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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月度数据， 利用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和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分品种从不同政策背景、 不同贸易强度以及不

同价格波动情况等多视角分析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传递效

应。 结果显示：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在不同品种之间存在

差异， 且具有明显的时变性；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实施会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

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但不同农产品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 贸易规模越大， 国际

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越强；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

的传递存在非对称性， 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更灵敏； 从国内

外农产品市场关联性上看， 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贸易量越大， 国内与国际农

产品价格的关联性越高， 而农产品政策的实施会对部分农产品国内与国际价格波动

的关联性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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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自 ２００１ 年我国加入 ＷＴＯ 以来， 随着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减免， 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规模日益增大。 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 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２７９ ４ 亿美元增长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２０１３ ９ 亿美元， 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１３ １４％， 成为世界主要农产品贸易国之一。 随着农产品贸易规模的扩大， 国内外

农产品市场的联系也日益紧密， 国际农产品价格剧烈波动的同时， 国内农产品价格

也在不断波动， 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随着国内外农产品市场的关联性逐渐加强， 国际因素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也不断加深 （顾国达和方晨靓， ２０１０） ［１］。 已有研究表明，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

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不仅会冲击国内相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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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市场秩序， 还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陈爱雪， ２０１６） ［２］。 尽管我国农产

品产量连续增长， 并且在不同时期， 我国政府实施了不同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 但在农产品市场的

开放程度进一步扩大、 国内外农产品市场日益交融的背景下，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

内农产品价格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王孝松和谢申祥， ２０１２［３］； 柯善淦和卢新

海， ２０１７［４］）， 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缓和。 尤其是随着我国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改

革， 农产品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 农产品市场价格逐渐回归市场， 国内外农产品价

格传递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受到学界和政界的关注。
那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会如何

变化？ 不同农产品之间存在何种差异？ 另外， 由于我国在不同时期对农产品实施了

不同的价格支持政策， 且不同时期农产品贸易强度及价格波动情况存在差异， 在这

种背景下，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时期

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与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关联性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对这些问

题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和理解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传递以及国内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改

革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所以， 本文旨在通过实证方法多视角探究国

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传递效应及动态关联性， 以期对上述问题做

出较好的回答。

一、 文献综述

本文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和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的实证

研究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梳理。 首先， 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研

究方面。 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传导机制可以从市场整合、 异地套利、 替代效应

等角度进行理解 （柯善淦等， ２０１７） ［４］。 市场整合是指如果两个市场 （完全竞争的

市场结构） 之间完全整合， 则两个市场上农产品价格的差额应该固定等于两个市

场之间的运输成本， 于是， 一个市场上的价格将完全传导至另一个市场 （周章跃

和万广华， １９９９） ［５］。 而如果两个市场上的价格不存在联动效应， 则这两个市场之

间不存在整合关系 （王孝松和谢申祥， ２０１２［３］； 肖小勇等， ２０１４［６］； 黄守坤，
２０１５［７］）。 其次， 学者们普遍认为， 引致同一种农产品不同市场价格之间产生联动

效应的主要原因是贸易因素 （丁守海， ２００９） ［８］， 其内置机制是异地套利， 即当国

际市场上某一种农产品价格上涨或下跌时， 通过进口渠道， 国际农产品价格将会带

动国内市场上该种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下跌。 除此之外， 还可以通过期货渠道传

递， 当国际农产品价格发生波动时， 价格信息会快速在国际期货市场上进行传递，
进而对国内农产品期货价格产生影响， 然后再传导至国内农产品现货价格。 最后，
不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效应也可能通过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替代效应来实现

（丁守海， ２００９）， 包括消费环节的替代和种植环节的替代， 两者都会引致不同农

产品间的价格传导。
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传导的实证研究方面。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相关系数法

被用于研究国际农产品价格传导效应， 相关系数越高， 市场关联性越大， １９６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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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勒首次运用相关系数法， 利用印度高粱的价格数据分析不同地区的市场价格整合

度。 之后学者主要借助协整检验分析两市场关系， 如 Ｅｎｇｌｅ－Ｇｒａｎｇｅｒ 两步法 （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Ｗｙｅｔｈ， １９９４） ［９］、 误差修正模型 （Ｄｅｒｃｏｎ， １９９５） ［１０］ 等， 研究方法不断

完善。 国内较多学者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罗锋和牛宝俊， ２００９） ［１１］、 误差修正模

型 （丁守海， ２００９； 王孝松和谢申祥， ２０１２）、 Ｊｏｈａｎｓｅｎ 协整分析 （高帆和龚芳，
２０１２） ［１２］等方法探讨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还有部分学

者运用非线性计量方法分析了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非对称关系 （彭佳颖等，
２０１６［１３］； 李玉双， ２０１７［１４］； 柯善淦和卢新海， ２０１７）。 除此之外， 由于不同市场

间价格传递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市场间价格引导关系， 即一阶矩上的均值溢出效

应； 二是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即二阶矩上的波动溢出效应。 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关

