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三季度，我国农业经济持续向
好，已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中经农业经
济景气监测预警结果显示，三季度，中经农业
经济景气指数（以下简称农经景气指数）为
99.5，比二季度回升1.1点，且比上年同期水
平高0.6点。中经农业经济预警指数（以下
简称农经预警指数）为80.0，与二季度持平，
继续在“浅蓝灯区”运行。

农经景气指数持续回升

与二季度相比，三季度构成农经景气指
数的6项指标（仅剔除季节因素，保留随机因
素）均不同程度回升：农业生产、财政农林水
支出、务农收入和农业投资增速继续回升，农
产品出口降幅持续收窄，农业劳动生产率持
续好转。进一步剔除随机因素后的景气指数
（农业经济景气指数走势图中的蓝色曲线）比
农经景气指数低2.0点。

以上数据表明，面对疫情冲击以及洪涝灾
害、重大病虫害的不利影响，国家及时出台系列
强农惠农政策保粮食生产、促农业稳定，对农业
景气水平的提升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季度，农经预警指数为80.0，连续三个
季度持平，继续在“浅蓝灯区”运行。在构成
农经预警指数的10项指标中，位于“红灯区”
的有1项指标，为猪料比；位于“黄灯区”的有
1项指标，为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位于“绿
灯区”的有2项指标，分别为谷物及制品进口
额和农林水财政支出；位于“浅蓝灯区”的有
3项指标，分别为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逆转）和粮油食品零
售；位于“蓝灯区”的有3项指标，分别为第一
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和农
产品出口。从预警指数结果看出，虽然农经
景气指数已经超过疫情前水平，但部分指标
依然偏低，农业经济的恢复态势仍需进一步
巩固。

粮食产量有望再创新高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增加值为48122.5
亿元，同比增加2.3%，比上半年累计增速上
升1.4个百分点。

粮食生产丰收在望。前三季度，农业（种
植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8%，增速与上半年
持平，其中三季度增长3.9%。夏粮早稻实现
增产增收。全国夏粮早稻产量合计3402亿
斤，其中全国夏粮产量2856亿斤，增加24.2
亿斤，同比增长0.9%；早稻产量546亿斤，增
加20.6亿斤，同比增长3.9%，扭转了连续多
年下降的趋势。秋粮丰收在即。今年我国加
大双季稻种植补贴支持力度，双季稻种植面
积扩大，为粮食丰收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
主要秋粮作物总体长势较好，秋粮生产有望

再获丰收。粮食种植结构也在持续优化，优
质小麦、优质稻谷种植面积进一步扩大，大豆
播种面积持续增加。据农业农村部预计，全
年粮食产量有望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将
再创历史新高。

畜牧业产能正在加速恢复。前三季度全
国猪牛羊禽肉产量 5251 万吨，同比下降
4.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6.1个百分点。其
中，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今年各地采取增加
资金补贴、保障生产用地等措施推进生猪复
产扩能，生猪存栏连续回升。三季度末全国
生猪存栏37039万头，比二季度末增长9.0%，
自上年四季度以来连续四个季度环比增加；
生猪出栏同比降幅明显收窄，前三季度全国
生猪出栏36186万头，同比下降11.7%，降幅
比上半年收窄8.2个百分点，其中三季度出栏
同比由负转正，增长15.1%；前三季度猪肉产
量为2838万吨，同比下降10.8%，降幅比上半
年收窄8.3个百分点。牛羊生产也基本稳
定。前三季度全国肉牛出栏3093万头，比上
年同期减少43万头，下降1.4%；牛肉产量
450万吨，减少8万吨，下降1.7%；牛奶产量
2329万吨，增加175万吨，增长8.1%。三季
度末全国牛存栏9572万头，同比增长2.3%，
环比增长4.0%。前三季度全国羊出栏21049
万只，比上年同期减少733万只，下降3.4%；
羊肉产量324万吨，减少6万吨，下降1.8%。
三季度末全国羊存栏31217万只，同比下降
0.1%，环比增长2.1%。家禽生产保持较快增
长态势。前三季度全国家禽出栏107.9亿只，
比上年同期增加5.9亿只，增长5.8%；禽肉产
量1639万吨，增加100万吨，增长6.5%；禽蛋
产量2493万吨，增加121万吨，增长5.1%。
三季度末全国家禽存栏67.2亿只，同比增长
7.5%，环比增长17.1%。

