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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出口国对国际小麦贸易市场定价权的掌控

与对策建议

孙致陆

随着《WTO 乌拉圭回合农业谈判协定》和《WTO 多哈回合谈

判巴厘一揽子协定》的先后签订，近年来世界粮食贸易快速发

展，并且已经成为调节国际粮食供求关系和影响各国粮食安全

的重要因素。加入 WTO 以来，中国国内粮食市场对外开放程度

显著提升，目前已深度融合到开放的国际粮食贸易系统之中，

且近年来随着粮食贸易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粮食安全已经和

世界粮食安全融为一体。市场定价权是指对市场价格的控制能

力。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全球化分工逐步深入的背景下，市

场定价能力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衡量国际竞争力的

一个重要指标，一国是否拥有粮食贸易国际市场定价权会直接

影响和决定其国际粮食贸易利益获取能力，而市场势力则是衡

量市场定价权的重要指标。小麦作为一种重要的口粮，在全球

粮食贸易中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在国际小麦贸易

市场上，主要小麦出口国是否都具有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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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出口国在不同小麦进口国市场上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是否

存在差异，又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有

助于理清国际小麦贸易市场势力的深层次特征，且对中国增强

利用国际市场国外资源调剂国内小麦供求余缺的能力和进一步

优化小麦进口来源市场结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本研究

针对上述问题开展深入分析，最后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国际小麦贸易市场结构演变趋势

（一）国际小麦贸易整体市场结构

1.世界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度一直较高

1994-2018 年，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俄罗斯

一直是世界主要小麦出口国，阿根廷等国家也是重要小麦出口

国。美国在 1995-2015 年的大多数年份里都是世界小麦最大出

口国；近年来，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中东

欧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的小麦出口量持续增长，这些国家的小麦

出口市场份额随之不断攀升并成为新兴重要小麦出口国，且俄

罗斯在 2016-2018 年一直是世界小麦最大出口国。1994-2018

年，世界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度总体上有所下降，前五位和前十

位出口国的出口比重合计分别从 1994 年的 84.38%和 95.91%降

至 2018 年的 65.40%和 88.47%，分别减少了 18.98 和 7.44 个百

分点；这表明，世界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度总体上仍处在较高水

平，即少数出口国占有大多数出口份额的格局未出现明显改变。

2.世界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相对较低

1994-2018 年，意大利、埃及、巴西、日本、荷兰、阿尔

及利亚、印度尼西亚和西班牙等国家一直是世界主要小麦进口

国，中国在部分年份的小麦进口量也位处世界前列。世界小麦

进口市场集中度总体上显著下降，前五位和前十位进口国的进

口比重合计分别从 1994 年的 47.27%和 68.30%降至 2018 年的

32.61%和 54.98%，分别减少了 14.66 和 13.32 个百分点；这表

明，近年来世界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相对于出口市场集中度总

体上已处在较低水平，即各个进口国的进口份额进一步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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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进口国的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均出现不同程度

下降，但总体上仍很高或较高

从意大利、埃及、印度尼西亚、巴西、日本、西班牙、阿

尔及利亚和中国等 8 个主要小麦进口国的小麦进口来源市场结

构来看，1994 年，这 8 个国家的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都非常高，

对前四大或前三大进口来源国的进口比重合计除意大利为

78.76%，其他 7 个国家均高于 90%，其中巴西和日本对前三大

进口来源国以及中国对前四大进口来源国的进口比重合计均接

近或等于 100%；法国同时是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小麦最大进口来

源国，美国同时是埃及和日本的最大进口来源国，澳大利亚是

印度尼西亚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加拿大同时是阿尔及利亚和中

国的最大进口来源国，巴拉圭是巴西的最大进口来源国；除印

度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外，其他 6 个国家对其小麦最大进口来

源国的进口比重均高于 49%，其中埃及高达 70.64%。2018 年，

这 8 个国家对前四大进口来源国的进口比重仅意大利、西班牙

和阿尔及利亚低于 50%且分别为 49.03%、48.85%和 45.05%，其

他 5个国家均高于 79%，其中埃及、巴西、日本和中国高于 96%，

可见，8 个国家的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总体上仍很高或较高；

与 1994 年相比，8 个国家对前四大进口来源国的进口比重合计

均出现不同程度下降，其中阿尔及利亚、西班牙和意大利分别

减少了 46.77、45.79 和 29.73 个百分点。

二、主要出口国小麦贸易市场势力及其影响因素

（一）市场势力测算方法与测算结果

1.测算方法

为了量化市场势力并据此分析市场定价权，相关研究基于

不同视角提出了多种测算方法。总体来看，现有市场势力测算

方法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1）基于市场结构视角的指标测算

方法，包括市场集中度、市场份额、Herfindahl-Hirschman 指

数等结构性指标。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该类测算方法容

易受到质疑，且其测算结果也难以准确反映市场势力，因为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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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份额高并不必然地意味着就具有市场势力。（2）基于市场绩

