定了基础,广东、海南等省还出台了针对罗非

鱼等个别水产品种的临时收储与补贴政策.
二是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凸显阶段 (２０２０

年６~８月).在生产、流通秩序陆续恢复的时期,６
月,北京新发地聚集性疫情的暴发将公众关注点聚

焦到进口冻品及冷链食品的安全问题上.７月３日,
海关从厄瓜多尔３家企业生产的冻南美白虾环境和

包装样本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此后,接连在

进口海鲜外包装和海鲜加工企业中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新冠肺炎疫情通过进口冷链食品传入风险

扩大,消费者对海鲜冻品消费持审慎态度,水产品

安全供给的主要矛盾从水产品供应是否充足、顺畅

转为食用水产品是否安全,特别是进口水产品,并

由此导致市场对水产品整体的消费意愿降低,水产

品进口下滑成为大概率事件.一些水产品进口来源

地主要是如厄瓜多尔、印度等的疫情较为严重的国

家,但进口主要通过当地出口商,并不直接对养殖

户 (企业),对进口来源国的疫情信息掌握只能依赖

当地海关通报,因此,进口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进口来源国的防控情况,进口商

对疫情防控和质量安全信息也难以完全掌握.２０２０
年１~７月,中国水产品进口量３３４６２万t,同比减

少 ３９８％, 进 口 额 ９１８５ 亿 美 元, 同 比 减 少

１０２９％,进口均价较２０１９年同期下跌６５６％,高

价格水产品进口加速收窄.不过,进口水产品在中

国整体水产品供给格局中主要起到调剂余缺、辅助

资源、休养生息的作用,进口增速减缓甚至下降也

不会形成绝对的安全供给威胁.在这个阶段水产品

质量安全迎来了一个窗口期,疫情带来的产业关注

使得市场监管部门不断加强对水产品交易市场的监

督检查,水产品冷链物流和市场管理中的质量管理

短板也在逐渐补齐,这有利于水产品及其供应链的

质量安全监管水平的提升.
三是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新阶段 (２０２０年９月

以来).９月,秋季学期正常开学,社会经济秩序进

一步稳定恢复,疫情防控进入到常态化新阶段,水

产品生产、加工、消费、进口等各环节和相关参与

主体逐步由前期的紧急应对过渡到调整适应甚至创

新阶段,供需双方再次回归到较为稳定的状态,市

场交易价格稳中有涨.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流

行尚未见拐点,但中国因疫情防控举措得力、形势

不断好转,水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迎来契机.在疫情

背景下,国际供应链转移和整合加速,过去由西

方发达国家跨国企业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也在发生变

化,中国参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方式逐渐发生转

变,正在由过去的出口导向型全球化转向利用内需

型的全球化[６].为加速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

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水产品的安全有效供给要更

多适应内需升级、激活消费潜力,实现渔业高质量

发展.

４　疫情暴露出中国水产品安全供给及质量监

管的漏洞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暴露出中国水产品安全供

给及质量监管方面仍存在一些漏洞和盲点.具体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水产品养殖、加工环节短板较多,难以快

速适应形势变化.中国水产养殖业小、弱、散的特

点明显,生产设施薄弱,经营理念滞后,养殖结构

单一,追求产量的高密度精养模式趋于固化,养殖

技术存在路径依赖,基本还停留在产定销的低效、
粗放发展阶段,难以适应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

的变化发展.在饲料营养、疾病防控、养殖技术、
养殖环境等方面仍存在一些瓶颈问题亟须解决[３].
水产品安全供给和质量安全仍有较多制约因素,在

渔民质量安全宣传教育、投入品使用、鱼病防治、
兽药经营等方面还存在一定隐患.水产品加工业一

直是行业短板,疫情加速改变了消费者对冷冻预制

水产品的认知,方便类食品、预制品以及休闲化、
定制化加工品消费需求急速增加,水产加工业转型

速度慢,还不能及时跟进需求变化.
二是流通环节的冷链物流存在安全隐患.跨地

区物资运输的漏洞仍然存在,由于流通主体多元分

散,流通环节的质量安全还存在一定盲区.特别是

在冰鲜水产品进口、销售等方面出现的问题使人们

意识到,冷链物流并非绝对安全.截至２０１８年,中

国冷藏车保有量约为１８万辆①,仅占货运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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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①.由于缺乏强制性行业标准和有效监督,一

