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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Brief 

动荡局势下的中国粮食安全分析及应对： 
保持冷静， 继续维护贸易畅通 
 
国际农产品贸易对于维护全球粮食安全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 
国际贸易使全球的消费者得以获取多样性的食物（Krivonos 和
Kuhn， 2019）， 另一方面， 贸易也可以通过食品分配机制， 充分利
用各地区气候与资源禀赋的区域差异， 来确保不同地区的人们能
够获得基本的食品保障， 维护全球食品安全（Glauben 等， 2022）。  
过度强调食品本地化， 并不可取。 虽然本地生产和短食品供应链在
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运输成本， 但综合碳排放并不一定降低， 且对
于维护全球和区域的粮食系统的韧性尚存争议（Stein 和 Santini， 
2022）。 当前由于持续的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日益增长的全球粮
食需求和不断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 国际农产品贸易正面临供应
链中断和国际市场价格不断上涨等挑战。 这些挑战均威胁到本已严
峻的粮食安全形势， 尤其是对于那些严重依赖进口的低收入地区。  
中美贸易战和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更是雪上加霜， 进一步扰乱
了全球粮食市场。 在此动荡时期，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消费国
和进口国， 中国的贸易战略和行为必然影响着国际市场， 对世界各
地的消费者， 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国家(Global South)， 可能会
产生连锁反应。 本政策简报旨在分析中国当前的市场行为， 以及可
能采取的中短期行动及其影响。 我们主张中国及相关国家都应采取
稳健和冷静的行动应对短期冲击， 应避免过度流动限制和增加贸易
壁垒以及过度囤积行为， 共同维护正常的国际食品贸易， 以应对人
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带来的长期的、严峻的全球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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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面临的困境也是世界面临的困境：   
不断增长的食品需求和有限及面临枯竭的自然资源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  2021年，  中国农
产品进口额达到2198亿美元，  是其出口额的2.6倍。  这
些数字反映了一个严峻的事实：  随着中国人口和人均 
GDP 的不断增长， 其国内对优质食品的需求也在增长。 
特别是对肉类和乳制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与传统饮食中
以谷物和蔬菜为主的膳食结构相比， 这些肉蛋类食品
需要更多的土地和水资源（Burggraf等， 2015； Ren等， 
2021）。 与此同时， 中国用以支持农业生产的自然资源
却捉襟见肘， 且面临严重的土地退化和环境污染等挑

战。 2018 年数据显示， 中国将需要300万至1200万公
顷土地来支撑消费者营养结构转型（Zhao等， 2021）， 
这显然无法靠其国内的自力更生来解决， 中国已经在
维持现有的耕地面积方面上面临巨大挑战了。 

几十年来， 中国的农业政策一直专注于通过农业集
约化来提高生产力。 1961 年至 2020 年， 中国大米产
量翻了两番， 而小麦产量则增加了近十倍。 这些产量
增长的背后是化肥、杀虫剂和灌溉用水的大量使用， 这
种以牺牲优质耕地和水资源为代价的生产方式无异于
杀鸡取卵， 不利于中国农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中国
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对动物蛋白产品需求的增长和有
限的自然资源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将无法实现食品的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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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自给自足。 研究显示， 2020年至 2050 年间， 中国将
需要 300 万至 1200 万公顷土地来支撑消费者营养结构
转型（Zhao 等， 2021）， 这显然无法靠其国内的自力更
生来解决， 中国已经在维持现有的耕地面积方面上面
临巨大挑战了

面临资源困境和世界动荡， 中国政府更加关注和强
调国内的粮食安全。 6月11日， 中国农业农村部（以下
简称农业部）启动了一项多管齐下的农村投资计划， 敦
促地方官员稳定粮食生产， 并扩大大豆和油菜籽等油
料作物的播种（农业部， 2022b）。 4月， 农业部为确保
战略农产品， 如小麦， 植物油， 玉米和大豆等的有效供
给， 发布重点产业发展清单， 鼓励相应的农业投资， 包
括“粮食安全产业带”、大豆油料生产基地、“智能”粮库、
规模化畜牧业等（农业部， 2022c）。 

小麦、食用油和肉类：   
短期内可能保持稳定， 但面临价格上涨压力

小麦和大米是中国最重要的主食作物。 尽管中国的小
麦基本实现自给自足， 自给率为94.3%， 但年均仍需要
进口 950 万吨左右（USDA， 2022）。 中国小麦贸易伙伴
较为广泛多元， 主要包括欧盟、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和
乌克兰等（图 1， 注： 本简报中所有中国数据仅包括中
国大陆地区）。 尽管从国际市场到中国市场的价格传导
系数通常非常小， 但今年三月份全球局势的不确定性