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如肖小勇等 （２０１４）、 李光泗等 （２０１５） ［１５］ 利

用 ＢＥＫＫ－ＧＡＲＣＨ 模型研究了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溢出效应。
综上可以看出， 关于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传导问题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但仍存在值得探究的地方， 即现有研究都不能很好地解释不同背景下国际农产

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传递效应。 具体来看， 一是现有研究没有很好地结

合一阶矩上价格引导和二阶矩价格波动溢出两方面分析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

品价格动态传递效应； 二是没有针对不同的农产品政策背景、 贸易强度和价格波动

情况， 深入考察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有何差异的问题， 而对

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农产品价格政策改革有着重要的

作用。
基于此，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国内和国际玉米、 大豆、 小麦、

棉花价格月度数据， 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ＴＶＰ－ＶＡＲ） 和动态条件相关

系数模型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分析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传递效

应。 具体而言， 一方面， 借助时变性和非线性的 ＴＶＰ－ＶＡＲ 分析不同时期国际农产

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均值影响； 另一方面， 利用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进一步

刻画不同时期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农产品市场二阶矩上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变化

情况， 以此分析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关联性。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说

（一）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均值传递效应

由于市场整合、 异地套利和替代效应的存在， 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存在一定的联

动效应 （柯善淦等， ２０１７）。 但我国农产品市场化进程及其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关

系均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高帆和龚芳， ２０１２） ［１２］， 不同农产品因其所受政

策影响、 自身特征及外贸依存度的不同引致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

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而且由于不同时期所受外部环境影响不同， 国际农产品价

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也不同。
首先， 不同农产品政策实施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开放度的提升， 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冲击不断加大， 为保护国内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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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利益， 保障农业的稳定发展， 政府对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 补贴和收储

方面的政策进行了适度调整 （陈锡文， ２０１５） ［１６］。 由于我国对不同农产品在不同时

期实施了不同的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 而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我国农产品市场 （胡冰川， ２０１５） ［１７］。 现阶段， 中国实施的农产品价格政策主要

有最低收购价政策、 临时收储政策和目标价格政策等。 这三种政策对农产品市场价

格都有一定的托底和补贴性质， 在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农产品市场价格的形成与传

递， 但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途径和影响力度各自不同。
其次， 不同贸易强度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本文主要

研究的是 “空间价格传递”， 即穿越司法管辖边界时的传递， 从农产品价格传递

途径上看， 国际农产品价格可以通过贸易和期货两个途径向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

（彭佳颖等， ２０１６）。 已有文献表明， 农产品国际贸易主要用于生产资料或消费

品的买卖， 故国际农产品价格主要通过贸易途径传导到国内， 即进口和出口两方

面 （丁守海， ２００９； 李光泗等， ２０１５）。 进口贸易途径主要指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通过进口行为传导至国内农产品市场， 引导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 出口贸易途

径主要指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通过出口行为传导至国际农产品市场， 引导国际农

产品价格波动， 所以农产品贸易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

的大小， 不同贸易强度下农产品价格传递存在差异， 贸易规模越大价格传递效应

越强。
最后， 非对称视角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因为转移成

本、 市场势力、 信息传递、 汇率与政策等因素在国内外农产品价格传递过程中的作

用，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存在非对称性， 而不同农产品在

生产、 销售和贸易地位的差异， 造成了不同农产品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非对称性

传递也存在差异。 不同时期、 不同农产品在价格非对称传导效应上表现出的方向非

对称、 速度非对称和幅度非对称并不完全一致 （董晓霞， ２０１５） ［１８］。 现阶段关于国

际和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的研究， 主要侧重于分析国际农产品上涨和下跌对国内农

产品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性， 研究发现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

程度与传递速度均大于国际农产品价格下跌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程度与传递速

度， 即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更灵敏 （彭佳颖等， ２０１６； 李

玉双， ２０１７； 柯善淦和卢新海， ２０１７）。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１： 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之间存在联动效应②， 且不同时期具有明显的时

变性。
Ｈ２： 农产品价格政策的实施会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

效应， 但不同农产品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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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价格支持政策就是通过价格政策、 市场干预等措施向农民和农产品提供补贴支持， 补贴成本由政府财

政 （即纳税人交的税） 和农产品消费者共同负担。
本文农产品价格联动效应指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

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不在本文分析范围内。



Ｈ３： 不同贸易强度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存在差异，
贸易规模越大传递效应越强。

Ｈ４：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存在非对称性， 且不同农产品间

存在差异。
（二） 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关联性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问题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农产品市场

间的价格引导关系， 即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均值溢出效应； 二是农

产品市场间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也就是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二阶矩

上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 为此， 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时期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农

产品市场二阶矩上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变化情况， 即分析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波动的

动态关联性。 已有学者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研

究， 由于不同时期实施的农产品政策不同以及市场开放程度不同， 引致国内和国际

农产品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存在差异。 农产品市场化程度越高， 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