效视角的指数测算方法，最具代表性的是 Lerner 指数。在现实

中，作为 Lerner 指数重要组成部分的边际成本往往难以直接获

取，从而限制了其适用范围。（3）基于新经验产业组织理论的

模型测算方法，包括就市定价（PTM）模型、价格-边际成本（PMC）

模型、剩余需求弹性（RDE）模型、两国局部均衡贸易模型和异

质性企业市场势力模型等。总体来看，这些模型测算方法基于

不同的研究假设，适用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数据也存在较大差别，

其中基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且具有较好理论基础的剩余需求

弹性模型在实际研究中被相对更多地广泛采用。因此，本研究

也采用扩展的剩余需求弹性模型来测算美国、加拿大、法国、

澳大利亚、阿根廷和俄罗斯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在意大利、埃

及、印度尼西亚、巴西、日本、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和中国 8

个主要小麦进口国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1994-2018 年，6 个主

要小麦出口国的小麦出口量合计占世界小麦出口总量的60.71%

-84.02%，8 个主要小麦进口国的小麦进口量合计占世界小麦进

口总量的 39.86%-51.57%。

2.测算结果

（1）美国小麦在意大利、埃及和日本具有很强卖方贸易市

场势力。在意大利、埃及和日本小麦进口市场上，美国小麦都

具有很强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中国小麦进口市场上，美国

小麦具有较弱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印度尼西亚、巴西、西

班牙和阿尔及利亚小麦进口市场上，美国小麦均不具有显著的

卖方贸易市场势力。

（2）加拿大小麦在意大利和日本具有很强或较强卖方贸易

市场势力。在意大利和日本小麦进口市场上，加拿大小麦的卖

方贸易市场势力在日本很强，在意大利较强。在印度尼西亚、

阿尔及利亚和中国小麦进口市场上，加拿大小麦均具有较弱的

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埃及、巴西和西班牙小麦进口市场上，

加拿大小麦均不具有显著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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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国小麦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具有很强或较强卖方

贸易市场势力。在西班牙和阿尔及利亚小麦进口市场上，法国

小麦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西班牙很强，在阿尔及利亚较强。

在意大利和埃及小麦进口市场上，法国小麦均具有较弱的卖方

贸易市场势力。在日本小麦进口市场上，法国小麦不具有显著

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

（4）澳大利亚小麦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中国具有很强或

较强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印度尼西亚、日本和中国小麦进口

市场上，澳大利亚小麦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印度尼西亚很强，

在日本和中国较强。在意大利和埃及小麦进口市场上，澳大利

亚小麦均具有较弱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

（5）阿根廷和俄罗斯小麦分别在巴西和埃及具有很强卖方

贸易市场势力。对于阿根廷，在巴西小麦进口市场上，阿根廷

小麦具有很强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对于俄罗斯，在埃及小麦

进口市场上，俄罗斯小麦具有很强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在意

大利和西班牙小麦进口市场上，俄罗斯小麦均不具有显著的卖

方贸易市场势力。

（二）市场势力影响因素

1.汇率

粮食贸易国之间货币汇率的变动会直接影响出口国的粮食

价格并通过价格的变动影响其市场需求和竞争力，因此，汇率

是影响粮食贸易市场势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以本研究中的 8 个

主要小麦进口国中的埃及、巴西和中国为例，通过比较可知，

美国等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货币兑换这些国家货币的汇率在数

值大小、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这也在一定

程度上导致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在主要小麦进口国的贸易

市场势力存在差异。其中，中国自 2005 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

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

来，美元、欧元、加元、澳大利亚元、俄罗斯卢布和阿根廷比

索对人民币总体上都在贬值，截至 2018 年年底累计贬值幅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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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达到 14.96%、17.94%、27.28%、18.40%、63.56%和 77.10%；

2018 年，美元和欧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都明显高于加元、澳大

利亚元、俄罗斯卢布和阿根廷比索兑换人民币的汇率。

2.生产者价格

生产者价格也是影响粮食贸易市场势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国小麦的生产者价格不仅反映了该国小麦生产的技术水平和

