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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农 业 经 济 连 续 两 个 季 度 温 和 回 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

顺 应 消 费 结 构 升 级 趋 势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主任 潘建成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其关注种植其关注种植

业业、、畜牧业和副业三大领域畜牧业和副业三大领域，，通过定量指标通过定量指标，，

对农产品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进行监测对农产品运行的周期性波动进行监测，，描述描述

农产品生产供应的现实情况农产品生产供应的现实情况，，同时预测农产同时预测农产

品生产供应的未来趋势品生产供应的未来趋势。。

景气指数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景气指数报告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第一

部分景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运部分景气指数的变动情况反映农业经济运

行景气程度的变化方向行景气程度的变化方向；；第二部分预警指数第二部分预警指数

采用红采用红、、蓝等五色灯号系统蓝等五色灯号系统，，直观反映农业直观反映农业

发展所处的发展所处的““冷冷”“”“热热””状态区间状态区间；；第三部分通第三部分通

过对农业投入过对农业投入、、农业的经济效益农业的经济效益、、国际资源国际资源

和国际市场利用和国际市场利用、、农业基础环境等农业基础环境等 88 个指标个指标

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进行定量描述与分析，，并对指标的进一步变并对指标的进一步变

动作出预测动作出预测。。

依托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依托在中国经济领域的权威视角，，中国中国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跟踪监测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跟踪监测、、前瞻预警我国前瞻预警我国

农业的运行情况和趋势农业的运行情况和趋势,,将为农业发展提供将为农业发展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更有针对性的服务，，有利于宏观监测有利于宏观监测、、企业企业

决策和行业研究决策和行业研究。。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农业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2016 年三季度，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 101.6，比二季度上升 0.3 点，连续 2 个季度回升；中国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为 90.0，比二季

度低 6.7点，继续在显示正常的“绿灯区”运行。

景气分析的结果表明，农业生产增长继续加快，全国秋粮已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仍有望获得好收成；受马铃薯及猪肉价格回落的影响，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

明显回落；农产品价格的回落，导致务农收入及终端食品零售增长不同程度放缓；农产品出口继续保持温和增长态势，占出口份额较大的水海产品以及蔬菜出口

增长继续加快。

中国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2016 年三季度，中国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以
下简称农经景气指数）为 101.6，比二季度上
升 0.3 点，连续 2 个季度回升；中国农业经济
预警指数（以下简称农经预警指数）为 90.0，
比二季度低 6.7 点，继续在显示正常的“绿灯
区”运行。

农经景气指数环比上升

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 6 个指标中，与二
季度相比，除务农收入增长略放缓之外，农业
生产、农产品出口、农业投资、农林水财政支
出和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速均不同程度上升。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农经景气指数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比
未剔除随机因素的指数值低 0.2 点，且继续
呈下行走势。

三季度，农经预警指数为 90.0，比二季度
下降6.7点，继续在显示正常的“绿灯区”运行。

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 10 个指标中，位
于“绿灯区”的有 5 个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
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产品生
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逆转）
和农林水财政支出；位于“红灯区”的有 1 个
指标，为猪料比；位于“浅蓝灯区”的有 3 个指
标，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产品出口
额和粮油食品零售额；位于“蓝灯区”的有 1
个指标，为谷物及制品进口额。

从灯号变动情况来看，三季度，在 10 个
监测预警指标中，谷物及制品进口额由“浅蓝
灯”降为“蓝灯”，粮油、食品零售额由“绿灯”
降为“浅蓝灯”，其余 8 个监测预警指标灯号
不变。上述结果表明，农产品价格下降引起
的零售增长放缓以及谷物等粮食进口的下降
是三季度农业预警指数下降的主因。

农业生产增长继续加快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40666 亿
元，同比增长 3.5%，比上半年上升 0.4 个百分
点，其中，三季度增加值为18569.0亿元，同比
增长 4.0%，比二季度上升 0.9 个百分点，继续
呈加快走势，但增速仍低于前两年同期水平。

