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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谷物贸易演进趋势及其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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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以来，我国农业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国内国际市
D
场的联系日趋紧密，粮食供需的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特别是当前，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约束加大、成本持续攀
升等压力越来越大，粮食安全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形势与挑战。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
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谷物
是粮食的构成主体，近年来我国谷物贸易规模持续增长。在此
背景下，本研究将谷物界定为小麦、黑麦、大麦、燕麦、玉米、
稻米、高粱和荞麦、谷子等，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数据，分析了 1995-2016 年我国谷物贸易演进趋势，利用国际
市场占有率、贸易竞争力指数和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算了我
国谷物国际竞争力并与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美
国、欧盟（欧盟 28 国）和东盟（东盟 10 国）进行了比较，最
后提出促进我国谷物贸易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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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谷物贸易演进趋势
（一）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贸易近年均呈现持续净进口
从谷物看，进口量呈“W”型变化趋势，1995 年为 2027.01
万吨，2008 年最低且为 149.09 万吨，此后以增为主，2016 年
为 2192.18 万吨。出口量呈“M”型变化趋势，1995 年为 41.80
万吨，2003 年最高且为 2164.88 万吨，此后以降为主，2016 年
为 56.71 万吨。总贸易量呈“W”型变化趋势，1995 年为 2068.80
万吨，到 2016 年为 2248.89 万吨。2009 年起持续净进口且净
进口量以增为主，2016 年达 2135.47 万吨。
从主要谷物看，小麦进口量持续波动，2016 年为 368.86
万吨；出口量多低于 10 万吨；多为净进口。大麦进口量多高于
100 万吨，2015 年最高且为 1073.20 万吨；出口量多低于 1 万
吨；一直净进口。玉米进口量先减后增，2016 年达 316.66 万
吨；出口量先增后减，2016 年仅 0.39 万吨；2010 年起持续净
进口。稻米进口量先减后增，2016 年为 353.39 万吨；出口量
不断波动，2016 年为 48.45 万吨；2011 年起持续净进口。高粱
进口量 2013 年起大幅提高，2015 年高达 1069.88 万吨；出口
量多低于 5 万吨；2012 年起持续净进口。
（二）我国谷物进出口产品结构均呈现阶段性变化
从进口产品结构看，1995-1996 年以小麦为主，数量占比
超过 55%；1997-2005 年和 2009 年以小麦和大麦为主，合计占
比超过 80%；2006-2008 年以大麦和稻米为主，合计占比超过
80%；2010-2013 年以小麦、大麦和玉米为主，合计占比超过 75%；
2014-2016 年以大麦、玉米和高粱为主，合计占比超过 65%。可
见，我国主要进口谷物逐渐由小麦等口粮转变为大麦等饲料粮。
从出口产品结构看，1995-1996 年以玉米、稻米和高粱为
主，数量合计占比超过 60%；1997-2005 年和 2008-2012 年以玉
米和稻米为主，合计占比超过 70%；2006-2007 年以小麦、玉米
和稻米为主，合计占比超过 80%；2013-2016 年以稻米为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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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超过 70%。可见，稻米一直是我国主要出口谷物。
（三）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进出口市场集中度近年都很高
从进口市场结构看，对于谷物，近年集中于美国、澳大利
亚、乌克兰、越南、加拿大、泰国、巴基斯坦和法国；1995-2016
年对前八大来源市场进口量合计占比超过 95%，进口市场集中
度很高。对于主要谷物，近年来，小麦集中于澳大利亚、美国、
加拿大和哈萨克斯坦，合计占比超过 95%；大麦集中于澳大利
亚、加拿大、法国、乌克兰和阿根廷，合计占比超过 99%；玉
米集中于乌克兰、美国、老挝、缅甸和俄罗斯，合计占比超过
95%；稻米集中于越南、泰国、巴基斯坦、柬埔寨和老挝，合计
占比超过 95%；高粱集中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合计占比超过 99%。
从出口市场结构看，对于谷物，近年集中于韩国、朝鲜、
日本、中国香港和蒙古；1995-2015 年对前五大出口市场出口
量合计占比超过 85%,2016 年降为 67%，
出口市场集中度也很高。
对于主要谷物，近年来，小麦集中于美国、孟加拉国和埃塞俄
比亚，合计占比超过 99%；大麦集中于美国和韩国，合计占比
超过 90%；玉米集中于朝鲜、老挝和越南，合计占比超过 85%；
稻米集中于韩国、朝鲜、日本和中国香港，合计占比超过 80%。
二、我国谷物贸易竞争力国际比较
（一）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总体国际竞争力近年都很弱
对于谷物，我国的国际市场占有率（WMS）值先增后减，2012
年起小于 0.50%，总体国际竞争力很弱。美国、欧盟、澳大利
亚和加拿大的 WMS 值之和大于 50%，总体国际竞争力均很强或
较强，其中美国和欧盟多大于 20%，是最主要出口市场；阿根
廷和东盟的 WMS 值多大于 6%，总体国际竞争力较强且为重要出
