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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影响研究

———基于季节互补性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实证分析

林大燕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２１００９４）

摘要： 从大豆进口来源地域季节差异的角度， 以出口商出口利润最大化为起点

构建实证模型， 采用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７ 年中国大豆月度进口数据， 实证检验了具有地域

季节互补性的大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对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性的影响。 研究发

现： 具有季节互补性的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有助于降低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即在大豆

生产季节上与北半球进口来源地———美国具有互补性的南半球进口来源地———巴西

和阿根廷， 在中国大豆进口来源中所占市场份额的提高总体上显著降低了中国大豆

进口价格的波动程度。 由于大豆生产季节与美国互补， 巴西和阿根廷市场份额的提

高有效弥补了世界大豆供给在美国大豆生产淡季时的不足， 缩小了中国大豆进口量

在美国大豆生产旺季与生产淡季之间的差距， 从而显著降低了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

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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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保证国内粮食充足稳定供给是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核心。 近十多年来， 中国国

内水土资源及农业劳动力日显稀缺， 粮食增产有限而消费不断攀升， 粮食供需矛盾

日益突出， 粮食进口激增。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 未来中国大豆等粮食品种的

进口数量可能持续增长 （张家胜和赵玉， ２００９）。 与此同时， 由于中国主要粮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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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 特别是大豆， 开放程度高、 进口规模庞大， 受国际市场波动的传导和影响巨

大， 受气候变化、 生物质能源发展、 投机资本、 金融危机等非传统因素的影响， 国

际农产品市场波动性加强， 中国进口大豆等粮食品种的进口价格的波动程度也随之

不断提高。 粮食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粮食市场的平稳运行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冲击和影

响日益突出。 高位的进口价格波动加剧了粮食市场的不确定性， 通过生产途径和消费渠

道影响国内粮食价格， 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影响其他农产品价格， 不仅冲击着国内

的生产消费 （罗知和郭熙保， ２０１０）， 还会激发国际游资进入国内粮食市场， 加剧粮食

供给的不确定性， 对粮食产业的发展及宏观经济产生较大不利影响。 以大豆为例， 研究

表明， 因国际大豆价格暴涨， 中国大豆进口成本在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分别额外增加了近

５５０ 亿元和 ２００ 亿元 （倪洪兴等， ２０１２）。
有研究指出， 进口价格波动对国内的影响甚至强于汇率 （Ｇｒａｎｖｉｌｌｅ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１）， 剧烈的进口价格波动加剧了市场的不确定性， 冲击着国内生产者和消费者

市场 （罗知和郭熙保， ２０１０）， 降低了社会总产出及社会福利 （ Ａｐｐｅｌｂａｕｍ，
１９９７）。 进口价格的上涨短期内会推动进口国国内价格的上涨， 引发通货膨胀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 ２００７； 张延群， ２０１２）。 同时， 进口价格波动的加剧也增加了一国利用

世界资源的风险和难度， 对进口价格风险的防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合理布局进口

来源也因此受到高度重视 （傅龙波， ２００１）。 目前， 中国粮食进口来源主要集中于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 这使得来自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进口波动难

以通过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稳定进口或反向波动来抵消， 从而使中国容易受到这

些国家和地区供应波动 （如自然灾害、 出口限制等） 的冲击。 基于此， 政策制定

者和学术界均呼吁采取多元化措施。
然而， 并非实现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就一定能够降低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只有

在满足一个重要条件的前提下， 即来自新兴进口来源地的波动与传统进口来源地的波

动方向相反且幅度较小时， 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才有助于降低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如果

不满足这一条件， 则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可能不仅不能有效地降低进口价格波动， 反而

会加剧进口价格的波动。 实际上， 与工业品不同， 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的生产供应具

有很强的季节性， 且相同地域的进口来源地因为生产季节、 气候条件和自然灾害等都

很接近， 所以生产和出口数量的波动趋势也很相似， 导致产量和出口规模在收获季节

迅速扩大， 而到了非收获季节时则急剧缩减。 因此， 若一国新补充的进口来源地与原

有进口来源地属于同一区域， 因新补充的进口来源地与原进口来源地的季节比较接

近， 则在该区域的收获季节， 进口国的进口可获性将得到提高， 如世界其他国家的进

口需求和出口供给保持不变， 则进口国的进口价格将进一步下降； 与此对应， 在该区

域的非收获季节， 新补充的进口来源地与原有进口来源地都难以大量出口， 进口国的

进口可获性也未发生变化， 在保持需求条件不变时， 进口国的进口价格也将保持不

变， 且高于在该区域收获季节时的价格。 可见， 若一国新补充的进口来源地与原有进

口来源地属于同一区域， 则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反而会加剧进口国进口价格的季节波

