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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牛肉出口贸易格局及对中国牛肉市场影响
杨 春
伴随国内牛肉消费需求的增加，中国牛肉贸易市场逐步扩
大。近年来继新增纳米比亚、匈牙利、蒙古等贸易国及澳大利
亚活牛贸易，有条件解禁美国牛肉进口以来，2017 年中国与美
国牛肉贸易正式开放，并宣布相关细则。众所周知，美国是世
界上牛肉生产量一直居于首位的国家，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
牛肉（包括冻牛肉、鲜冷牛肉，下同）出口量居于世界前列，
2017 年美国牛肉出口量为 91.89 万吨，占全球总出口量 的
14.27%，位居世界第三位。美国牛肉生产成本、牛肉产品价格
均具有一定的优势。美国牛肉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牛肉
市场的影响成为业界关注的热点。与此同时，近期中美贸易战
也涉及到牛肉产品,中国将对进口美国牛肉加征 25%关税。本文
在分析美国牛肉出口全球贸易格局和中美牛肉贸易走势的基础
上，结合当前中美贸易战格局，研究美国牛肉出口对中国牛肉
市场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相关研究对于准确掌握当前中
国新型牛肉贸易市场情况，研判贸易新格局对牛肉市场的影响，
确保国内牛肉市场稳定，指导肉牛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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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现实意义。
1 美国牛肉出口贸易格局演变及对华贸易情况
1.1 美国牛肉出口贸易格局演变
（1）美国牛肉出口占全球重要位置，出口量比例最高达
16.03%
美国是世界上牛肉产量一直居于首位的国家。2016 年，美
国牛肉产量为 1150 万吨，占世界牛肉总产量的 19%。1996 年以
来，世界牛肉出口量总体呈先增后降态势，由 1996 年的 477.99
万吨逐步增加到 2014 年的 922.35 万吨，到 2017 年减少到
643.80 万吨。美国牛肉出口量占世界牛肉出口量比例在 1996
年-2003 年总体保持历史高位，在 13.34%-16.03%之间，2004
年以来，受疯牛病影响，美国牛肉出口市场受到很大限制，出
口量明显下滑，出口量占比明显减少，2004 年为历史最低水平，
出口量占比仅为 2.35%。之后，随着美国牛肉出口市场的逐步
恢复，2017 年美国牛肉出口量占比增加到 14.27%，位居世界第
三位（图 1）
。总体来看，除个别年份外，美国牛肉出口一直占
全球重要位置。
（2）美国牛肉出口经历“增加——减少——增加”的变
动，疯牛病事件阶段性影响美国牛肉出口
美国牛肉出口量由 1996 年的 59.84 万吨波动增加到 2003
年的 83.46 万吨。2003 年底，美国爆发疯牛病，牛肉产品出口
受到很大的限制，出口量大幅下滑。2004 年美国牛肉出口量跌
至历史最低水平，仅为 14.40 万吨。2004 年-2009 年，美国牛
肉出口量一直处于低位。2010 年以来，伴随美国疯牛病的逐步
控制，全球化贸易的发展，贸易市场逐步放开。到 2017 年，美
国牛肉出口量恢复增长至 91.89 万吨（图 1）。美国牛肉出口价
格由 1996 年的 3.98 美元/公斤波动上涨到 2014 年的 7.41 美元
/公斤，近两年略有下降，2017 年美国牛肉出口价格为 6.75 美
元/公斤。