口市场；巴西的 WMS 值稳步提高，总体国际竞争力持续提升，
近年是重要出口市场。
对于小麦，我国的 WMS 值 2008 年起小于 0.10%，总体国际
竞争力很弱。美国和欧盟的 WMS 值多大于 20%，总体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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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很强且为最主要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 WMS 值多
在 10%和 20%之间，阿根廷多在 5%和 9%之间，总体国际竞争力
都较强且为重要出口市场；巴西和东盟的 WMS 值均小于 1.50%，
总体国际竞争力都较弱。
对于大麦，我国的 WMS 值近年小于 0.10%，总体国际竞争
力很弱。欧盟的 WMS 值高于 40%，总体国际竞争力很强，是最
大出口市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 WMS 值均较高，总体国际竞
争力都较强且为重要出口市场；美国的 WMS 值以降为主，总体
国际竞争力很弱；阿根廷的 WMS 值以增为主，总体国际竞争力
不断增强，是重要出口市场；巴西和东盟的 WMS 值近年小于
0.10%，总体国际竞争力都很弱。
对于玉米，我国的 WMS 值先增后减，2003 年最高且为
15.99%，2008 年起小于 0.50%，总体国际竞争力已很弱。美国
的 WMS 值多大于 30%，总体国际竞争力很强，是最大出口市场；
阿根廷和欧盟的 WMS 值分别在 10%和 18%左右，巴西以增为主且
2012 年起大于 11%，总体国际竞争力都较强且为重要出口市场；
澳大利亚的 WMS 值小于 0.10%，加拿大和东盟均在 0.90%左右，
总体国际竞争力都很弱。
对于稻米，我国的 WMS 值曾达 10%左右，但 2000 年起以降
为主，2011 年起小于 2%，总体国际竞争力已较弱。东盟的 WMS
值多大于 35%，总体国际竞争力很强，是最大出口市场；美国
和欧盟的 WMS 值早年曾大于 10%，近年降至 8%左右，总体国际
竞争力都较强且为主要出口市场；阿根廷、澳大利亚和巴西的
WMS 值近年多在 1%和 2%之间，总体国际竞争力都较弱。
近年来，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出口规模均以降为主，导致
其 WMS 值也显著下降且已处在很低水平，总体国际竞争力都很
弱；而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美国、欧盟和东盟
谷物及主要谷物出口规模多平稳扩大，因而其 WMS 值多很高或
较高，总体国际竞争力多很强或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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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贸易竞争劣势近年都很强
对于谷物，我国的贸易竞争力指数（TC）值先增后减，2008
年起均小于 0 且趋近-1，竞争劣势很强且净进口相对规模持续
增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 TC 值多大于 0.95，美国和加拿大
多大于 0.75，竞争优势都很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很大；巴西、
东盟和欧盟的 TC 值近年多大于 0，以净出口为主，均有一定竞
争优势。
对于小麦，我国的 TC 值很接近-1，竞争劣势很强且净进口
相对规模很大。阿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TC 值均很
接近 1，竞争优势都很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很大；欧盟的 TC 值
多大于 0，以净出口为主，有一定竞争优势；巴西的 TC 值在-0.8
左右，东盟的 TC 值很接近-1，竞争劣势都很强且净进口相对规
模很大。
对于大麦，我国的 TC 值很接近-1，竞争劣势很强且净进口
相对规模很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 TC 值均很接近 1，阿根廷
近年也很接近 1，竞争优势都很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很大；美
国的 TC 值 2008 年起小于 0 且净进口相对规模较大；欧盟的 TC
值大于 0，有一定竞争优势；巴西和东盟的 TC 值均很接近-1，
竞争劣势都很强且净进口相对规模很大。
对于玉米，
我国的 TC 值在 1997-2009 年曾很接近 1，但 2010
年起很接近-1，竞争劣势很强且净进口相对规模很大。阿根廷
和美国的 TC 值均很接近 1，澳大利亚和巴西多大于 0.7，竞争
优势都很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很大；加拿大和欧盟的 TC 值多小
于 0，均处于竞争劣势；东盟的 TC 值多在-0.8 和-0.9 之间，
竞争劣势很强且净进口相对规模很大。
对于稻米，我国的 TC 值 2012 年前多大于 0，但 2012 年起
降至-0.6 左右，已处于竞争劣势且净进口相对规模较大。阿根
廷的 TC 值大于 0.9，竞争优势很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很大；美
国和东盟的 TC 值多大于 0.5，竞争优势较强且净出口相对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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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澳大利亚和巴西的 TC 值近年多大于 0，以净出口为主，
有一定竞争优势；加拿大的 TC 值很接近-1，竞争劣势很强且净
进口相对规模很大；欧盟的 TC 值略小于 0，处于竞争劣势。
近年来，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贸易都呈现“出口以降为主、
进口以增为主”
，导致其 TC 值均已小于 0 且趋近-1，都处于竞
争劣势且净进口相对规模很大或较大；而阿根廷、澳大利亚、
巴西、加拿大、美国、欧盟和东盟谷物及主要谷物出口规模多
明显高于进口规模，因而其 TC 值多大于 0 且趋近 1，多有不同
程度的贸易竞争优势且净出口相对规模多很大或较大。
（三）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近年都无出口竞争优势