际农产品市场的关联性越强 （肖小勇等， ２０１４； 李光泗等， ２０１５）， 农产品价格政

策的实施会造成国内农产品市场分割， 降低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关

联性 （柳苏芸等， ２０１６） ［１９］。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Ｈ５： 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关联性越高， 农产品政策

的实施会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关联性造成影响。

三、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构建

１ 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 （ＴＶＰ－ＶＡＲ）
以往研究多采用线性或固定系数模型， 忽略了不同时期和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

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可能存在差异， 所以本文选取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分析不同时

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影响， 此模型由 Ｐｒｉｍｉｃｅｒｉ （２００５） ［２０］提

出， 并由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２０１１） ［２１］进行完善， 该模型的优点是模型的系数伴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变动， 通过时变参数得到每个时点上的脉冲响应， 从而有效地从动态角度分

析变量之间的时变关系， 构建模型如下，
ｙｔ ＝ ｃｔ ＋ Ｂ１， ｔ ｙｔ －１ ＋ … ＋ Ｂｋ， ｔ －ｋ ｙｔ －ｋ ＋ μｔ ｔ ＝ １， ２， …， Ｔ （１）

其中， ｙｔ 是一个 ｎ × １ 的可观察内生向量； ｃｔ 是一个 ｎ × １ 的时变的常数项向量；
Ｂ ｉ， ｔ（ ｉ ＝ １， …， ｋ） 是 ｎ × ｎ 的时变系数向量； μｔ 为可用协方差矩阵 Ωｔ 表示的不可观

察冲击向量， Ωｔ 可由方程 Ａｔ Ωｔ Ａ′ｔ ＝ Σｔ Σ′ｔ 表示， 其中， 矩阵 Ａｔ 为以下矩阵形式：

Ａｔ ＝

１０…０
α２１１…０
︙︙︙︙
αｎ１ αｎ２…１

é

ë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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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ｔ 为对称矩阵： Σｔ ＝ ｄｉａｇ（σ１， ｔ， …， σｎ， ｔ） ， 通过把 Ｂ ｉ， ｔ（ ｉ ＝ １， …， ｋ） 转化为

向量 βｔ ， 式 （２） 可以转化为：
ｙｔ ＝ Ｘ′ｔ βｔ ＋ Ａ － １ｔ Σｔ εｔ （３）

其中， Ｘ′ｔ ＝ Ｉｎ  １， ｙ′ｔ－１， …， ｙ′ｔ－ｋ[ ] ，为克罗内克积 （Ｋｒｏｎｅｃｋｅｒ）。 βｔ ＝ βｔ－１ ＋
μβｔ ， αｔ ＝ αｔ－１ ＋ μαｔ ， ｈｔ ＝ ｈｔ－１ ＋ μｈｔ ， 其中， ｈｔ ＝ ｌｏｇ（σｔ ）２ ， 且假设 εｔ 、 μβｔ 、 μαｔ 和 μｈｔ 服

从：
εｔ

μβｔ

μαｔ

μｈｔ

é

ë

ê
ê
ê
ê
ê
ê

ù

û

ú
ú
ú
ú
ú
ú

ｔ

～ Ｎ ０， Ｖ( ) 和 Ｖ ＝

Ｉ４０００
０ Σβ００
００ Σα０
０００ Σｈ

é

ë

ê
ê
ê
ê
êê

ù

û

ú
ú
ú
ú
úú

（４）

其中， Ｉ４ 为 ４ 维单位矩阵， Σβ 、 Σα 和 Σｈ 均为正定矩阵。 本文中模型估计方法为

贝叶斯方法， 参数的后验数值估计方法为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 （ＭＣＭＣ） 方法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２０１１）。
２ 动态条件相关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不同于以往多变量 ＧＡＲＣＨ 模型，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不仅可以估计大规模相关

系数矩阵， 而且可以很好地研究在不同时期市场信息、 政策导向等因素的影响下，
两个或多个市场间的动态相关关系。 本文运用该模型分析国内农产品市场和国际农

产品市场之间的动态相关性， 即不同时期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际农产市场之间价格

波动相关性的变化情况。
Ｅｎｇｌｅ （２００２） ［ ２２］于 ２０００ 年提出的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１， １） 模型可表达为：

