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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农业高质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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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融合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副主任 潘建成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2018 年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为 100.1，比一季度回落 0.8 点，与去年同期持平。二季度，农经

预警指数为 87.0，比一季度回落 2.7 点，仍保持在“绿灯区”运行。景气分析的结果表明，上半年夏粮收成较好，农业生产基本平稳；农业劳动生

产率持续快速增长；农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受部分农产品价格下跌和农资成本上升影响，农民务农收入增速有所回落。

目前的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主要依据多年来农业数量增长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从预期看，2018 年是“农业质量年”，农业从增产导向转向提质

导向，农业高质、高效、绿色可持续发展成为主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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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由经济日报社
中国经济趋势研究院、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
景气监测中心联合编制而成，通过定量指
标，监测农业经济的周期波动状况，同时预
测农业经济的未来趋势。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以监测中
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简称农经景气指数）
和中经农业预警指数（简称农经预警指数）
的运行状况为核心，同时监测农业生产、投
资、价格、农产品市场和农民生活等多方面
指标，全方位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状态。报告
内容具体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农经景气
指数监测，通过分析农经景气指数的变动情
况反映农业经济景气的变化方向；第二部分
为农经预警指数监测，通过分析农经预警指
数的变动情况，采用蓝、红等五色灯号系统，
直观反映农业发展所处的“冷”“热”状态区
间；第三部分为农业重点指标监测，通过对
农业生产、投资、价格、贸易、农民生活以及
当前农业相关的热点问题等方面监测和分
析，全面深入分析农业发展现状；第四部分
为预测及建议，通过模型预测农业景气未来
趋势，并对促进农业发展提出相关政策
建议。

当前，农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有两个重要
任务，一个是确保粮食安全，一个是积极有
效推进产业融合。

鉴于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端牢
饭碗尤为重要。首先要稳定耕地面积。当
前，我国耕地保护制度在落实层面还存在一
定问题，表面上看是执法监管问题，深层次
原因是种粮效益低导致农民种粮积极性不
高。稳定种植面积，需要切实提高农民种粮
积极性，从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完善粮食价
格保护政策、建立农业产业风险补偿机制等
多方面着手，提高种粮收益。

产业融合是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对于生产者而言，产业融合可以解决人
多地少致使单纯农业生产效率很难提高的
根本矛盾；对于消费者而言，产业融合能更
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从规模化标准
化的农产品需求更多地向个性化具有地理
标志特征农产品、绿色有机农产品转变，二
是从单纯农产品更多向与农业关联的服务
需求拓展，比如农业体验式旅游、休闲养生、
民俗文化等。

目前，不少地方正在积极探索，在产业
融合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有的在农业内
部融合上深耕，发展循环种养模式；有的通
过延长产业链，加强农产品深加工，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有的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整合农村信息服务资
源，实现“互联网+农业”；有的推动农业与休
闲、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老等服务性产
业融合，培育壮大新产业新业态。这些融合
模式的创新，对农业提质增效和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发挥了积极作用。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农村产业融合仍处
于起步阶段，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突
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业融合面临明显的要素瓶颈。
一些专用原料基地、初加工设施用地和仓储
用地等土地流转困难；农村金融产品、服务
和贷款抵押方式偏少，农业主体直接融资渠
道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依然突出；产业融
合方面的专业型人才和复合型人才缺乏，农
民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普遍偏低等。

二是产业融合度不深，农业产业链短、附
加值偏低。2017年，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与农
业总产值之比为2.2∶1，与发达国家水平还有
明显差距。同时，利益联结机制不够完善，目
前农户和企业的利益联结机制多以订单合同
为主，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紧密型利益联
结方式比例仍然偏低，且订单合同违约率较
高，农户和企业利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此
外，产业融合项目表面化、同质化现象普遍，
目前休闲农业、旅游农业多以观光为主，对农
业的多功能性挖掘不够，甚至有的项目披着

“农业”外衣，却做成了纯旅游或房地产项目。
三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带动作用有待

加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产业融合的“火
车头”，但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仍处于
成长阶段，市场竞争力偏弱，同时面临风险保
障不足、农业基础设施配套落后、缺乏抵押物
导致信贷难等困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
空间受限，主动参与产业融合的积极性不强，
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偏弱。

如何切实有效解决农村产业融合存在
的问题，是当前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一要做好土地、资本、人才和技术等方
面的要素保障工作，包括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优先用于产业融合项目建设，支持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以入股、联营等方式用
于产业融合项目；加大贴息、担保等财政金
融支持农村产业融合力度；鼓励各地探索建
立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产业融合
智库，着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在加大农
业科技投入的同时，搭建科企技术对接平
台，提高科技转化率。二要有针对性地解决
新型经营主体当前普遍规模偏小、抗风险能
力弱、外部软硬环境均存在明显短板的问
题，用市场手段壮大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三
要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比如，探
索形成以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利润分配
机制，因地制宜发展股份合作制、股份制等
产业组织形式，形成“订单+股份合作”“农民
入股+保底分红”等更为紧密的利益联结形
式，打造利益共同体，让农民合理共享产业
融合带来的红利。