对于谷物，我国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值 1997-2005
年曾高于 0.8，但 2006 年起以降为主，已无出口竞争优势。阿
根廷、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的 RCA 值均大于 1.5，出口竞
争优势都很强或较强；东盟和巴西的 RCA 值近年多大于 0.8，
有一定出口竞争优势；欧盟的 RCA 值多在 0.6 左右，无出口竞
争优势。
对于小麦，我国的 RCA 值小于 0.6，无出口竞争优势。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的 RCA 值多大于 3，阿根廷和美国多大于 1.5，
出口竞争优势都很强或较强；欧盟的 RCA 值近年在 0.8 左右，
有一定出口竞争优势；巴西和东盟的 RCA 值均小于 0.3，无出
口竞争优势。
对于大麦，我国的 RCA 值小于 0.2，无出口竞争优势。澳
大利亚、加拿大和欧盟的 RCA 值均较高，出口竞争优势都很强
或较强；阿根廷的 RCA 值近年大于 2.5，出口竞争优势很强；
美国的 RCA 值小于 0.6，巴西和东盟都小于 0.1，无出口竞争优
势。
对于玉米，我国的 RCA 值 1997-2005 年曾大于 2，但 2006
年起以降为主，2008 年起小于 0.1，无出口竞争优势。阿根廷
和美国的 RCA 值多大于 4，出口竞争优势均很强；巴西的 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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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2012 年起大于 2，出口竞争优势较强；澳大利亚和东盟的 RCA
值均小于 0.2，加拿大和欧盟均小于 0.5，都无出口竞争优势。
对于稻米，我国的 RCA 值 1997-2007 年多大于 0.8，但 2008
年起以降为主，2012 年起小于 0.5，无出口竞争优势。东盟的
RCA 值多大于 4，出口竞争优势很强；美国的 RCA 值大于 0.8，
有一定出口竞争优势；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 RCA 值曾大于 0.8，
但近年均小于 0.8，无出口竞争优势；巴西和欧盟的 RCA 值小
于 0.5，加拿大小于 0.1，均无出口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谷物及主要谷物贸易都为净进口且净进口规
模以增为主，导致其 RCA 值也明显下降且已很小，均无出口竞
争优势；而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美国、欧盟和
东盟谷物及主要谷物贸易多为净出口且净出口规模多很大或较
大，因而 RCA 值多明显高于 0.8，出口竞争优势多很强或较强。
三、促进我国谷物贸易平稳发展的政策建议
综上可知，我国谷物贸易 2009 年起持续净进口且净进口规
模以增为主，主要谷物贸易近年也均持续大幅净进口，且进口
谷物近年以大麦、高粱和玉米等饲料粮为主；谷物 2006 年前曾
有国际竞争力，但此后已无国际竞争力；小麦和大麦一直无国
际竞争力，玉米和稻米曾有国际竞争力，但近年也无国际竞争
力。究其原因，既有长期以来农业平均经营规模偏小、科技进
步贡献率较低导致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综合生产能力不强，
也有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环境保护、质量安全成本的显性化
和不断提高引起的农业生产成本快速攀升，更有近年来人口总
量增加、居民膳食结构升级和工业用量与饲料粮需求增长引起
的粮食总需求持续刚性增长，还有谷物国际价格近年持续低迷
引发的国内价格全面高于国际价格。为了促进我国谷物贸易平
稳发展，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实施，提出以下建议：
（一）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夯实现代农业基础，提高农业质
7

量效益和竞争力，持续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立足国内保障
谷物基本自给和口粮绝对安全。用好“绿箱”支持政策，加快
推进集中连片、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生态友好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将农田水利作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心，健全适应现
代农业发展要求的农业科技创新推广体系。用足“黄箱”支持
政策，完善农业支持保护补贴、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政策，
通过增加总量和优化结构强化粮食的生产性支持。
（二）加快推进农业“走出去”
完善农业“走出去”战略布局，加快形成农业对外贸易与
国内农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政策体系，持续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国
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粮食安全的能力。推进农业“走出
去”与谷物进口市场多元化相结合，在不断提升“走出去”对
象国粮食生产能力的同时，逐步建立多元化稳定可靠的谷物进
口渠道，分散谷物进口风险。支持国内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跨
国经营，加强农产品加工、储运、贸易等环节合作，培育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粮商和农业企业集团。
（三）强化产业损害监测预警
加强对国际谷物市场形势和我国谷物生产及贸易的跟踪监
测和前景研判与预警，重点监测国内外谷物生产成本差距等指
标，综合考虑谷物配额外关税税率、国内成本价、最低收购价
等情况确定预警阈值，并制定应对预案。当国内谷物产业受到
损害或损害威胁时，及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贸
易救济措施，通过征收额外关税确保进口价格不低于国内成本
价，保障国内谷物产业具有合理的收益空间和健康的发展基础。
（欢迎引用、摘编、全文刊载，请注明出处，尊重著作者知识产权。）
责任编辑：毛世平 黄丽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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