ｙｔ ＝ Ｃ Ｘ ｔ ＋ εｔ （５）

其中， Ｘ ｔ 是解释变量， 可能含有 ｙｔ 的滞后项， Ｃ 为 ２×ｋ 维矩阵， εｔ ＝ Ｈ
１
２
ｔ Ｖｔ ， Ｖｔ

为均值是零、 方差是定值的 ｋ×１ 维列向量。

Ｈ
１
２
ｔ 为满足时变条件的协方差矩阵 Ｈｔ 的 Ｃｈｏｌｅｓｋｙ 因子， 可表示为：

Ｈｔ ＝ Ｄ
１
２
ｔ Ｒ ｔ Ｄ

１
２
ｔ （６）

其中， Ｒｔ为时变相关系数的矩阵， 可表达为：

Ｒ ｔ ＝ ｄｉａｇ（Ｑｔ）
－ １

２ Ｑｔ ｄｉａｇ（Ｑｔ）
－ １

２ （７）
其中， Ｄｔ为条件方差的对角矩阵， 在对角线上的 σ２

ｉ， ｔ 都服从一个单变量

ＧＡＲＣＨ 模型的方差方程， 即 σ２
ｉ， ｔ ＝ ｓｉ ＋ ∑

ｐｉ

ｊ ＝ １
α ｊ φ２

ｉ， ｔ －ｊ ＋ ∑
ｑｔ

ｊ ＝ １
β ｊ σ２

ｉ， ｔ －ｊ

在式 （７） 中， Ｑｔ ＝ （１ － λ１ － λ２）Ｒ ＋ λ１ ε∗
ｔ －１ ε∗′

ｔ －１ ＋ λ２ Ｑｔ －１ ， ε∗
ｔ －１ 表示标准化残

差列向量 Ｄ － １
２

ｔ εｔ ， λ１ 和 λ２ 为非负参数， 且满足： ０ £λ１ ＋ λ２ ＜ ０。
基于此， 可通过 ｍ 个相关的回报序列使用时变相关系数来说明不同市场间的

动态关联。 时变相关系数可写为 ρｉｊ， ｔ ＝
ｈｉｊ， ｔ

　 ｈｉｉ， ｔ ｈ ｊｊ， ｔ

， 其中， ｈｉｊ， ｔ 为矩阵 Ｈｔ 的非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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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 而 ｈｉｉ， ｔ 和 ｈ ｊｊ， ｔ 为 Ｈｔ 的对角元素。
（二） 数据来源及处理

为研究国内外农产品价格的关联， 本文主要选取大豆、 小麦、 玉米、 棉花等四

种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作为研究对象。 主要原因： 一是这四种农产品是我国相对重要

的农产品， 且品种具有代表性和差异性， 玉米是我国播种面积最大的粮食作物， 小

麦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 大豆和棉花均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 二是四种

农产品在不同时期实施了不同的农产品政策 （见表 １）； 三是四种农产品对外贸易

程度不同， 由于我国对小麦和玉米实施进口配额制度， 对外贸易程度相对较小， 而

大豆和棉花对外贸易程度较高， 尤其是大豆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 ８５％。

表 １　 不同品种农产品政策实施情况

品种 阶段 时间 政策

小麦
最低收购价前期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最低收购价时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国家决定对小麦实施最低收购价
政策

玉米

临储前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临储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市场化收购＋补贴期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国家公布玉米临时收储政策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国家决定对玉米实施 “市场化收
购＋补贴” 政策

大豆

临储前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临储期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目标价格期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市场化收购＋补贴期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国家公布大豆临时收储政策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国家决定取消大豆临时收储政策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取消大豆目标价
格补贴政策， 实施 “市场化收购＋补贴” 政策

棉花

临储前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０１１年 ３月出台 《２０１１年度棉花临时收储预案》

临储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国家发布棉花目标价格政策

目标价格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０１７年 ３月国家发布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棉花目标价格

本文将国际农产品小麦、 玉米、 大豆、 棉花价格分别记为 ｉｗｐ、 ｉｍｐ、 ｉｓｐ、 ｉｃｐ。
基于以往研究 （潘苏和熊启泉， ２０１１［２３］； 王孝松和谢申祥， ２０１２； 黄守坤，
２０１５）， 本文分别选取美国 １ 号硬红冬小麦墨西哥湾离岸价、 美国 ２ 号黄玉米墨西

哥湾离岸价、 ＣＭＥ２ 号黄豆现货价格、 棉花展望 “Ａ 指数” 作为小麦、 玉米、 大豆

和棉花的国际价格， 单位为美元 ／吨， 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基金组织主要商品价格

数据库。 国内农产品 （小麦、 玉米、 大豆、 棉花） 价格分记为 ｃｗｐ、 ｃｍｐ、 ｃｓｐ、
ｃｃｐ， 单位为元 ／公斤， 四者价格数据来源于历年的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查年鉴》。

国内农产品价格变动除受国际农产品价格影响外， 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其

中主要受供需因素的影响。 成本是供给推动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顾国达和方

晨靓， ２０１０）， 所以本文采用粮食 （农产品） 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表示供给。 需求拉

动最重要的两大因素为经济增长和消费增长， 根据以往经验， 本文选取消费者信心

指数代替 ＧＤＰ 作为经济增长的代理变量， 表示需求因素的控制变量 （王孝松和谢

申祥， ２０１２）。 因此， 本文在解释变量中除设置国际农产品价格外， 考虑到数据可

获得性， 引入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ｐｐｄ）、 消费者信心指数 （ｃｃｉ） 两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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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其中农产品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源于中经网数据库， 消费者信心指数来源于