图1

1996 年以来世界和美国牛肉出口情况

资料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牛肉包括鲜冷牛肉、冻牛肉。

（3）美国牛肉出口产品主要为冻牛肉和鲜冷牛肉，其中冻
牛肉出口占比较高
美国牛肉出口产品主要为冻牛肉和鲜冷牛肉。美国冻牛肉
出口量由 1996 年的 32.55 万吨下降到 2004 年的 2.51 万吨，之
后波动增加到 2017 年的 47.81 万吨；鲜冷牛肉出口量由 1996
年的 27.30 万吨下降到 2004 年的 11.89 万吨，之后增加到 2017
年的 44.08 万吨。2017 年，美国冻牛肉出口占比为 52.03%，鲜
冷牛肉出口占比为 47.97%。2004 年，受疯牛病影响，冻牛肉和
鲜冷牛肉出口量均明显下滑，其中冻牛肉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
2004 年，美国冻牛肉出口量同比减少了 93.70%，鲜冷牛肉出口
量同比减少了 72.74%。
（4）美国牛肉出口市场格局经历了“缩减-扩大”变动，
主要为日、韩等国
美国牛肉出口目的地主要集中于日本、韩国、中国香港、
墨西哥等国。1996 年，美国出口牛肉贸易国有 102 个，主要有
日本、加拿大、韩国、墨西哥、中国香港，美国出口到上述国
家牛肉占总出口量的 55.83%、15.01%、11.79%、9.73%、1.95%。
2003 年，美国出口牛肉贸易国有 109 个，主要有日本、韩国、
墨西哥、加拿大、中国香港，美国出口到上述国家牛肉占总出

口量的 35.53%、24.79%、24.35%、7.56%、1.81%。2004 年后，
受疯牛病的影响，中国、韩国、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国限
制进口美国牛肉，贸易国减少到 90 多个。直到 2011 年，韩国、
日本等国逐步恢复美国牛肉进口。2017 年，美国牛肉出口贸易
国有 109 个，主要目的地国为日本、韩国、墨西哥、中国香港、
荷兰、菲律宾、加拿大等。
1.2 美国对华牛肉出口情况
（1）美国曾是中国牛肉进口的主要来源国
2003 年以前，中国进口牛肉的主要贸易国有美国、澳大利
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中国从美国进口牛肉比例保持增长，
由 1996 年的 23.44%增加到 2003 年的 64.98%，最高达 76.45%
（2002 年）。2003 年，中国进口牛肉 8135.02 吨。其中，进口
来自美国牛肉 5286.22 吨。中国进口牛肉价格总体小幅波动上
涨，由 1996 年的 1.33 美元/公斤上涨到 2003 年的 1.47 美元/
公斤，进口美国牛肉价格由 1996 年的 1.29 美元/公斤下降到
2003 年的 1.22 美元/公斤。与此同时，中国进口牛肉价格总体
高于进口美国牛肉价格。
（2）从 2003 年底中国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2003 年底，
由于美国牛肉及其产品爆发疯牛病，在美国向世界动物卫生组
织通报后，中国颁布了从美国进口牛肉的禁令。由此，在长达
12 年的时间里中国未从美国进口牛肉。
（3）近两年中国逐步解除美国牛肉进口禁令，美国牛肉再
次进入中国市场，出口量少价高。伴随中国牛肉消费需求增加，
贸易市场的逐步扩大，以及中美“百日计划”的提出，中国逐
步放开美国牛肉市场。2016 年 9 月，中国提出有条件解除美国
牛肉进口禁令，解除美国 30 月龄以下剔骨牛肉、带骨牛肉的禁
令，允许符合中国追溯体系要求和检验检疫要求的美国牛肉对
华出口。2016 年，美国出口少量牛肉到中国市场，并且全部为
冻牛肉，美国出口中国冻牛肉 4.01 吨，出口价格为 7.78 美元/
公斤。2017 年中国与美国牛肉贸易正式开放，并宣布相关细则。