从 粮 食 生 产 来 看 ，全 国 夏 粮 总 产 量
13926.0 万吨（2785.2 亿斤），比 2015 年减产
162.1 万吨（32.4 亿斤），减少 1.2%，是历史第
二高产年。早稻总产量 3278 万吨，比上年减
少91万吨，下降2.7%；秋粮有望获得好收成。

从肉禽生产来看，前三季度，猪牛羊禽肉
产量 5833 万吨，同比下降 1.1%，降幅比二季
度收窄 0.2 个百分点；其中猪肉产量 3690 万
吨，下降 3.6%，降幅比二季度收窄 0.3 个百分
点。生猪存栏 43163 万头，出栏 47924 万头，
同比分别减少 3.4%和 3.7%，降幅比二季度分
别收窄 0.3个和 0.7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522.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增速比二季度上升
1.8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季度保持同比增长态
势。农产品出口增长的加快既有基数偏低的

原因，更主要的是水海产品以及蔬菜等主要
农产品出口保持了良好走势。数据显示，前
三季度，水海产品以及蔬菜出口额同比分别
增长 2.6%和 13.9%，分别比上半年累计增速
加快 1.9 个和 2.3 个百分点；鲜、干水果及坚
果出口额同比增长 23.8%，比上半年累计增
速放缓 8.7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
53.1 亿美元，同比下降 34.4%，降幅继续扩
大，与二季度相比，扩大 8.2 个百分点。玉
米、高粱等谷物进口量的下降，以及国际粮价
下跌是造成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降幅扩大
的主因。数据显示，前三季度，我国玉米、高
粱进口量同比分别下降 34.3%和 29.8%，进
口额同比分别下降 44.4%和 46.4%。

三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0.4%，
涨幅比二季度回落 7.3 个百分点。农产品价
格涨幅的回落，一方面与马铃薯大量上市、价
格快速回落有关；另一方面，随着猪肉供给的
增加，其价格逐步回落。而粮食价格同比跌
幅则有所收窄，数据显示，三季度小麦、玉米
生产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4.2%和 13.3%，跌幅
比二季度收窄4.4个和2个百分点。

三季度，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0.2%，涨幅与二季度基本持平（微降 0.1 个百
分点），连续 5 个季度保持温和上涨态势。主
要因素仍是前一时期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相

关仔畜幼畜及产品畜价格的上涨，以及农业
生产服务价格的上涨。数据显示，前三季度，
仔畜幼畜及产品畜价格以及农业生产服务价
格同比涨幅分别为 30.0%和 1.5%。而其他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基本平稳或略有下降。

三季度，猪肉价格开始下跌。据农业部
监测，猪肉价格 6 月第 2 周涨至每公斤 31.56
元后震荡回落至 9 月第 3 周每公斤 29.59 元，
环比跌 0.7%，同比涨 5.0%；生猪价格 6 月第
2 周涨至每公斤 20.80 元后震荡回落至 9 月
第 4 周每公斤 17.94 元，环比跌 2.3%，同比涨
2.3%。导致猪料比由二季度的 8.44∶1 高位
回落至本季度的 7.2∶1，出现连续 5 个季度快
速上升后的首次回落。目前，猪肉供应基本
恢复正常，猪肉价格继续下行为大概率事件。

前三季度，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品零
售额为10715.6亿元，同比增长11.7%，增速比
二季度回落0.6个百分点。增速回落一方面与
食品类商品零售价格回落有关，另一方面与同
比基数较高有关。

前三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3035.5 元，名义增长速度为 7.0%，增速比二
季度回落 1.5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季度增长放
缓，主要与农产品价格下跌有关。

前三季度，我国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
资为 16247 亿元，同比增长 20.1%，增速比二
季度上升 0.6 个百分点，在连续 2 个季度放缓

后出现小幅回升，且比同期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平均增速高 11.9 个百分点，表明农业投
资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前三季度，农林水财政支出为 12000 亿
元，同比增长 11.4%，增速比二季度上升 4.6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季度加快。以上数据表
明，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18496.3 元（可比价），同比增长 7.8%，增速比
二季度上升 0.4 个百分点，连续 2 个季度呈上
升态势。农业劳动生产率加速上升得益于农
业生产条件改善，以及农业结构调整带来的
产出增长。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迫在眉睫