中经农业经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
2018年二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以
下简称农经景气指数）为100.1，比一季度回
落 0.8 点，与去年同期持平。中经农业经济
预警指数（以下简称农经预警指数）为87.0，
比一季度回落 2.7 点，仍保持在“绿灯区”
运行。

景气指数有所回落

二季度，农经景气指数（2003 年增长水
平=100）为 100.1，比一季度回落 0.8 点，与
去年同期持平。

在构成农经景气指数的6项指标中，与
一季度相比，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增速持平，务农收入、农业投资、农产品出口
和农林水财政支出增速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的农经景气指数
为 100.0，比保留随机因素的农经景气指数
低 0.1 点，表明外部因素对农业经济景气指
数的影响不明显。

二季度，农经预警指数为 87.0，比一季
度回落2.7点，自2017年四季度回升至“绿灯
区”后连续3个季度在“绿灯区”运行。农经
预警指数的回落主要与二季度猪肉价格继续
下滑有关。

在构成农经预警指数的10项指标中，位
于“绿灯区”的有7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
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农产品出
口额、谷物及制品进口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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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蓝灯区”的有2项指标，为
粮油食品零售额和猪料比；位于“蓝灯区”的
有1项指标，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从灯号变动情况来看，二季度在10项监
测预警指标中，1项指标灯号下降，猪料比由

“绿灯”降至“浅蓝灯”；其余 9 项指标灯号
不变。

农业生产基本平稳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2087亿元，同
比增长 3.2%，与一季度持平，比去年同期略
低0.3个百分点，农业生产基本平稳。

2018 年夏粮收成稳中略降。受农业结
构调整和不利气候影响，夏粮播种面积和单
产均有所下降，导致夏粮总产量有所减少。
2018年全国夏粮总产量13872万吨（2774亿
斤），比 2017 年减少 306 万吨（61 亿斤），下
降 2.2%。其中，谷物产量 12984 万吨（2597
亿斤），比 2017 年减少 310 万吨（62 亿斤），
下降2.3%。

畜牧业生产平稳增长，生猪出栏增长、存
栏下降。上半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3995 万
吨，同比增长 0.9%；其中，猪肉产量 2614 万
吨，增长 1.4%。生猪存栏 40904 万头，同比
下降1.8%；生猪出栏33422万头，增长1.2%。

伴随消费结构升级，近年来牛羊肉消费
需求持续增加，推动牛羊生产整体保持平稳
增长态势。上半年全国牛出栏1879万头，比
上年增长 0.9%；牛肉产量 281 万吨，增长
1.1%。上半年羊出栏1.31亿只，增长0.6%；
羊肉产量199万吨，增长1.0%。6月底全国
羊存栏 3.13 亿只，下降 0.9%。牛奶产量
1304万吨，增长0.6%。

农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我

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37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9.1%，虽比一季度略降0.4个百分点，但仍比
去年同期高5.7个百分点，处于近5年来的较
高水平。数据显示，上半年占出口份额较大
的水海产品、粮食和肉类出口额（美元计价，
下同）同比分别增长5.7%、12.6%和9.9%。

粮食进口同比增速上升。上半年，我国
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42.6亿美元，同比增
长16.7%，增速比一季度上升13.0个百分点，
去年同期为同比下降3.3%。

近期，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中美两国的
进出口产生深远影响。就农产品而言，由于
中美两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差异，贸易摩擦
加剧对美国农业领域影响更为明显。

中国是美国农产品第二大出口市场，美
国农产品对中国市场依赖度较高，美国难以
寻找替代市场来抵消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据
美国农业部统计，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
占美国农产品出口额的15%左右；每个美国
农民平均向中国出口农产品约 1.2 万美元。
其中，中国是美国大豆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
2017 年美国对中国出口大豆3000 多万吨，
占美国大豆出口比重超过60%；中国是美国
棉花出口的第二大目的地，对中国的棉花出
口占美国棉花出口的14%左右。为应对美国

挑起的贸易战，中国已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
税，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影响逐步显现。根
据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测算，若
中国选择全面禁止进口美国大豆，将导致美
国相关行业国内增加值减少129亿美元，就
业减少 8.6 万人，对美国农业将产生不小
冲击。