ｗｉｎｄ 数据库。
鉴于研究需要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上述变量均采用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的月度数据， 共计 １９８ 个观测样本， 由于国内外农产品市场价格报价单位存在差

异， 在获取基础价格数据后通过汇率换算将单位统一换算为元 ／吨， 为防止异方差

的影响， 本文对所有变量均取对数， 表 ２ 为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２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个数 平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标准差

Ｉｗｐ １９８ ７ ２５９３ ６ ７１１６ ８ ０４２７ ０ ２６７６
Ｉｍｐ １９８ ７ ０３０４ ６ ５３４３ ７ ６５２６ ０ ２９８８
Ｉｓｐ １９８ ７ ７５０８ ７ １７９９ ８ ２８１３ ０ ２８２２
Ｉｃｐ １９８ ９ ３２４２ ８ ８２３４ １０ ４１１７ ０ ２５２１
Ｃｗｐ １９８ ７ ４７２８ ６ ９６２２ ７ ８３９８ ０ ２８３７
Ｃｍｐ １９８ ７ ３８０３ ６ ８７８０ ７ ８３９７ ０ ２８７０
Ｃｓｐ １９８ ８ １４７４ ７ ５７６９ ８ ６０１１ ０ ２６９９
Ｃｃｐ １９８ ９ ５８４１ ８ ９７７７ １０ ３３３１ ０ ２５５２
Ｐｐｄ １９８ ４ ４８１１ ４ ０８０１ ４ ７５７１ ０ ２４９２
Ｃｃｉ １９８ ４ ６７４８ ４ ５７４７ ４ ７４０６ ０ ０４３５

四、 实证分析

（一）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动态传递效应分析

１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估计

时间序列分析首先需要确定变量是否平稳， 变量平稳是模型估计结果稳健的重

要前提。 通过 ＡＤＦ 对各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 结果表明各变量在 ５％水平下均为非

平稳变量， 其一阶差分均平稳 （见表 ３）， 可进行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估计。

表 ３　 变量平稳性检验

变量 类型 ｔ ５％ 结果 变量 类型 ｔ ５％ 结果

ｉｗｐ ｃ，ｔ，１ －２ ３０６９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ｉｗｐ ０，０，０ －１０ ５８０６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ｉｍｐ ｃ，ｔ，１ －１ ９３８３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ｉｍｐ ０，０，０ －１０ ７７５９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ｉｓｐ ｃ，ｔ，１ －２ ８７５８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ｉｓｐ ０，０，０ －９ ３０５３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ｉｃｐ ｃ，ｔ，１ －２ ６６３８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ｉｃｐ ０，０，０ －８ ８４６９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ｃｗｐ ｃ，ｔ，３ －２ ０４８１ －３ ４３３２ 不平稳 ｄｃｗｐ ０，０，２ －５ ０６２４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ｃｍｐ ｃ，ｔ，２ －０ ６９０４ －３ ４３３０ 不平稳 ｄｃｍｐ ０，０，０ －８ ４５３８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ｃｓｐ ｃ，ｔ，１ －１ ８９０８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ｃｓｐ ０，０，０ －９ ００９５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ｃｃｐ ｃ，ｔ，０ －１ ７１２９ －３ ４３２８ 不平稳 ｄｃｃｐ ０，０，０ －１１ ９１１７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ｐｐｄ ｃ，ｔ，１ －１ ０７５７ －３ ４３２９ 不平稳 ｄｐｐｄ ０，０，０ －５ ５４２２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ｃｃｉ ｃ，ｔ，０ －３ １７６３ －３ ４３２８ 不平稳 ｄｃｃｉ ０，０，０ －１４ ２２９４ －１ ９４２６ 平稳

注： 类型 （Ｃ， Ｔ， Ｋ） 中 Ｃ、 Ｔ 和 Ｋ 分别表示截距项、 趋势项和滞后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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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２０１１） ［２１］的方法对模型参数赋初值， 具体步骤为：

μβ０
＝ μα０

＝ μｈ０
＝ ０，∑ β０

＝∑ α０
＝ １０Ｉ ，∑ ｈ０

＝ １００Ｉ ， （∑ β
）

－２

ｉ
～ Ｇａｍｍａ（４０，

０ ０２） ， （∑ α
）

－２

ｉ
～ Ｇａｍｍａ（４， ０ ０２） ， （∑ ｈ

）
－２

ｉ
～ Ｇａｍｍａ（４， ０ ０２） ， 按照 ＭＣ⁃

ＭＣ 算法得到模型的有效样本后进行模型估计。 以小麦估计模型为例①， 表 ４ 为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估计结果。 其中， 参数的后验均值都位于 ９５％的置信区间， 各无效