动。 与之相反， 若新补充的进口来源地与原有进口来源地属于季节互补性较强的不同

区域， 则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将可能缓解进口国进口价格的季节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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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来， 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布局发生了显著变化， 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程度

提高。 长期以来， 中国的大豆进口来源主要是美国。 １９８６～１９９６ 年间， 美国在中国

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年均接近 ９５％①。 然而，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 随着中

国大豆进口总量的提高， 中国从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两国进口的大豆数量逐渐增

多， 两者在中国大豆进口中所占市场份额随之不断提高， 而美国所占市场份额则持

续下降。 至 ２００１ 年， 美国在中国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首次跌至 ５０％以下， 巴西

和阿根廷的市场份额提高至 ５８ ６８％。 至 ２０１８ 年， 美国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至 １０％以

下， 而巴西和阿根廷的市场份额则进一步提高至 ８０％以上②。 众所周知， 美国位于

北半球， 而巴西和阿根廷位于南半球， 南北半球特有的季节互补性导致两者大豆的

生产季节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具体而言， 美国大豆从 ４ 月开始播种并于当年

９ 月～１０ 月收割， 而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则于当年 ９ 月～１０ 月开始播种， 于次年 ４ 月

美国开始播种大豆时收割。 因此， 美国主要于当年 ９ 月至次年 ３ 月出口大豆， 巴西

和阿根廷主要于当年 ４ 月～８ 月出口大豆。 面对美国、 巴西和阿根廷大豆出口供给

能力的这种季节性变化， 中国相应地选择当年 ９ 月至次年 ３ 月主要从美国进口大

豆， 而于当年 ４ 月～８ 月则主要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 由于美国与巴西和阿根

廷在生产和出口季节上的这种互补性， 巴西和阿根廷市场份额的提高， 有效提高了

中国在非美国大豆收割季节时的进口可获性， 使中国在不同季节进口的大豆数量变

得更为平稳 （如图 １ 所示）。 在世界其他国家大豆进口供给和需求变化不大的情况

下， 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的这种多元化可能有助于减小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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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计算整理。

图 １　 中国从主要进口来源地进口大豆的季节特征

在中国大豆进口扩大趋势已成定局的大背景下， 认识并找到有效防范大豆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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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的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ｒ ／ ， 访问日期： ２０１３－０８－０９

数据来源：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计算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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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的大幅波动、 避免大豆进口价格大幅反复震荡的途径， 对于确保中国大豆产业

的健康发展及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有鉴于此， 笔者将在对现有文献进行

回顾的基础上， 基于进口来源地域季节差异的角度， 从出口商出口决策行为角度构

建实证模型， 采用中国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大豆月度进口数据， 实证检验

基于季节互补性的大豆进口来源多元化对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 借以揭示

包括大豆在内的中国粮食进口价格波动的形成机制， 为强化中国对国际粮食市场的

监测、 研判、 预警和调控， 建立持续、 稳定、 高效的粮食进口渠道， 有效防范粮食

进口价格波动风险， 完善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战略体系提供参考依据。

一、 文献综述

在进口价格波动的研究中， 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了汇率对进口价格的影响。 同

时， 国内学者还关注了如出口量、 进口量、 出口价格、 石油价格、 运费等其他因素

对铁矿石、 涤纶、 原木等非粮食产品进口价格波动性的影响。 在对粮食产品的相关

研究中， 刘园和赵丹婷 （２０１４） 分析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对大豆等大宗商品进口

价格的影响； 温施童和叶明华 （２０１５） 根据大豆进口定价公式， 分析了期货价格、
离岸升贴水、 海运运费等因素对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 张融和李先德 （２０１５）
还分析了中国大麦进口价格波动的特征。

近年来， 随着中国大豆进口数量的激增， 世界大豆生产格局和中国大豆进口来

源的变化及影响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自 １９９７ 年以来， 由于土地丰裕、 劳动力

成本低廉、 运输条件改善及大豆生产季节与美国存在互补性等原因， 巴西和阿根廷

大豆产量和出口量不断提高， 中国从两国进口的大豆规模也急剧扩大， 使两国在中

国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的比重大幅提高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４ａ；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４ｂ）。
巴西和阿根廷两个市场的进入提高了世界大豆供给水平及中国进口大豆的可获性，
有效降低了世界大豆及中国进口大豆的平均价格水平 （朱晶等， ２０１４；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ａ；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６）。 由于巴西和阿根廷位于南半球， 在大豆的生产季节与出