和俄乌冲突还是导致中国国内小麦价格一度飙升（例如
Arnade等， 2017）。 

总的来说， 中国对价格和供应冲击有充分准备： 首
先中国小麦库存量巨大， 据美国农业部估计， 2021年， 
中国的小麦库存约为1.42亿吨。 这意味着， 虽然中国拥
有世界20%的人口， 但却持有世界小麦总库存的50%以
上， 约为世界小麦年均产量的五分之一。 此外， 中国正
在努力实现进口的进一步多元化。 例如， 2月2日中国取
消了对俄罗斯小麦和大麦的进口限制， 为增加与俄罗斯
的粮食贸易铺平了道路。 

国内小麦生产也基本保持稳定。 中国官方对今年全
国小麦产量的预计在短短两个月内从可能的“史上最差
收成”变为“大丰收”。 6月， 美国农业部预计中国小麦收
获为1.35亿吨， 大约保持前两年的水平（USDA， 2022
）。 尽管如此， 中国政府还是制定了强有力的各种措施
以减少收成损失。 例如， 5月份， 农业部紧急叫停和命
令禁止农民收割未成熟的小麦用做青贮饲料的获利行
为。 另外， 为缓解新冠清零策略对劳动力和机械流动
的影响， 组织紧急作物收割队取代季节性劳动力， 并
通过“绿色通道”加快高速公路检查和涉及农业设备运
输的 Covid-19筛查检测。 最后， 中国政府于2022年4
月停止销售国储小麦， 并于6月进一步提振国家采购。 

在世界局势动荡下， 中国政府可能进一步扩大其小
麦战略储备， 这一行动令人关注， 特别是考虑到其良好
的收成前景。 目前无法确定这一行为是出于未雨绸缪， 
规避风险所为， 还是出于确保自给自足的政治目标所

图 1： 小麦贸易流向  
数据来源： FAOSTA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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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葵花籽油贸易流向  
数据来源： FAOSTA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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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无论如何， 中国小麦的生产， 消费和储备都有可能
影响国际市场的价格。 国际小麦的市场价格在一定程
度上取决于中国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是否会保持稳定， 
中国粮食种植结构是否保持稳定， 例如有限的土地是
否会用来优先种植当前更具战略价值的作物如油菜籽
和饲料作物。 

葵花籽油与其他植物油一样， 在中国被大量用于日
常烹饪。 虽然葵花籽油在中国植物油消费总量中所占
比例不到 10%， 但其价格提升也将势必影响菜籽油等
其他植物油的供应和价格。 中国依赖少数贸易伙伴国， 
主要是美国和乌克兰， 来进口葵花籽油（图 2）。 随着 2 
月份战争爆发， 葵花籽油价格飙升， 中国消费者跟全球
消费者一样， 开始囤积食用油。 尽管如此， 由于目前世
界市场价格较高， 中国已将本销售年度植物油进口量
预测下调 13%，  至 743 万吨。 为缓解国内市场的压力， 
中国从二月份起释放国家储备油来代替进口。 中国可
能会在国际市场油价稳定之后， 伺机补充其食用油战
略储备。 

今年春天， 中国制定政策旨在扩大国内油籽生产区域
（路透社， 2022）。 中国农业农村部预计本年度油菜籽

将迎来大丰收。 截至 2022 年 6 月， 油菜籽的收获工作
已完成90%。 然而， 油菜籽的丰收并不能完全弥补从乌
克兰进口减少的缺口。 此外， 中国的新冠病毒清零策略
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市场压力， 因为严格的封控措
施可能会减少堂食和在外就餐， 而餐馆， 食堂和街边食
品行业是食用油的消费大户。 总的来讲， 中国不太可能
大幅增加植物油产量。 有限的自然资源意味着， 用来制
作植物油的油籽的生产会与另一种战略产品——动物饲
料作物（如玉米）的生产展开直接竞争。

保障猪肉供应：  
肉类消费的增加将使玉米和大豆的价格居高不下

中国消费了全球近一半的猪肉， 对动物饲料的巨量需
求已被证明是中国实现完全自给自足目标的致命弱点。 
2018 年非洲猪瘟蔓延到中国时， 预计有 4346 万头生
猪因病死亡或被扑杀（You等， 2021）。 这直接造成全国
猪肉价格飙升， 再加上中国严格禁止从爆发猪瘟的国
家进口猪肉， 更是助推了这一趋势。 非洲猪瘟也刺激并
改变了中国生猪业的发展。 疫情之后， 生猪生产急剧反
弹， 截至 2021 年底， 生猪出栏量从长期平均约 1800 
万头跃升至约 2800 万头（图 3）。 为了在节约土地资源
的条件下扩大生猪生产， 国家政策大力推广规模化养殖
场。 这又造成了对生猪饲料的需要增加， 规模化的养殖
不同于传统的的后院养殖方式可以依赖部分家庭厨余
垃圾， 其需要玉米和豆粕来提供能量和蛋白质。 因此， 
在经历了 2019 年年中至 2021 年初猪肉价格的高价时
期之后， 养猪业对动物饲料的需求激增。 