2017 年 1-12 月份，美国出口中国牛肉 2204.79 吨，其中出口
冻牛肉 1936.85 吨，出口价格为 10.30 美元/公斤，出口鲜冷牛
肉 267.94 吨，出口价格为 18.88 美元/公斤。
1.3 中美贸易战格局情况
过去 20 余年中国一直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目标，特
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贸易保护案件明显增加，2018 年美国对
华贸易保护更是升级，宣布对中国 500 亿美元产品征税、
向 1000
亿美元中国产品征税、禁止向中兴出口零部件等等。4 月 4 日，
中国政府宣布等额对原产于美国的农产品、汽车、化工品、飞
机等 14 类 106 项进口商品加征 25%的关税，
其中涵盖鲜冷牛肉、
冻牛肉、牛杂碎等 7 个税项的进口牛肉和猪肉。
2 美国牛肉出口对中国牛肉市场影响分析
2.1 预计短期内进口量不会大幅增加，进口美国牛肉将有
效补充国内牛肉产品市场并有力打击走私
2016 年 9 月，有条件的放开美国牛肉进口后，中国进口美
国牛肉并没有大幅增加。2017 年，正式放开美国牛肉进口后，
短期内进口美国牛肉也不会出现大幅增加。梅特分析认为，中
美牛肉贸易虽已开放，但是仍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在双
方平衡各自利益的条件下会形成稳定的贸易格局。与此同时，
目前美国牛肉产品中符合中国进口要求的相对较少，仅有 10%
左右符合中国进口标准，因为美国肉牛养殖普遍添加莱克多巴
胺（瘦肉精）等。美国如果要增加对中国牛肉出口，需要调整
国内的肉牛生产，生产出符合中国进口的牛肉产品，而这种调
整需要一定的过程，短期内美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不会很多。
从中国国内牛肉市场供求来看，一直以来，国内牛肉生产供给
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走私牛肉事件频频发生。进口美国牛肉，
一是补充了国内牛肉产品生产的不足；二是有助于消费者购买
到优质优价的美国牛肉产品；三是美国牛肉产品与其他走私国
牛肉产品相比有很大优势，对走私牛肉产品形成一定的打击，
有助于减少走私，构建良好的牛肉产品市场。

2.2 进口美国牛肉总体对国内牛肉价格影响程度较小
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认为，美国的牛肉产品价格超低，基
本在 20 元/公斤，如果进口如此低价的牛肉将对中国牛肉市场
产生很大冲击。本研究认为进口超低价格美国牛肉不太可能。
2016 年，中国对美国的进口牛肉产品制定了具体的要求，对进
口 30 月龄以下剔骨牛肉、带骨牛肉解禁，2016 年中国进口美
国冻牛肉 4.01 吨，进口价格为 7.78 美元/公斤，折合人民币为
51.66 元/公斤，价格并不低。2017 年中国对进口的美国牛肉颁
布相关进口细则，允许输华的牛肉产品牛龄要求 30 个月龄以
下，包括剔骨牛肉，肾，肝，肌腱，外裙，内裙，牛尾，牛骨，
牛蹄，颊肉，牛唇，头肉，牛膝，碎牛肉等；禁止输华的产品
包括使用机器搅拌的肉沫；禁止包含莱克多巴胺（瘦肉精）及
其他生长激素化合物的牛肉及相关产品。由此分析，牛龄要求
30 个月龄以下，使得价格低廉的老残牛肉难以进入国内市；价
格便宜的肉沫等被禁止。美国肉牛养殖是可以使用莱克多巴胺，
而国内进口牛肉要求禁止使用莱克多巴胺，美国牛肉要出口中
国一定会增加养殖成本。从目前进口情况看，从美国进口的牛
肉价格要高于其他进口来源国。中国进口美国冻牛肉价格为
15.06 美元/公斤，也高于其他进口来源国价格；目前中国仅从
美国和澳大利亚进口鲜冷牛肉，中国进口美国鲜冷牛肉价格为
19.89 美元/公斤，远高于澳大利亚（11.10 美元/公斤）。综合
来看，进口低价美国牛肉不太可能，进口量不会大幅增加，总
体对国内牛肉价格影响程度较小。
2.3 长期来看，分环节分析，除了屠宰销售环节外，对养
殖环节出栏活牛价格会有小幅影响
肉牛产业包括繁育、养殖、屠宰、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
未来，随着美国牛肉生产调整，对中国牛肉出口将会逐步增加。
长期来看，中国进口美国牛肉将进一步增加，预计将对牛肉市
场价格有一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预计除了屠宰销售环节
外，对养殖环节出栏活牛价格会有小幅影响。对产品市场形成