口时间上与位于北半球的美国正好互补， 两者向中国出口大豆的时间也具有很强的

互补性， 因此当中国扩大从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的规模后， 原来美国大豆的进口

波动可全部或部分被来自于巴西和阿根廷的进口波动所抵消， 从而有效降低了中国

大豆进口数量的波动程度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ｂ）。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推断， 在供求规律的引导下， 如世界其他国家的大豆进口需

求及出口供给保持相对稳定， 则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局面将相应地得到缓解。
朱晶等 （２０１４） 通过曲线图和差异系数发现， 与以美国大豆出口到鹿特丹的到岸

价格 （鹿特丹 ＣＩＦ 价格） 和芝加哥期货市场价格 （ＣＢＯＴ 价格） 相比， 中国进口大

豆的平均价格波动较小， 并据此进一步得出南半球大豆产量的增长使中国得以同时

从美国、 巴西和阿根廷进口大豆， 利用南北半球的季节互补性， 降低中国大豆进口

价格波动的结论。 自 １９９５ 年以来， 随着巴西和阿根廷等南半球国家大豆产量的增

长， 南半球大豆出口总量及其向中国出口的大豆的绝对数量和相对份额也在不断提

高。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可进一步推断， 巴西和阿根廷等南半球国家在中国大豆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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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来源中比重的提高有助于降低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这为本研究基于南北

半球季节互补性的视角深入分析进口来源多元化对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在

研究思路上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因此， 笔者将基于经典的经济学理论， 通过严格的

理论推导， 构建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理论模型， 确定影响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因

素， 揭示进口来源多元化与进口价格波动的因果关系， 并进一步利用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的数据， 实证检验在中国大豆进口来源中， 巴西和阿根廷等南半球

国家所占份额的提高对中国进口大豆价格波动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框架

假设在 ｔ 时期， 一国出口商 ｉ 可以价格 Ｐｈ
ｉｔ 在国内出售商品， 也可以价格 Ｐ ｆ

ｉｔ

（以目标市场价格表示） 在出口市场出口商品， 且国内和国外对该出口商品的需求

分别为 Ｄｈ
ｉｔ （Ｐｈ

ｉｔ， Ｉｈｉｔ） 和 Ｄｆ
ｉｔ （Ｐ ｆ

ｉｔ， Ｉｆｉｔ）， 其中， Ｉｈｉｔ和 Ｉｆｉｔ分别为国内消费者和国外消费

者的实际收入。 进一步假设商品的成本函数为总产出 Ｑ （Ｄｈ
ｉｔ＋Ｄｆ

ｉｔ） 和边际成本 ＭＣｈ
ｉｔ

的函数 Ｃ ｉｔ ＝Ｃ ｉｔ（Ｄｈ
ｉｔ＋Ｄｆ

ｉｔ， ＭＣｈ
ｉｔ）。 那么， 出口商利润最大化问题可表示为：

ｍａｘπｉｔ ＝Ｐｈ
ｉｔＤｈ

ｉｔ（Ｐｈ
ｉｔ，Ｉｈｉｔ） ＋ Ｐ ｆ

ｉｔＤｆ
ｉｔ （Ｐ ｆ

ｉｔ，Ｉｆｉｔ） － Ｃ ｉｔ（Ｄｈ
ｉｔ＋Ｄｆ

ｉｔ，ＭＣｈ
ｉｔ） （１）

假设该国所有出口商 ｉ 都是对称的， 彼此同质， 则将单个出口商 ｉ 的销售利润

进行加总可得该国的总销售利润：
ｍａｘπｔ ＝Ｐｈ

ｔ Ｄｈ
ｔ（Ｐｈ

ｔ ， Ｉｈｔ ） ＋ Ｐ ｆ
ｔＤｆ

ｔ（Ｐ ｆ
ｔ，Ｉｆｔ） － Ｃ ｔ（Ｄｈ

ｔ ＋Ｄｆ
ｔ，ＭＣｈ

ｔ ） （２）
式 （２） 中， Ｐｈ

ｔ 和 Ｐ ｆ
ｔ 分别为商品的国内价格和出口价格， Ｄｈ

ｔ （Ｐｈ
ｔ ，Ｉｈ） 和 Ｄｆ

ｔ

（Ｐ ｆ
ｔ， Ｉｆ） 分别为国内和国外对该商品的需求， Ｃ ｔ 为国内生产该商品的总成本。 其

中， 国内价格 （Ｐｈ
ｔ ） 和出口价格 （Ｐ ｆ

ｔ） 并非是相互独立的， 两者都与边际成本有

关。 由于边际成本是总产出的函数， 一个市场价格的改变会通过影响边际成本而使

另一个市场的价格发生相应的变化。 如果国内外两个市场存在有效套利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Ａｒｂｉｔｒａｇｅ）①， 则根据一价定律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Ｏｎｅ Ｐｒｉｃｅ）， 以同一种货币表示的两个市