从未来预期看，一方面，今年冬季气候条
件不利，将形成一次弱到中等强度的拉尼娜
现象，可能导致冬季气温偏低，发生冰冻灾
害；与此同时，粮食丰收加之库存较大，粮食
价格持续走低，尤其是玉米价格出现下跌，农
民增收压力较大。

另一方面，财政政策将继续发力，大力支
持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2017 年，中央财
政将进一步调整水利专项资金支出结构，加
大对冬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灾后水利薄弱
环节建设的支持力度。财政政策支持有助于

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升生产效率。
农业景气有望延续相对平稳的运行态势。

经模型测算，今年四季度、明年一季度农
经景气指数分别为 101.7 和 101.6，农经预警
指数为 93.3和 93.3，呈稳中有升走势。

为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亟须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提升农业
科技含量。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创
新，以重大品种、现代装备为核心，以节本增
效、生态环保、质量安全为重点，加快发展生
态、绿色、高效、安全的现代农业技术，建立现
代种养、农产品加工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控等
技术体系。在育种方面，大力推进良种重大
科研联合攻关，在加快新一轮粮食品种更新
换代四大作物中，玉米将机收籽粒品种为攻
关重点目标，大豆将以高产高蛋白品种为目
标，小麦初步将选育抗赤霉病品种作为重点，
水稻将轻简高效优质安全品种选育作为主攻
方向。在农机现代化方面，从解决关键环节
机械化为主向农业生产全程机械化模式发
展，并朝着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化与先
进制造方向发展。开发粮食、肉蛋奶、果蔬生
产和棉、油、糖、橡胶等作物关键生产环节农
机装备集成全程机械化解决方案和成套设
备；重点研制无级变速大型拖拉机、精准变量
复式作业机具、高效能联合收获机械、精量低
污染大型自走式施药机械、种子繁育与精细
选别加工设备、健康养殖智能化装备；突破重
型柴油机、无级变速、电控技术、液压驱动和
动植物对象识别与监控系统等为代表的关键
零部件效能提升和可靠性技术。

二是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促进信息化
与农业现代化深度融合。发展“互联网+”现
代农业，是提高农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大举措，是加强农村社会管理和
服务的有效途径。农村互联网发展，要对接
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农民日常生活和农村
社会管理，服务农业农村发展。要根据农业
特点，遵循市场和产业发展规律，探索可持续
的商业运行模式。一要打造“线上农业”，带
动“线下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做到“线
上农业”和“线下农业”融合发展；二要加快农
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多层次服务平
台，完善物流网络体系；三要搭建农业信息化
融合平台，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新技术
和新农民创业创新博览会。

三是大力加强农业生态环境治理，促进
农业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基础，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保障。农
业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
的主要因素。一要严格控制化肥和农药的使
用，推广科学施肥技术和使用高效、低毒、低
残留农药；二要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加强农
机、农技、农艺等秸秆还田技术的配套和创
新，通过机械化还田、生物腐熟还田、养畜过
腹还田等多种方式，坚持因地制宜、农用为
主，尽可能取之于土、还之于土、循环利用；三
要推进农牧结合、种养结合、一二三产业结
合、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建设结合。