因子相对较小， 说明本文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较为稳健 （见表 ４）。

表 ４　 ＴＶＰ－ＶＡＲ模型估计结果

参数 均值 标准差 ９５％上界 ９５％下界 Ｇｅｗｅｋｅ Ｉｎｅｆ
（Σβ） １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１０ ０ ０１４３ ０ ０１８１ ０ ３５１０ ５ ７３
（Σβ） ２ ０ ０２２８ ０ ００２６ ０ ０１８５ ０ ０２８６ ０ ７８１０ １５ ５４
（Σα） １ ０ ０９０６ ０ ０３８４ ０ ０４５９ ０ １８９２ ０ ０８８０ １３０ ００
（Σα） ２ ０ ０６４５ ０ ０１９８ ０ ０３８２ ０ １１４０ ０ ７４７０ ６２ ６２
（Σｈ） １ ０ ４７００ ０ ０５９５ ０ ３６６４ ０ ５９８６ ０ ２７００ ６３ ２１
（Σｈ） ２ ０ ３２３３ ０ ０９９１ ０ １５９４ ０ ５４１８ ０ ３４２０ ７０ ９６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提供了等间隔脉冲响应函数和时点脉冲响应函数， 可对不同时

期和特定时点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进行分析。 其中等间隔脉冲

响应函数可以捕捉到不同时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影响， 本文

将时间间隔设定为 １ 期、 ２ 期和 ４ 期 （见图 １）； 时点脉冲响应函数反映的是不同时

点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影响的变化特征， 通过选取一些特定时点

（如不同政策时期、 不同贸易强度以及不同价格变动情况等） 反映不同背景下国际

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 （见图 ２－图 ４）。
２ 时变脉冲响应分析

图 １ 展示了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脉冲响应。 首先， 国内不

同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 其中， 国内棉花价格和大豆价格

受国际价格影响程度较大，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处于 ０ ～ ０ ０１３ 之

间， 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处于 ０ ～ ０ ０１０ 之间； 而国内玉米价格和

小麦价格受国际价格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处于

０～０ ００７之间， 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处于－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２ 之间， 不

同农产品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影响存在差异可能是由于不同农产品实施的价格政

策、 市场化程度及贸易程度等不同造成的。 其次， 国内农产品价格受国际农产品价

格的影响在不同时期存在一定的差异， 均具有时变性。 其中， 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

小麦价格的影响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呈波动下降趋势， 尤其是 ２００６ 年我国对小麦实施了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后， 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下降较为明显， 并且在

之后出现反转；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呈先波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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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波动下降的倒 “Ｖ” 型趋势， 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间达到最大； 国际大豆价格对国

内大豆价格的影响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经历了先降后升、 又降又升的 “Ｗ” 型变化过程，
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在 ２００８ 年年初达到最大， 但之后由于大豆临

时收储政策的实施使得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不断下降， 在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年间达到最低点， 之后开始逐渐回升；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呈波动下降又缓慢上升的过程，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

响在 ２０１４ 年年初下降至最低点， 在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

棉花价格的影响有所回升。 最后， 从不同滞后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

的脉冲响应上看，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正向影响为主， 且在

滞后 １ 期时影响最大， 随着时间推移， 影响逐渐变小， 由此可知， 国际农产品价格

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短期影响为主。 由此， 证明了本文的假说 １， 国际农产

品价格与国内农产品价格具有联动效应， 不同品种存在差异，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

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以短期影响为主， 且具有明显的时变性。

图 １　 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时变脉冲响应

３ 时点脉冲响应分析

（１） 不同政策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通过上文分析可知，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变

性， 这可能是由我国不同时期实施的农产品政策差异、 贸易规模差异以及价格变动

差异造成的。 基于此， 本文运用时点脉冲响应从不同视角分析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

内农产品价格影响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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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展示了不同政策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根

据不同农产品政策实施情况， 针对小麦选取了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前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刚实施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以及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

一段时期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三个时点； 针对玉米选取了玉米临储政策实施前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临时收储政策实施时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以及 “市场化收购＋补
贴” 政策时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三个时点； 针对大豆选取了临储政策实施前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临储政策时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以及目标价格政策时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三个时点； 针对棉花选取了临储政策实施前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临储政策时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以及目标价格政策时期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三个时点。

图 ２　 不同政策视角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时点脉冲响应

由图 ２ 可以看出， 不同政策时期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存在显著

差异， 在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施后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出现显

著下降， 且随着实施期的延长， 国际小麦价格对国内小麦价格的影响逐渐下降。 不

同政策时期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小， 在玉米临时收储政

策实施后，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出现下降， 但下降程度较小， 在玉

米临时收储政策改革后，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并未出现上升。 不同

政策时期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 在大豆临时收储政

策实施后， 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出现显著下降， 而在大豆目标价

格政策实施后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出现显著回升， 且已回升至临

时收储政策实施前的影响水平。 不同政策时期国内棉花价格受国际价格的影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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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相似， 在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后，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出现显

著下降， 而在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出现

回升。
总体而言， 在不同政策实施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存

在差异， 最低收购价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属于 “托底型” 政策， 其对农户及农产