场的价格应该相等， 即：
Ｐ ｆ

ｔ ＝Ｅ ｔ×Ｐｈ
ｔ （３）

式 （３） 中， Ｅ ｔ 为名义汇率。
在国际贸易实践， 尤其是大宗农产品的进出口中， 因官方或非官方障碍的存

在， 出口厂商往往可以 “依市定价” （Ｐｒｉｃｉｎｇ ｔｏ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ＴＭ）， 调整价格加成，
在两个市场设置不同的价格， 使两个市场的价格以同一种货币表示也存在差异，
ｋｔ ＝Ｅ ｔ×Ｐｈ

ｔ ／ Ｐ ｆ
ｔ， 且 ｋｔ≠１。 Ｍａｒｓｔｏｎ （１９９０） 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表明， 出口价

格与国内价格之比 （ｋ） 主要取决于本国与进口国的实际汇率 （ＲＥ ｔ） 与两国的实

际收入 （ Ｉｈｔ 、 Ｉｆｔ）， 以及本国的实际工资 （ｗｈ
ｔ ） 和原材料价格 （ ｐｍｈ

ｔ ）； Ｃａｍｐａ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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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不存在官方或非官方障碍的情况下， 商品套利行为可以完全防止任何依市定价的发生。 然而， 在商

品套利无效的情况下， 即存在官方的或非官方阻止套利的障碍， 则该厂商将可以在两个市场设置不同的价格

（均以本国货币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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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ｌｄｂｅｒｇ （２００２） 等人的研究还发现出口商的加成行为与行业结构及贸易开放程度

有关 （ Ｄｏｒｎｂｕｓｃｈ， １９８７； Ｍａｒｓｔｏｎ， １９９０； Ｃａｍｐａ， ２００２ ）。 行 业 结 构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指行业内部各参与者的特性及议价能力， 在进口市场中可用进口市场来

源结构表示。 进口市场来源结构越接近于完全竞争， 则其竞争的激烈程度越高； 反

之， 越接近于垄断， 竞争的激烈程度越低。 当市场结构一定时， 国际总供给越多，
则进口商的选择越多， 出口商面临的竞争也就越激烈。 因此， 为了保持或扩大在进

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 出口商必须顺应进口国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 调整价格加

成。 贸易开放程度可用边境措施 （ＢＭｔ） 表示， 贸易开放程度越高， 出口商面临的

国内和国际竞争往往越激烈， 价格加成越低； 反之， 价格加成越高。
根据上述分析， 商品的出口价格与国内价格之比 （ｋｔ） 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ｋｔ ＝ ｋｔ（ＲＥ ｔ， Ｉ ｈ
ｔ ， Ｉ ｆ

ｔ， ｗ ｈ
ｔ ， ｐｍｈ

ｔ ， ＳＴＲ ｔ， ＢＭｔ） （４）
式 （４） 中， 实际工资 （ｗｈ

ｔ ） 和原材料价格 （ ｐｍｈ
ｔ ） 可用边际成本 （ＭＣｈ

ｔ ）
表示：

ｋｔ ＝ ｋｔ（ＲＥ ｔ， Ｉ ｈ
ｔ ， Ｉ ｆ

ｔ， ＭＣ ｈ
ｔ ， ＳＴＲ ｔ， ＢＭｔ） （５）

结合式 （２） 和式 （５）， 则出口商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可简化为：
Ｐ ｆ