自然条件，还隐含了该国政府对小麦生产实施的各种支持补贴

政策。一般情况下，一国小麦生产的技术水平越高、自然条件

越好，单位面积小麦产量也会越高，小麦在单位面积和单位产

量上所平摊的生产成本则均会越低，进而使得该国小麦定价具

有越强的成本优势且其生产者价格往往也会越低；同时，当一

国政府对国内小麦生产实施各种支持补贴政策时，实际上就相

对于间接地降低了小麦在生产环节的成本。通过比较可知，美

国等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的小麦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数值大小、

变化方向和变化幅度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

致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小麦在 8 个主要小麦进口国的贸易市场

势力存在差异；近年来，美国、加拿大和法国的小麦生产者价

格指数均在持续下降，这有利于增强这 3 国小麦贸易市场势力，

而澳大利亚、阿根廷和俄罗斯的小麦生产者价格指数则均以增

长为主，这导致这三国小麦贸易市场势力相对都有所减弱。

3.政府政策

从主要小麦出口国政府来看，为了获取更强的小麦贸易市

场势力并以此获得更大的贸易利益，都制定并实施了涵盖小麦

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多样化支持政策；特别是美国、加拿大、法

国和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为了增强本国小麦在国际市场

上的贸易竞争力，除了在生产环节出台了相关支持政策外，还

实施了一系列涉及税收、信贷、保险、流通、农资供应、市场

信息服务、农业技术服务、法律服务等方面的全方位、综合性

支持政策。此外，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

进，在国家之间或区域内达成的自由贸易区等贸易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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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为相关国家之间或者区域内部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提供更加

开放、便利、优惠的贸易环境，进而使其获得更强的贸易市场

势力。例如，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同为欧盟成员国，法国小

麦在西班牙和意大利市场上均享有高于美国等其他小麦出口国

的贸易优惠待遇；中国在 2015 年与澳大利亚正式签署了《中澳

自由贸易协定》，且该协定已于同年生效，根据该协定，中国对

澳大利亚小麦的进口关税自该协定生效起立即降为零，这使得

澳大利亚小麦在中国市场上拥有比其他小麦出口国更加优惠的

贸易待遇。

三、对策建议

综上可知，近年来，世界小麦出口市场集中度仍处在较高

水平，少数出口国占有大多数出口份额的格局并未改变；世界

小麦进口市场集中度则明显下降，各进口国的进口份额进一步

分散。美国等 6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的小麦出口都具有明显的卖

方贸易市场势力；受到汇率、生产者价格、政府政策等因素的

影响，主要小麦出口国卖方贸易市场势力的国别分布存在显著

差异，且各自只存在于特定的主要小麦进口国市场上；在中国

小麦进口市场上，澳大利亚小麦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较强，美

国和加拿大小麦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则均相对较弱。

在贸易开放背景下，合理利用国际粮食资源是确保中国粮

食安全的必要补充，且相比其他粮食品种，国际市场的小麦供

应是相对更为稳定的、可利用的外部市场粮源。但是，鉴于国

际小麦贸易市场势力主要为少数主要小麦出口国所掌控，且中

国小麦进口来源一直高度集中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这 3

个主要小麦出口国，中国小麦进口目前存在较高的进口市场风

险和较低的进口稳定性与安全性。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的

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捷克和哈萨克

斯坦等国家逐渐发展成为国际小麦市场新兴主要出口国，2018

年上述 7 个国家小麦出口量合计占世界小麦出口总量的

41.58%。因此，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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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更加多元、稳定、可靠的进口来源渠道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落实，应在进一步增强国内

小麦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小麦出口

国共同深入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加快提升这些国家的贸

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通过这些国家开辟新的小麦进口市场渠道，

尽快构建更加多元、稳定、可靠的小麦进口来源市场结构。

（二）增强主要进口来源国之间的相互制衡

鉴于在中国小麦进口市场上，澳大利亚小麦的卖方贸易市

场势力相对较强，而美国和加拿大小麦的卖方贸易市场势力相

对较弱，可适当加强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进口贸易合作，进

一步增强这两国进口小麦在国内市场上对澳大利亚进口小麦的

相互制衡作用。

（三）加强市场形势跟踪研究和监测预警

加强对国际小麦市场形势的跟踪研究和监测预警并制定相

关应对预案，积极化解可能出现的输入性小麦市场波动风险；

充分利用 WTO 赋予的权力，当国内小麦产业受到进口损害或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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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内小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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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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