2020年， 中国进口大豆接近1亿吨， 占全球大豆贸易
总量的近60%。 这些进口大豆主要是用作动物饲料的转
基因大豆。  由于与美国的贸易战， 中国逐渐将巴西作为
其主要的大豆贸易伙伴（图 4）。 然而， 中国的大豆进口
结构依然高度集中。 阿根廷出口豆油量逐步增加， 但其
大豆出口仍需缴纳重税， 与中国的贸易量远不及美国
和巴西。  

中国从乌克兰进口的大豆仅占中国大豆进口总量的 
0.1%， 因此俄乌冲突在大豆贸易方面对中国来说无关
紧要。 然而， 当前的地缘政治动荡将对中国的采购战略
产生影响。 虽然中国可能会增加与南美洲的贸易， 但也
有人猜测中国可能会加强与世界第九大大豆生产国俄
罗斯的贸易关系。  然而， 气候条件限制了俄罗斯增加
产量的能力， 大豆生产很难大幅超出目前 430 万吨的

图 3： 中国生猪屠宰量和猪肉价格（规模以上养猪场） 
数据来源：中国农业农村部统计资料整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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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量。 此外， 俄罗斯正在努力扩大其牛肉和生猪产
业， 这意味着其国内市场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大豆来作
为饲料。 

相对而言， 当前的地缘危机对中国玉米贸易的影响
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 中国是玉米的主要生产国， 自给
率达到95.8%。 然而，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米净进
口国， 严重依赖美国和乌克兰（图 5）， 这两个国家分别
占其玉米进口总量的 55% 和 39%。 目前中国的玉米进
口仍存在巨大缺口， 中国最近与南美洲国家达成的玉米
交易创下纪录， 这被视为对俄乌冲突做出的应对措施。  
然而，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前， 中国的玉米采购量就已创
下历史新高。 

中国将不得不弥补与乌克兰交易损失的贸易量。 巴
西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可能会成为替代美国的合作
伙伴， 中国正在与巴西就玉米和大豆达成一项重大贸
易协议。 这是为了重新恢复两国因高植物检疫要求和
程序而受阻的 2014 年贸易协定。 

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玉米进口依赖程度增加的风
险。  因此， 中国一直致力于建立庞大的玉米储备， 现
估计为 2.1 亿吨， 占前一生产季度末全球玉米储备的
三分之二（68%）以上。 早在 2021 年， 中国农业部就鼓
励用大麦和高粱等其他谷物代替大豆和玉米作为动物
饲料（Gu和Patton， 2022）。 2021/2022 年度玉米种植
面积增加了约 5%， 但这是以牺牲其它作物为代价的， 
进一步扩大玉米种植面积似乎并不是中国食品安全长

期战略的一部分。 农业部预计 2022/2023 年度玉米种
植面积将下降 1.8%， 为增加大豆等作物产量腾出空间

（新浪，  2022）。 
就国际市场影响方面而言， 短期内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本年度中国国内的玉米产量。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作
物产量分析师无法前往某些产区， 产量目前仍然难以预
测。 美国农业部 6 月份预测中国玉米产量“正常”， 预期
达到 2.71 亿吨（USDA， 2022）， 但当时一些地区的关
键生长期尚未到来， 数据还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综合而言， 生猪生产反弹之后， 玉米大豆需求未来
可能趋缓或保持稳定， 如图 3 所示， 生猪生产的过剩
已经导致猪肉价格在2021年春季暴跌， 到2022年3月， 
生猪价格已跌至最低值， 低于许多农民的收支平衡点 

（图 3）。 此外， 中国政府发布的五年计划中， 并未表明
其将进一步扩容生猪行业（农业农村部， 2022a）。 因此
可以预期， 中国不会像过去两年那样出现短期需求进一
步激增的情况。 然而， 对猪肉的需求会由于人口和收入
的增长而继续稳步上升。 虽然效率较低的养殖场可能
会被迫退出市场， 但国内对猪肉的总体需求远未饱和。 
对出现非洲猪瘟的国家的猪肉进口禁令意味着中国将
继续维持和依赖其庞大的国内生猪产业。 中国国内产
业结构将会发生变化， 但国际市场对玉米和大豆的需
求不会改变。 

图 4： 大豆贸易流向  
数据来源： FAOSTAT 2022

图 5： 玉米贸易流向  
数据来源： FAOSTAT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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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消费伴随着巨大的责任：  
中国影响着国际农产品市场短期和长期走向