ｔ ＝Ｐ ｆ
ｔ（ＲＥ ｔ， Ｉ ｈ

ｔ ， Ｉ ｆ
ｔ， ＭＣ ｈ

ｔ ， ＳＴＲ ｔ， ＢＭｔ） （６）
式 （６） 加上运费 （ＴＳＣ ｔ） 为商品运输到进口国的到岸价：

Ｐ ｆ
ｔ ＝Ｐ ｆ

ｔ（ＲＥ ｔ， Ｉ ｈ
ｔ ， Ｉ ｆ

ｔ， ＭＣ ｈ
ｔ ， ＳＴＲ ｔ， ＢＭｔ， ＴＳＣ ｔ） （７）

根据式 （７）， 得到进口国的进口价格波动水平的表达式：
Ｖ＿Ｐ ｆ

ｔ ＝Ｖ＿Ｐ ｆ
ｔ（Ｖ＿ＲＥ ｔ， Ｖ＿Ｉ ｈ

ｔ ， Ｖ＿Ｉ ｆ
ｔ， Ｖ＿ＭＣｈ

ｔ ， Ｖ＿ＳＴＲ ｔ， Ｖ＿ＢＭｔ， Ｖ＿ＴＳＣ ｔ） （８）
除了式 （８） 的因素外， 进口来源的多样化， 特别是具有季节互补性的多元

化， 对进口国进口价格波动也具有重要影响。 具有季节互补性的进口来源的多元

化， 通过影响不同季节的进口供给影响了一国的进口总量， 在世界总供给及其他国

家需求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价格信息渠道引发价格在不同季节的改变， 扩大或降低

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要降低进口价格波动， 进口来源多样化就需满足两个条件。 其一是新兴进口来

源地的生产季节与传统进口来源地的生产季节具有较强的互补性 （存在较大差异甚

至完全相反）， 其二是新兴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的出口量没有超过传统进口来源地对

进口国出口量的两倍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ｂ）。 只有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新兴进口来

源地对进口国的出口波动才可部分甚至完全抹平传统进口来源的出口波动趋势， 使进

口国在不同季节的进口数量趋等， 在世界总供给及其他国家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使进口国在不同季节的进口价格变得更为平滑。 然而， 如果只满足第一个条

件， 但新兴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的出口量远远大于传统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出口量，
则新兴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的出口波动在弥合传统进口来源地的波动后仍存在大幅余

波， 在世界总供给及其他国家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使进口国的进口价格较进口来

源结构变化前产生方向相反且幅度更大的波动。 相反， 如果不满足第一个条件， 则不

论第二个条件是否满足， 都不能降低进口价格波动， 因为新兴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的出

口将强化传统进口来源地对进口国的出口波动趋势， 从而使进口国的进口价格在世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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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及其他国家需求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发生比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前更为剧烈的波动。
进口来源的多样化同样可以用进口来源结构 （ＳＴＲｔ） 来反映。 因此， 进一步得到：
Ｖ＿Ｐ ｆ

ｔ ＝Ｖ＿Ｐ ｆ
ｔ（Ｖ＿ＲＥｔ， Ｖ＿Ｉ ｈ

ｔ ， Ｖ＿Ｉ ｆ
ｔ， Ｖ＿ＭＣ ｈ

ｔ ， Ｖ＿ＳＴＲｔ， Ｖ＿ＢＭｔ， Ｖ＿ＴＳＣｔ， ＳＴＲｔ） （９）
在式 （９） 右边加入误差修正项， 并进行整理变形得：

Ｖ＿Ｐ ｆ
ｔ ＝β０＋β１Ｖ＿ＲＥ ｔ＋β２Ｖ＿Ｉ ｈ

ｔ ＋β３Ｖ＿Ｉ ｆ
ｔ＋β４Ｖ＿ＭＣｈ

ｔ ＋β５Ｖ＿ＳＴＲ ｔ＋
β６Ｖ＿ＢＭｔ＋β７Ｖ＿ＴＳＣ ｔ＋β８ＳＴＲ ｔ＋εｔ （１０）

三、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 模型构建

式 （１０） 中， Ｖ＿ ＳＴＲ ｔ 根据 ＳＴＲ ｔ 计算所得， 两者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关系。 通

过计算发现，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０ ７５， 因此，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 将 Ｖ＿ＳＴＲ ｔ