品市场的保护主要通过制定最低价对价格进行 “托底”， 使得农产品价格进入 “相
对独立” 的行情， 从而降低国际市场因素的影响。 目标价格政策属于 “补贴型”
政策， 此政策下， 农产品价格主要由市场供需双方决定， 能够较好地体现市场力

量， 但由于目标价格政策同样为 “挂钩” 差价补贴政策， 对农产品价格产生一定

的支撑作用， 引致 “补贴” 型政策同样会降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

的传递效应， 但其价格 “减弱” 效应明显小于 “托底型” 政策， 国际市场因素对

国内价格的影响大于 “托底型” 政策期， 但低于 “托底型” 政策实施前， 这种情

况在小麦、 大豆和棉花上表现得较为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

米价格的传递效应在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后有所下降， 符合理论预期， 但临时收储政

策转变为 “市场化收购＋补贴” 政策后，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传递效应

并未显著上升， 这主要是由于国内玉米临储政策改革后国内玉米价格虽然逐渐与国

际玉米价格接轨， 但两者的联动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 预期随着改革的进行， 国际

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传递效应将逐渐增强。 因此， 本部分基本证明了本文的

假说 ２。

图 ３　 不同贸易强度视角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时点脉冲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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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不同贸易强度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分析

图 ３ 展示了不同贸易强度背景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

应， 本文针对四种农产品分别选取了进口贸易规模小、 中、 大三个时期， 其中小麦

对应为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和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玉米为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和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大豆为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和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棉花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可以看出， 作为对外贸易依赖程度较高的

大豆和棉花， 进口量占国内需求总量的比例较高， 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较

大， 而由于小麦和玉米实施了进口关税配额管理制度， 国营比例较高、 进口数量有

限， 小麦和玉米的价格受国际价格的影响相对较小。 从不同时点脉冲响应比较上

看， 小麦和大豆的国际价格对国内价格的影响随着进口规模的增加也逐渐增加， 进

口贸易规模较大时国际价格传递效应较强。 由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我国首次从国外大规

模进口玉米， 引致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影响程度较大， 但在贸易规模较大

时期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仍然高于贸易规模较小时期。 我国是棉花

进口大国， 进口量占世界进口总量的比例一直较高， 国内棉花价格受国际棉花价格

影响程度较高且差异不大。 总体而言， 贸易途径作为农产品价格传递的重要途径，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逐渐增强， 由

此， 证明了本文的假说 ３。

图 ４　 不同价格变动视角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时点脉冲响应

（３） 不同价格变动情况下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分析

近年来， 有较多学者关注农产品价格传递的非对称效应 （彭佳颖等，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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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双， ２０１７； 柯善淦和卢新海， ２０１７）。 本文分别选取国际农产品价格下降、 平

稳和上升时期的三个时点分析国际农产品价格变动不同时期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递

的差异。 其中， 国际小麦价格下降、 平稳和上升时期分别对应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玉米价格的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大豆价格的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为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和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棉花价格的三个时期分别对应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从图 ４ 可以看出， 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期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影

响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平稳和下降时期， 说明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传

递具有非对称性， 国内农产品价格对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反应更灵敏， 这与李玉双

（２０１７）、 柯善淦和卢新海 （２０１７） 的研究结论一致， 由此也证明了本文的假说 ４。
（二） 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动态相关性分析

上文分析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一阶距上的价格传递效应， 本节

通过动态条件相关—广义自回归条件异方差模型刻画不同时期国内农产品市场与国

际农产品市场二阶矩上的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变化情况， 即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波

动的动态关联性。 在模型估计之前， 首先需要对各变量进行 ＡＲＣＨ 效应检验以确

定是否存在波动集聚效应， 表 ５ 结果显示各价格变量均存在显著的 ＡＲＣＨ 效应，
可用于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估计。

表 ５　 各变量 ＡＲＣＨ效应检验

变量 ＡＲＣＨ 效应

国内小麦
Ｆ 统计量 ４６ ４３１８ Ｐ ０ ００００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３７ ８８６８ Ｐ ０ ００００

国际小麦
Ｆ 统计量 ５ ８１８４ Ｐ ０ ０１６８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５ ７０７８ Ｐ ０ ０１６９

国内玉米
Ｆ 统计量 ５ ０８６４ Ｐ ０ ００７０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９ ８１３７ Ｐ ０ ００７４

国际玉米
Ｆ 统计量 ７１６ ０７０１ Ｐ ０ ００００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１７２ ７２３２ Ｐ ０ ００００

国内大豆
Ｆ 统计量 １９ ８７４６ Ｐ ０ ００００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１８ ２２１３ Ｐ ０ ００００

国际大豆
Ｆ 统计量 ４１ １９１４ Ｐ ０ ００００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７９ ４０６６ Ｐ ０ ００００

国内棉花
Ｆ 统计量 １３ ２１２２ Ｐ ０ ０００４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１２ ５００７ Ｐ ０ ０００４