从积极方面来看， 在非洲猪瘟、Covid-19 疫情以及最近
的俄乌冲突等一系列事件冲击下， 没有迹象表明中国将
会因此而对战略农产品的需求激增。 这些冲击的直接影
响已经被吸收并反映在价格中。 中国的国家粮食战略储
备很高， 从乌克兰的进口产品可以并且正在被其他贸易
伙伴所替代， 且中国国内粮食生产基本稳定。 最后， 猪
肉价格下降或趋稳， 生猪生产养殖也随之趋稳， 对饲料
作物需求稳中增长。 

然而， 从长远来看， 许多宏观趋势， 如气候变化、人
口增长和以动物蛋白消费量增加为特点的消费结构转
型， 将持续下去。 伴随着经济增长， 中国相当一部分人
口最近才达到较高的收入水平， 并渴望改善他们的饮食
结构。 因此， 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对粮食的需求将继续稳
步增长。 面对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等挑战， 中国能否
继续提高生产率， 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 尚未可知。 

理智和精心规划的粮食安全政策确保全球粮 
食市场的韧性

应对这些全球性挑战不可能由一个国家就能解决， 这
需要全球各国共同携手努力， 决策者需要在动荡局势
下做出合理而理智的决定。 最近的粮食需求变化和价
格波动也反映了各种短期应对政策叠加后的结果。 首
先， 面对人类和动物流行病， 如何平衡健康安全和政策
经济活动对于决策者来说还是一个挑战。 新冠疫情下的
严格隔离政策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人员和物资的正常
流动， 对于食品生产， 流通和消费， 乃至国际贸易都造
成了极大的影响， 这并不利于全球及区域的食品安全。 
非洲猪瘟以及相应的猪肉进口禁令等客观上激发了中
国生猪产业快速反弹和转型， 但这种急剧变化也可能
会造成过度扩张， 并导致玉米和大豆等饲料作物的价
格飙升， 对农产品市场造成冲击， 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
应， 比如在国内种植结构上的变化和国际贸易结构的变
化和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 

其次，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增加和确保粮食储备
是负责任的做法， 但我们也要警惕过度囤积粮食， 尤其
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大量粮食， 这必然会导致农产品短
缺， 进一步推升粮食价格， 威胁全球食品安全， 尤其是
在低收入国家。 在危机时期过度囤积是不负责任， 也是
低效的， 囤积成本巨大， 储存损失也相当客观。 

新的价格水平仍将持续， 但贸易关系将发生变化

我们可以期待农产品市场的逐步回稳， 特别是小麦。 从
中期来看， 持续的地缘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中国贸易伙
伴进一步多元化， 尤其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目前在乌
克兰缺席国际市场的情况下， 美国仍然是中国玉米和大
豆的主要贸易伙伴。 今后中国可能会加强与巴西、俄罗
斯和其他南美洲国家的贸易关系。 

气候变化、营养结构转型和资源限制是宏观趋势的
驱动力， 这决定了国际农作物市场价格在短期内难以
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人类正在不断创新， 以期在有限
的资源条件下， 不断提高粮食的产量。 例如在中国， 人
们对在海南新成立的种子培育中心寄予厚望。 然而， 我
们还不能期待短期内奇迹的发生。 中国境内土地和水
资源的配置很大程度上还是一场零和博弈， 甚至可能
导致不必要的损失， 例如中国大型调水工程中的蒸发
损失。 此外， 海外土地交易也不是灵丹妙药， 因为过去
的经验表明， 中国投资者也面临着当地政治和社会经
济不确定性的挑战。 

在一个动荡和高度不确定的世界里，  
更需要风险共担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 中国不能也无意退出世界粮
食市场。 中国面临着同样的全球挑战： 粮食需求日益增
长， 而资源有限且愈加紧张。 此外， 氮肥等矿物肥料的
短缺和价格飙升限制了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潜力。 与
此同时， 气候变化正在加剧农户生产的不确定性。 人
类和动物疾病传播的速度更快， 增加了生产和基础设
施破坏的风险。 最后，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再次升级， 导
致各种供应链和贸易的中断。 最终， 任何国家， 包括中
国， 都无法独自应对全球性挑战。 主要作物的自给自足
可以是目标， 但不能以牺牲环境和枯竭资源来实现。 为
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巨大挑战， 中国必须参与国际市场， 
分担各种生产、价格和物流风险。 面对当前的危机， 只
有正常运转的国际贸易市场才能确保如此庞大人口所
需的粮食。 

日益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不仅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
巨大挑战， 而且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生活和基本饮
食造成极大威胁。 地缘冲突和意识形态分裂可能会导
致现有贸易结构的去全球化和全球市场的碎片化。 其
结果是， 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安全网效用将被大大削弱， 
因而可能进一步威胁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 
并导致世界各地的经济困难。 因此， 我们呼吁在世界动
荡时期， 世界各国决策者和民众都应积极维护一个开
放的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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