从模型中剔除。 在本研究所选择的数据期间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中国

大豆进口市场的开放程度并未发生变化 （中国自 １９９６ 年取消大豆进口配额， 并将

大豆进口关税下调至 ３％， 之后再未进行调整）， 因此， 大豆进口市场的开放程度

（ＢＭ） 对进口波动的影响可纳入常数项部分， 无需单独列出。 由于大豆的生产周

期比较长， 为 ６ 个月左右， 且大豆成熟后还需经收割、 晾晒、 运输等环节才能抵达

进口国， 后者耗时 ２ 个月左右， 故出口国的大豆生产成本的变量需滞后 ８ 个月。
此外， 尽管从理论上看， 国际和国内下游产品 （豆油和豆粕） 和替代品 （例

如菜籽、 花生等） 供需波动变化、 全球金融危机以及 ２００８ 年全球粮食危机也会对

进口价格波动产生影响， 但这些因素对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

响大豆的国内和国际供求以及出口国大豆生产成本进行的， 而前文在理论分析框架

部分已经对后者进行了考虑， 因此， 无需在模型中额外引入这些变量。
根据上述分析， 将模型 （１０） 进一步修改为：

Ｖ＿Ｐ ｆ
ｔ ＝β０＋β１Ｖ＿ＲＥ ｔ＋β２Ｖ＿ Ｉ ｈ

ｔ ＋β３Ｖ＿ Ｉ ｆ
ｔ＋β４Ｖ＿ＭＣｈ

ｔ－８＋β５Ｖ＿ ＴＳＣ ｔ＋β６ＳＴＲ ｔ＋εｔ （１１）
式 （１１） 中， 保持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 系数 β６ 反映了进口来源多元化对进

口价格波动的影响。 若 β６ 显著小于 ０， 则说明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有助于降低进口价

格波动的情况； 若 β６ 显著大于 ０， 则说明进口来源的多元化会加剧进口价格波动。

（二） 样本选择、 数据处理与数据来源

限于巴西和阿根廷大豆生产成本等指标月度数据的可获性， 笔者选择以美国为

研究对象， 样本期间为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各个变量中， Ｖ＿ Ｐｔ 为中国进口

大豆平均价格的波动程度。 衡量波动的方法有很多种， 其中， 使用较为广泛的有绝对

值法、 增长率直接法、 移动平均法或者直线趋势指数法等。 由于大豆价格总体上呈现

出上升趋势， 采用绝对值法或增长率直接法将使各期的波动程度不具有可比性； 移动

平均法受异常值的影响较大， 可能使得计算的结果与实际的波动程度具有较大差异

（朱晶和林大燕， ２０１２）。 同时， 由于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幅度较

大， 难以准确模拟出其趋势估计值， 若采用趋势指数法等将造成较大误差， 因此，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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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参考 Ｌｏｖｅ （１９７９） 计算出口波动的方法， 并根据移动平均法对其进行修正， 构造

衡量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程度的指数： Ｖ＿ Ｐｔ ＝ ２×（Ｐｔ－Ｐｔ－１） ／ （Ｐｔ＋Ｐｔ－１ 。 其中， Ｐ
指中国进口大豆的平均价格， 因中国缺乏公开的进口价格数据， 故参考 Ｐａｒｓｏｎｓ 等

（２００６） 采用的单位值法 （进口总额和进口总量之比） 进行计算。
ＳＴＲ 为进口来源结构， 也是衡量进口来源多元化的指标， 用南美市场在中国大

豆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表示， 为巴西和阿根廷对中国大豆出口量与中国大豆进口

总量的比值之和。 目前衡量进口来源结构的指标， 主要有进口市场集中度等指标，
但该指标与用于衡量出口地理结构的 Ｇｉｎｉ－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系数、 出口集中化指标等类

似， 在目标区域的选择或类别的划分方面存在主观性较强且无法辨别市场结构内部

变化方向的缺陷。 因此， 笔者借鉴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ｂ） 的方法， 直接采用南美的巴

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市场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来衡量， 以避免主观性问

题， 并借以辨别进口来源内部变化的方向。 由于巴西和阿根廷是除美国之外的中国

最主要的大豆进口来源地， 且其生产季节与美国这个传统大豆进口来源地具有很强

的互补性， 因此， 该指标也可以反映中国大豆进口来源季节多元化的情况。
ＲＥ 是美元兑人民币的实际汇率， 根据 ＲＥ ＝ Ｅ×ＣＰＩｕ ／ ＣＰＩｃ计算， 其中， Ｅ 为美

元兑人民币的名义汇率， ＣＰＩｕ和 ＣＰＩｃ分别为美国和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Ｉ ｈ和 Ｉ ｆ

为美国和中国的实际收入水平， 分别用美国个人收入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 及中国城

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表示， 并用各自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ＣＰＩ） 进行平减。
ＭＣ 为美国大豆生产成本， 用美国大豆农户价表示； ＴＳＣ 为运输成本， 用波罗的海

干货指数 （Ｂａｌｔｉｃ Ｄｒｙ Ｉｎｄｅｘ， ＢＤＩ） 表示①。
为了克服季节性因素所导致的数据不可比的问题， 运用 Ｘ１２ 方法对进口价格数据

进行季节调整。 上述变量所需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 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美国劳工统计局、 美国商务部、 美国农业部、 世界银行、 国家统计局进度数据库、 波罗