些经营者打着全程冷链的旗号,但实际为节省物流

成本选用敞篷车运送低温物品或进行间歇式供冷,
大量不规范改装的冷藏车的运营也给公众安全带来

了隐忧.此外,因冷链运输信息化水平低,装卸环

节机械化水平低,易造成食品升温腐败和人为污染.
三是销售环节的市场运营水平较低.水产批发

区低温、湿度大,病毒易存活.切割废弃物处置不

规范,污水直排等,是农产品批发市场生物安全防

控的薄弱环节.农产品批发市场因具有公共物品性

质,市场运营主体建设动力不足.市场硬件设施差、
布局不合理,入场检测手段弱、信息化系统推进难,
另外,市场还普遍存在管理粗放、环境脏乱差等现

象.加之批发商小而散的分布特点②,大量散货交易

在批发市场进行,加大了运营难度.
四是监管环节的有效性有待提升.中国食品安

全监管按环节由多部门分权共治,监管执行的综合

协调性仍有待提高.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难以落实

落细,存在市场监管走过场的现象.例如,批次质

量安全检测结果的应用以偏概全;对重大风险点缺

少关口前移的防控举措,在产品来源、中转路径、
安全检测等方面存在空白点;对切割三文鱼等初级

农产品的粗加工场地的细化要求欠缺;对入场从业

人员缺乏健康管理等.«进出口水产品检验检疫监督

管理办法»已施行近１０年,２０１８年虽做出修订,
但多限于管理部门名称与分工变化,实质性的修订

不多,且对出口的监管要求显著多于进口,与当前

中国水产品进口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

５　对保障中国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的几点

建议

　　保障水产品安全有效供给需要从保障有效供给

和保障质量安全两方面入手,坚持 “立足国内、适

度进口”,努力做到防控疫情和稳产保供两手抓[７].
一是促进水产养殖加工提质增效.持续推进渔

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转

变高密度、高投入、高风险的粗放生产方式.在养

殖品种结构上,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调减结构性

过剩品种,加大新品种的引进、试验和推广力度.
在养殖模式上,要推广高效设施渔业、池塘工业化

生态养殖、渔稻综合种养等现代化生态养殖模式.

同时,加大复合育种技术、饲料工艺技术、低残留

渔药技术、病害监测检验技术的研发推广力度,集

中力量解决制约水产品品质和产业健康发展的关键

技术瓶颈.支持水产加工业做大、做强,推动精深

加工发展,加大方便、调理水产食品的研发力度,
提高水产品加工综合利用水平,以加工业的转型升

级反推消费潜力释放.
二是提高流通效率确保菜篮子产品安全.一方

面,要严格规范冷链运输发展.基于 «食品冷链物

流追溯管理要求»«冷链物流分类与基本要求»等冷

链物流标准,出台强制性遵循规范;鼓励冷链运输

经营者加强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强化冷链物流

运输、装卸、储存等硬件设施建设;提高冷链物流

车辆范运营水平;加强智慧冷链、智能仓储、生鲜

供应链网络优化、冷藏保鲜技术等关键技术研发.
另一方面,要促进水产品批发市场提档升级.加强

对农批市场的标准化、绿色化、信息化升级改造,
加强农批市场流通设施建设,全面提升信息处理能

力、污水垃圾处理能力、检验检测能力和疫病防控

能力.着重培育一批新型批发商,做大做强批发市

场主体,减少零散交易.进一步优化布局,再造供

应链条,形成产地、中心城市等区域批发与专业批

发有机结合,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合理分工的新型

农产品市场体系.
三是加强全流程质量安全监管.严把市场准入

和检测关口.明确市场运营主体责任,加强部门监

管联动,提高监管效率.严格市场准入查验措施,
入场产品 “一品一码” “一批一检”;从严核验供货

商经营资格;落实农产品检验检测制度、进货检查

验收制度和质量追溯制度.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能力,对重点市场和经营进口水产品场所的产品

包装、外环境和从业人员进行必要的新冠病毒核酸

检测,及时公布结果,回应社会关切.重视全流程、
无缝监管.加强禁用药物的宣传教育,完善监管主

体名录,健全鱼类病害防控体系,加强农业投入品

的管理,强化兽药经营环节监管,规范水产品抽样

规程,加大执法查处力度,健全基层检测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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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２０１８年中国公路营运载货汽车拥有量１３５５８２
万辆,国家统计局.

中国海鲜行业内企业约九成为个体户.



加强水产品生产环节的质量安全执法监管工作,加

强风险研判,做好应急管理和处置,确保 “舌尖上

的安全”.
四是强化安全评估和过程监管.实施进口国国

家安全管理体系评估制度,建立基于风险分析的分

级查验制度,根据进口国安全风险等级确定查验方

式和比例.对进口水产品企业加强注册管理,对境

外生产企业质量安全自控体系进行检查评估,实施

远端防控措施,对产品生产、运输全过程提出防疫

和消毒要求.严格进口监管,对进口商实施回顾性

检查和不良记录制度.提高境外出口商和境内进口

商备案准入门槛,要求其有完善的质量安全控制措

施、产品溯源制度和召回制度等.统筹疫情防控和

外交大局.在严防疫情通过进口食品渠道传入的同

时,保持与进口来源国密切沟通,以持续、正面的

应对姿态,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贸易伙伴的理

解和支持.探索建立与主要进口来源国的联防联控

机制,深化同周边国家、贸易伙伴的利益交融,维

护全球水产品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近期,海关

总署修订形成了 «进出口食品安全管理办法 (征求

意见稿)»,明确了对境外国家评估和审查的条件、

内容、方式和要求,应尽快加以落实,切实加强对

进口食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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