三 季 度 ，中 国 农 业 经 济 景 气 指 数 为

101.6，环比连续 2 个季度呈上升走势，二季

度比一季度上升 0.2 点，三季度比二季度上

升 0.3 点；同比来看，则分别比前两年同期水

平低 1.2 点和 0.5 点。景气指数环比回升主

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出口、投资、财政支持力

度等方面均呈现好转。

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状态的中国农业经

济预警指数为 90.0，虽比二季度下降 6.7 点，

但继续在显示正常的“绿灯区”运行。预警

指数回落一方面与农产品价格回落导致名

义零售额增长放缓有关；另一方面，国际粮

价下跌以及国内粮食库存高企造成谷物等

粮食进口的下降也是原因之一。

综合来看，我国农业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未来发展很大程度上与居民消费结构升

级趋势关联密切。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

正在由生存型消费转向发展型消费、由产品

消费转向服务消费、由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

费、由规模化标准化消费转向个性化品质化

消费、由忽视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的消费转向

更加生态、绿色、安全的消费。这些趋势反

映在农产品需求上，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从追求食品消费数量向质量的转

变。近年来，我国从温饱型社会向小康型社

会过渡进程加快，食品消费在消费支出中的

比重呈下降趋势。2015 年，城镇居民人均食

品消费支出在全部消费支出中的比重为

29.7%，而 1990 年该比重在 50%以上。这并

不意味着食品消费相关产业没有发展空

间。事实上，这恰恰是对食品消费相关产业

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从单纯地满足温饱向

追求食品安全、营养价值和饮食文化方向发

展。现在，越来越多的绿色、有机农产品进

入百姓餐桌、肉蛋奶消费快速增长，以及各

具特色的大众餐饮消费发展很快，均反映出

食品消费从量向质的转变。

二是旅游、休闲养生需求的上升带动观

光农业、体验农业等以农村、农业为依托的

第三产业发展。近年来，居民旅游休闲支出

比重不断上升。2014 年，人均旅游花费为

839.7 元，是 1995 年 218.7 元的 3.8 倍。乡村

游、体验农业逐渐兴起。据统计，2015 年全

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游客超过 22 亿

人次，营业收入超过 4400 亿元，从业人员

790 万，其中农民从业人员 630 万，带动 550

万户农民受益。“十二五”时期游客接待数和

营业收入年均增速均超 10%。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已成为农业和农村经济中增长最

快的亮点之一。

三是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带动健康食

品、保健品及中药材等需求的快速增长。截

至 2015 年底，我国 65 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

口的比重达到 10.5%，达到国际老龄化标

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将带动健康、养老

产业步入快车道。就农业方面来看，保健

品、中药材种植将进入重要发展阶段。近些

年，我国居民中药材及中成药消费价格指数

一直保持温和上涨，同比涨幅在 2.2%至 4.5%

之间，明显高于同期消费价格总水平的涨

幅，反映出市场对中药材的强劲需求。在今

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

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

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一重要论述将推

动我国中药材需求的新一轮快速增长。

消费结构升级为农业转型升级指明了

方向，农业发展需顺应市场需求的转变，满

足不断提升的品质消费、健康消费、体验消

费等各方面需求，需要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

一是要适应膳食结构的改善和营养需

求的变化，大力推动结构多样化的农产品供

给的增长。要充分研究老百姓膳食结构变

化趋势，包括粮食、禽畜产品、蔬菜、水果等

之间的结构变化，同时充分考虑我国不同农

产品在国际上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适当

调整相关农产品种植、养殖结构。尤其要支

持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

品。从生产、加工、包装、运输、销售等环节

实行全程质量监控；同时，注重品牌建设，打

造一批安全优质农产品品牌和食品品牌，打

造一批检验检测认证知名品牌。与此同时，

需要加强诚信社会建设，为生态有机农产品

的生产、消费创造一个良性互动的环境。

二是要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

面同时推进，促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产

业相融合，将农业与加工销售、休闲度假、旅

游观光相结合，提升农村休闲旅游的附加

值。“硬环境”方面，要进一步改善农村基础

设施，净化、美化农村环境；“软环境”方面，

要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提升农业休闲旅

游的文化内涵；加强品牌建设，促进区域品

牌、企业品牌培育；通过多媒体、多平台开展

宣传推介。

三是要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利用，规范中

药材种植养殖；加强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基地

和规范化种植养殖基地建设；促进中药材种

植养殖业绿色发展；通过统筹优质中医药资

源，扶持重点项目建设，深入推进中医药医

养融合，带动中药材种植、生产以及中医医

疗、养生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形成全产

业链整体推进的科学发展新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