的海航交所。 样本期间， 中国进口大豆平均价格为 ０ ４６ 美元 ／千克， 人民币兑美元的名

义汇率平均为 ６ ８６， 实际汇率平均为 １４ ９４， 美国个人收入平均为 １ ３６ 万美元， 美国大

豆农户价为 １０ １４ 美元 ／浦式耳，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每月可支配收入１ ８６９ ０４元， 巴

西和阿根廷市场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为 ５２ ３２％， ＢＤＩ 指数为２ ５１５ ６１点。

四、 实证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估计可能出现的 “伪回归问题”， 在估计前采用 ＰＰ 检验对模

型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 ＰＰ 检验相当于异方差稳健的 ＡＤＦ 检验， 且不必指定差

分滞后项的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显示， 所有变量的检验统计量均小于 １％的临界值，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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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ＢＤＩ 指数是由若干条主要航线的即期运费根据各航线的重要程度和在航运市场上所占比重加权计算而

成的综合性指数， 一向是散装原物料的运费指数， 是世界上目前用于衡量国际海运情况的权威指数， 因此，
笔者采用 ＢＤＩ 指数作为衡量中国进口大豆运输成本变化情况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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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水平上拒绝 “存在单位根” 的原假设。 因此， 可认为所有变量都是平稳的。

表 １　 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模型变量的 ＰＰ检验结果

变量 ｚ （ｒｈｏ） Ｚ （ ｔ） Ｐ 值 是否平稳
Ｖ＿ Ｐｔ －４０ ２９０ －３ ５８４ ０ ００６ 平稳
Ｖ＿ ＲＥｔ －１０１ ３７０ －１９ ９００ ０ ０００ 平稳
Ｖ＿ Ｉｔ ｈ －８１ ３６６ －７ ００６ ０ ０００ 平稳
Ｖ＿ Ｉｔ ｆ －８７ ５４１ －１１ ３１１ ０ ０００ 平稳

Ｖ＿ＭＣｔ－８ －２９ ０８１ －７ ３１１ ０ ０００ 平稳
Ｖ＿ ＴＳＣｔ －９７ １８８ －９ ２５８ ０ ０００ 平稳
ＳＴＲｔ －４９ ０１７ －５ １９５ ０ ０００ 平稳

（二） 模型估计与结果分析

在进口实践中， 出口商对加成率的调整可能使进口价格反作用于进口来源结构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ａ）， 而进口国进口商也可能有意识地选择进口来源地， 以降低进口

波动风险和进口价格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５ｂ； 林大燕等， ２０１６）， 从而使进口来源结构存

在内生性问题。 因此， 选择滞后一期的进口来源结构 （Ｌ１ ＳＴＲ） 为工具变量， 采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 Ｓｑｕａｒｅ， ２ＳＬＳ） 进行估计， 估计结果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性的 ２ＳＬＳ估计结果

项目 系数 标准误 ｚ 值 Ｐ 值

ＳＴＲ －０ ０９ ０ ０３４ ３ －２ ６１ ０ ００
Ｖ＿ ＲＥ ３ ６８ １ １１９ ４ ３ ２８ ０ ００
Ｖ＿ ＲＩｈ ５ １８ １ ６４２ ６ ３ １５ ０ ０２
Ｖ＿ ＲＩｆ ０ １２ ０ ３５６ ９ ０ ３４ ０ ７３
Ｖ＿ＭＣｈ ０ ５０ ０ ２０８ ９ ２ ３９ ０ ０２
Ｖ＿ ＴＳＣ ０ ０９ ０ ０３０ ９ ２ ７８ ０ ００
常数项 －０ ０４ ０ ０２１ ８ －１ ７５ ０ ０８

Ｗａｌｄ ｃｈｉ２ （６） ２５ ６４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 ００
Ｒ２ ０ ３４

根据表 ２ 的回归结果， 模型整体拟合效果较好。 笔者所要考察的关键变量进口来

源结构 （ＳＴＲ） 的系数在 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且系数符号为负， 说明巴西和阿根

廷在中国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的提高有助于显著减小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