国际棉花
Ｆ 统计量 ４ ４１５１ Ｐ ０ ０３６９

Ｏｂｓ×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４ ３６１６ Ｐ ０ ０３６８

通过模型估计并计算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相关系数， 图 ５
绘制了不同品种农产品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波动动态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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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关联性最高的是棉花， 其次是大豆， 再次是玉

米， 价格关联性最低的是小麦。 第二， 可以看出不同时期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

产品价格关联性具有时变性， 国内和国际棉花价格关联性波动幅度相对较大， 其他

品种农产品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关联性波动幅度较小。 第三， 从不同时期关联性变

化趋势上看， 国内小麦价格与国际小麦价格关联性较为稳定； 国内玉米价格与国际

玉米价格关联性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全球粮食危机期间波动幅度较大， 其他时期较为

稳定； 国内大豆价格与国际大豆价格关联性除在大豆价格大幅波动时期 （如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和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波动较大之外， 总体较为稳定； 棉花临时收储政策实施后，
国内棉花价格与国际棉花价格关联程度下降， 而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后关联程度

有所上升， 其他农产品并未表现出这种现象， 说明农产品政策的实施并未对其他品

种农产品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波动关联性造成显著影响， 而且动态相关系数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也反映了此种情况 （见表 ６）。

图 ５　 国际农产品与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相关性

表 ６　 动态相关性描述性统计结果

小麦 玉米 大豆 棉花

时期 相关系数 时期 相关系数 时期 相关系数 时期 相关系数

最低收购价

前期
０ ２０３２ 临储前 ０ ３３０７

临储前 ０ ４４５８ 临储前 ０ ６０８４

临储期 ０ ４５０８ 临储期 ０ ５５６５

最低收购价

时期
０ １９２０

临储期 ０ ３２５４ 目标价格期 ０ ４３４７

临储后 ０ ３２６９ 市场化补贴期 ０ ４４１７
目标价格期 ０ ６４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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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知， 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农产品价格关联

性程度越高。 上文在一阶距上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存在较为明显的时变性， 农产品

政策的实施对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引导关系造成显著影响； 二阶矩上

价格波动溢出效应在不同时期虽存在一定差异， 但仅棉花在不同政策实施时期关联

性存在显著差异， 其他品种并未表现出此特征。 由此可知， 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贸

易量越大， 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关联性越高， 而农产品政策的实施仅对部分农

产品价格波动关联性造成影响， 反映了农产品政策的实施对一阶距价格引导关系影

响大于二阶矩上价格波动传递效应。 由此， 部分证实了本文假说 ５。

五、 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 ＴＶＰ－ＶＡＲ 模型和 ＤＣＣ－ＧＡＲＣＨ 模型对 ２００１ 年以来国际农产品价格

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动态传递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 第一， 国际农产品

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在不同品种之间存在差异， 且具有明显的时变

性， 但均以短期影响为主。 棉花和大豆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影响程度较大， 玉米和

小麦国内价格受国际价格影响程度相对较小。 自 ２００１ 年以来， 国际小麦价格对国

内小麦价格的影响呈波动下降趋势， 国际玉米价格对国内玉米价格的影响呈先波动

上升又波动下降的倒 “Ｖ” 型趋势， 国际大豆价格对国内大豆价格的影响经历了先

降后升、 又降又升的 “Ｗ” 型变化过程， 国际棉花价格对国内棉花价格的影响呈

波动下降又缓慢上升的过程。 第二， 农产品政策的实施降低了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

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 但不同农产品政策的影响存在差异， “托底型” 农业政

策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和临时收储政策） 与 “补贴型” 农业政策 （目标价格政

策） 相比对农产品价格传递效应的降低程度更大； 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 国际农

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效应逐渐增加；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

格传递具有非对称性， 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时期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

的影响高于国际农产品价格平稳和下降时期。 第三， 市场开放程度越高， 贸易量越

大， 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关联性越高。 农产品政策的实施会对部分农产品国内

与国际价格波动关联性造成影响， 且对一阶距价格引导关系影响大于二阶矩上价格

波动传递效应。
基于以上结论， 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 国际农产品价格对国内农产品价格

的传递效应具有明显的时变性， 不同背景下传递效应存在差异， 对农产品价格的调

控不仅需要从国际视角出发， 而且需要在不同背景下进行审视； 第二， 随着农产品

市场 “去政策化” 改革的推进， 国内与国际农产品价格的联动性将逐渐增强， 应

加强对国际农产品价格的监测。 除此之外， 农产品贸易作为价格传递的重要物质传

递渠道， 应加强对其的监测和管制。 通过建立健全农产品市场的价格调控体系及风

险防控体系， 规避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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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ｈａｓ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ｔｉｍ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ｉ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ｒａｄ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ａｌｅ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ｒｏｎｇｅｒ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ｉｓ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ｍａｒｋ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ｐｒｉｃｅ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ｉｃｅ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ｍｅ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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