从美国加征关税的清单来看，美国主要
对从中国进口的高端装备、高技术产品加征
关税，较少涉及农产品，对我国农业出口影响
有限。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加征美国农产品
关税将一定程度上抬升油脂、饲料和豆制品
等价格，短期内对国内物价稳定造成一定压
力，但从中长期看，我国可以更多地从巴西、
阿根廷等经济体进口相关农产品，部分抵消
加征进口关税影响。

生产价格有所下降

二 季 度 ，农 产 品 生 产 价 格 同 比 下 跌
3.0%。与一季度相比，跌幅扩大 1.7 个百分
点，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下跌主要与生猪价
格持续下跌有关。

从构成来看，种植业和渔业产品价格均
同比上涨，涨幅分别为2.3%和1.4%，与一季

度相比，涨幅分别回落 0.4 和 5.1 个百分点；
畜牧业和林业产品价格同比分别下跌 8.9%
和4.6%，与一季度相比，跌幅分别扩大2.3和
3.8个百分点。

从具体产品分类来看，各类农产品价格
出现分化。二季度，生猪价格同比下跌
25.5%，跌幅比一季度扩大 8.8 个百分点；水
果价格由涨转跌，二季度同比下跌5.5%，而
一季度为同比上涨 3.6%。除生猪和水果价
格同比下跌外，其他多数农产品价格均有不
同程度上涨，其中牛、蔬菜、禽蛋和羊价格涨
幅较大，同比涨幅分别为7.5%、5.2%、27.4%
和12.6%。与一季度相比，牛、蔬菜和禽蛋价
格涨幅分别扩大 0.9 个、1.6 个和 3.5 个百分
点，羊价格涨幅回落1.7个百分点。

二季度，三大主粮价格均保持同比上涨
态势。其中，小麦价格同比上涨0.8%，涨幅
比一季度回落1.0个百分点，连续4个季度回
落；稻谷价格同比上涨0.3%，涨幅比一季度
回落0.9个百分点；玉米价格同比上涨7.8%，
涨幅比一季度扩大0.9个百分点。

上半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2.3%，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0.3 个百分点。农
业生产资料价格涨幅的扩大，主要与能源和
原材料价格较快上涨有关。数据显示，农用

机油价格同比上涨9.6%，涨幅比一季度扩大
3.6个百分点；农药及农用机械价格同比上涨
3.6%，涨幅比一季度扩大1.3个百分点；化肥
价格同比上涨7.0%，扩大1.0个百分点；饲料
价格同比上涨2.4%，扩大1.1个百分点；仔畜
幼禽及产品畜价格同比下跌 13.8%，跌幅扩
大0.6个百分点；其他生产资料，包括农用手
工工具、农具、农业生产服务和其他农业生产
资料等价格上半年波动幅度较小。

二季度，农产品价格指数比农业生产资
料价格指数低5.3点，差距比一季度扩大2.0
点，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空间遭受挤压程度有
所加大。

质量兴农促农民增收

目前的农业经济景气指数主要依据多年
来农业数量增长的历史数据加以分析。从预
期看，2018年是“农业质量年”，农业从增产
导向转向提质导向，农业高质、高效、绿色可
持续发展成为主基调。

为解决农业经济当前面临的价格下跌、
成本上升影响生产积极性等问题，建议一要
顺应农业高质量发展态势，坚持质量兴农；二
要加强信息发布预警，引导和鼓励农业特色
化发展；三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融合，多渠道
促进农民增收。

坚持质量兴农是农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的根本，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任
务。当前，我国农业经济已由粗放式发展转
向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调整优化品质和结
构为突破口，扩大优质绿色农产品供给，满足
农产品消费升级的需要。推动质量兴农战
略，要坚持以标准化为基础，加强产地环境治
理和生态过程规范，严格农业投入品监管，完
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推进农
业绿色化、优质化、特色化、品牌化互动发展。

我国各地区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存在一
定的同质化、同期化现象。大量农产品集中
上市，导致难卖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农民
增收。一方面，要建立健全产业市场体系，
加强市场分析研判，及时发布供求信息，开
展产销对接活动，引导农民合理调结构、错
峰上市，比如在上半年猪肉价格持续快速下
跌，部分养殖户会加快出栏和减少存栏，进
而导致下半年猪肉供给偏紧引发新一轮猪
肉价格上涨，相关部门应提前做好预案，合
理引导预期。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新装备，支持农民发展名特优农
产品生产，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多层次、个性
化的需求，让农产品既产得好也能卖出好
价钱。

当前，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和农产品价格
下跌影响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不容忽视，
在多方面提高务农积极性的同时，要大力发
展农业产业融合，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休
闲农业等，提高农业生产经营效益，多渠道促
进农业提质，农
民 增 收 。 要 做
好 产 业 融 合 要
素保障工作，建
立 紧 密 的 利 益
联结机制，让农
民 从 产 业 融 合
中 分 享 到 实 实
在在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