性， 具有季节互补性的进口来源的多样化能够缓解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在大

豆生产上， 巴西和阿根廷与美国具有很强的季节互补性， 其市场份额的提高有效弥补

了美国大豆生产淡季时世界市场上大豆供给的不足， 提高了中国在美国大豆生产淡季

时进口大豆的可获性， 有效满足了大豆进口需求， 从而有效降低了大豆进口价格。 在

美国大豆生产旺季大豆进口价格基本不变的情况下， 进一步有效地降低了中国大豆进

口价格在不同季节之间的波动程度。 正因如此， 即使同样面临气候变化、 生物质能源

发展、 投机资本、 金融危机等问题， 中国进口大豆的平均价格也比以 ＣＢＯＴ 价格和

ＣＩＦ 鹿特丹价格为代表的世界大豆价格平稳 （朱晶等， ２０１４）。 上述结论也验证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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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燕和朱晶 （２０１５） 关于中国大豆进口来源结构不断得到优化的结论。
表 ２ 的估计结果还显示， 汇率、 美国实际收入、 美国大豆生产成本以及运输成本

的波动均会显著提高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程度， 而中国实际收入的波动对中国大

豆进口价格波动的影响并不明显。 汇率、 美国大豆生产成本及运输成本的变动直接改

变了美国大豆的出口成本， 并进一步引发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 尽管美国在中国

大豆进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 但其仍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仍是中国最大

的大豆进口来源地。 随着美国大豆生产成本的改变， 中国大豆平均进口价格也随之变

化。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美国大豆生产成本由 ５ ６ 美元 ／浦式耳逐步提高至

１６ ２ 美元 ／浦式耳， 中国大豆进口价格也由 ０ ２８ 美元 ／千克上升至 ０ ６２ 美元 ／千克；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美国大豆生产成本逐渐回落至 １０ 美元 ／浦式耳以下， 中

国大豆进口价格也随之跌落至 ０ ４０ 美元 ／千克附近。
美国实际收入和中国实际收入的波动对中国大豆进口价格波动影响的差异可由

中美两国大豆消费用途的差异加以解释。 在中国， 大豆更多地被用于价格弹性较低的

食用消费和饲料用途， 而在美国则相对更多地用于价格弹性较高的工业用途。 根据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的数据， ２０１３ 年， 中国消费的大豆用于食用和饲料的占比合计

约为 ２０％， 是美国的 ５ 倍左右， 而用于榨油的大豆比例低于 ８０％， 约比美国低 １２％。
在中国压榨出来的大豆油用于工业用途的比例低于 １５％， 尚不足美国的一半。 因此，
相比于中国， 美国大豆消费对实际收入及大豆价格的变动更为敏感。 美国实际收入通

过影响美国国内大豆需求， 进一步影响到世界大豆供给， 在供需力量的作用下影响到

中国大豆进口价格， 使中国大豆进口价格也随之波动。

五、 结论与启示

随着中国粮食进口规模的扩大， 粮食进口价格的波动对国内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的影响日益突出。 笔者基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中国大豆进口月度数据的

实证分析表明， 位于南半球的巴西和阿根廷市场的兴起显著降低了中国大豆进口价

格的波动水平， 大豆进口来源具有季节差异的多元化可以有效缓解中国大豆进口价

格的波动情况。 由于巴西和阿根廷在大豆生产季节上与美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两

国市场份额的提高有效弥补了世界市场在美国大豆生产淡季时的大豆出口供给不

足， 提高了中国在美国大豆生产淡季时的进口可获性， 在美国大豆生产旺季、 世界

大豆供给和需求状况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有效缩小了中国在美国大豆生产旺季与生

产淡季之间大豆进口量的差异， 进而有效降低了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波动性。
与大豆类似， 稻米、 小麦、 玉米在南北半球的生产也具有明显的季节互补性。

例如， 在与中国同样位于北半球的加拿大、 法国， 玉米的收割季节为 ９ 月 ～１０ 月，
而在位于南半球的玉米主要出口国澳大利亚、 阿根廷， 玉米的收割季节则为 ４ 月～
５ 月。 因此， 对于这些主要粮食品种， 中国也应进一步关注其在不同进口来源地生

产和出口的季节互补性， 顺应各进口来源地生产季节的变化， 相应地调整进口来源

结构， 扩大从应季来源进口所需粮食品种的规模， 以充分利用南北半球粮食作物生

产的季节互补性， 缓解粮食进口价格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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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稳定性一直是国际贸易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基于现有研究中关

于 “进口来源多元化有助于缓解波动风险” 的观点， 从不同地域进口来源农产品

生产季节互补性的角度， 进一步为农产品进口价格波动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可

能有助于深化对农产品进口来源多元化的认识， 丰富贸易波动性的研究视角。 此

外， 笔者对于大豆进口价格波动机理的揭示， 也有助于中国政府把握农产品进口价

格波动规律， 规划设计持续、 稳定的大豆进口来源布局， 建立稳定可靠的贸易关

系， 提高中国大豆进口价格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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