一定影响的同时，将对上游养殖环节的出栏活牛价格形成小幅
度的影响。大量进口价格具有优势的美国牛肉，将加大国内屠
宰环节竞争，形成连锁反应，屠宰企业在收购活牛时有可能会
压低活牛价格，从而影响养殖环节的价格，并对肉牛养殖户的
盈利形成一定影响。
2.4 长期来看，分产品分析，进口美国牛肉对冻肉产品价
格有一定影响，对鲜牛肉产品价格影响较小
2017 年 6 月中国宣布的进口牛肉细则中允许进口冷冻的带
骨、去骨牛肉，冰鲜的带骨、去骨牛肉。2017 年 6 月，首批美
国牛肉进入中国市场，主要为极佳级别的西冷、菲力和眼肉冰
鲜牛排，半斤达 200 元，价格并不低。从中美贸易发展来看，
中国进口的美国牛肉产品受运输及保鲜等条件约束，进口的主
要是冻肉产品，这将影响国内冻肉产品的价格。而鲜牛肉产品，
进口量不大，如果有进口，考虑到运输储存等成本，价格会比
较高，竞争力影响相对较弱。一直以来，中国的走私牛肉主要
是冻肉，这对国内市场冻肉价格也有一定的冲击。长期来看美
国牛肉出口中国将影响中国冻肉产品的价格，如果进口量较大，
则会使中国的冻牛肉产品价格小幅下跌。
2.5 中美贸易战将明显减少美国牛肉出口中国市场份额，
削弱其市场竞争力
2018 年 4 月 4 日，中国政府宣布对美国涵盖鲜冷牛肉、冻
牛肉、牛杂碎等进口牛肉加征 25%的关税，时隔 12 年重返中国
市场的美国牛肉将会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在进口牛肉进入国
内需要交纳增值税和关税的原有税率基础上，再加征 25%的关
税，将明显增加美国牛肉出口中国市场成本，终端牛肉销售价
格将有一定的上涨，美国牛肉出口中国市场的占比将有一定减
少，将明显削弱美国牛肉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力。
3 政策建议
3.1 及时启动贸易市场监测预警
密切跟踪中美牛肉贸易走势情况及国内牛肉产品市场价

格，在进口美国牛肉量比较大以及进口价格与国内有明显差距
的情况下，及时出台相关预警对策，稳定国内牛肉市场价格。
3.2 降成本、提品质，提升国内牛肉产品市场竞争力
建议从供给侧改革视角降成本，促进中国肉牛业发展。一
是全面降低肉牛养殖成本，借助国家实施的“粮改饲”试点，
总结肉牛草畜结合的典型模式，降低肉牛养殖饲草成本；二是
加大专业化服务体系机构的建设，包括饲草料配送服务、疫病
防控服务、饲草机械收获等；三是稳定国内基础母牛养殖，提
高母牛养殖技术效率，增加犊牛养殖数量；四是加大肉牛优质
品种培育，提升肉牛养殖、加工技术水平，提高牛肉品质。
3.3 加大发展中国冷鲜牛肉产品
国外进口的多数为冻肉，因此国内发展冷鲜牛肉将具有很
大的优势和潜力。建议国内屠宰企业结合市场需求，进一步调
整生产结构，增加冷鲜肉生产计划，提高冷鲜肉生产技术水平，
实施品牌战略，推进国内冷鲜牛肉的生产发展，提升国内生产
竞争力。
3.4 有力打击走私牛肉，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目前，中国的走私牛肉现象仍然存在，国内牛肉市场仍不
够规范。建议进一步构建完善的牛肉走私监管体系，出台相关
法律规定，对牛肉走私进行严格的管理，加强进口肉类的检验
检疫监管。对走私牛肉的违法事件进行严厉查处，加大处罚力
度，逐步规范国内牛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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