农产品出口降幅持续收窄

前三季度，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544.4
亿美元，同比下降2.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
1.0个百分点，连续2个季度收窄。

我国优势农产品积极克服疫情影响，出
口状况逐步好转。前三季度，水海产品出口同
比下降10.8%，分别比1月至3月、1月至6月
累计降幅收窄7.2个和5.7个百分点；鲜、干水
果及坚果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同比增长22.7%。

前三季度，我国谷物及其制品进口额为

68.7亿美元，同比增长45.7%，增速比上半年
上升24.4个百分点，呈大幅上升态势。其
中，小麦、玉米、高粱进口呈快速增长态势。
数据显示，小麦进口17.1亿美元，同比增长
157.3%，增速比上半年上升73.1个百分点；
玉米进口14.3亿美元，同比增长68.8%，增速
上升52.9个百分点；高粱进口8.2亿美元，同
比增长481.2%，增速虽不及上半年但仍呈快
速增长态势。与此同时，大麦的进口也呈快
速回升态势，前三季度大麦进口10.8亿美
元，同比下降12.7%，降幅比上半年收窄19.1
个百分点。稻谷及大米进口需求总体平稳，
前三季度进口8.8亿美元，同比下降1.3%，而
上半年为同比增长2.8%。谷物及其制品进
口的快速攀升主要在于国内养殖业快速回
升，玉米等饲料用粮需求增加、价格上涨进而
带动粮食进口需求的增加。

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回落

三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14.8%，涨幅比二季度回落6.3个百分点，涨幅
连续两个季度回落。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的
回落主要与畜牧业特别是生猪价格涨幅回落
有关。

从主要农产品来看，猪、牛价格涨幅均不
同程度回落，活羊价格涨幅基本持平。三季
度生猪生产价格同比上涨59.0%，涨幅回落
30.3个百分点；活牛生产价格上涨8.9%，涨
幅回落3.7个百分点；活羊价格上涨10.3%，
涨幅基本持平（微升0.1个百分点）。蔬菜价
格上涨较快。三季度蔬菜价格上涨9.1%，而
二季度为同比下降3.2%。

从三大主粮看，玉米价格快速上涨，稻谷
价格温和上涨，小麦价格有所回落。数据显
示，三季度玉米价格同比上涨8.5%，涨幅比
二季度上升3.7个百分点；稻谷上涨2.3%，涨
幅上升1.1个百分点；小麦价格下跌1.2%，而
上季度为上涨1.8%。

生猪价格冲高回落，猪料比总体高于二
季度。三季度，猪料比为13.41∶1，比二季度
有所回升，但低于此轮“猪周期”的最高水
平。分月来看，生猪价格呈现先涨后跌走
势。7月由于生猪出栏大幅收窄，市场供应
趋紧，加之上涨的价格激发养殖户惜售情绪，
进一步推高市场价格，6月第4周生猪价格为
每公斤33.77元，8月第1周升至37.44元。
之后，随着生猪出栏量的增加，供求紧张局面
有所缓和，生猪价格逐步回落，9月第4周降
至每公斤35.15元。虽然生猪产能的恢复平
抑了生猪价格上涨态势，但对饲料需求的增
加导致饲料价格持续攀升。7月第1周饲料
价格为每公斤2.61元，9月最后一周升至每
公斤2.82元。总体来看，生猪养殖盈利水平
有所下降。

从后期走势来看，我国通过生猪规模化标
准化养殖，加大政府补贴力度，以及龙头企业
带动等方式加快生猪产能的恢复，生猪供给形
势持续改善，预计生猪价格或将稳步下行。

务农收入增速持续回升

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餐饮等行业的防疫限制措施逐步放宽，居
民外出就餐消费回升，居家消费减少，粮
油、食品零售额增速回落至疫情前水平。
前三季度，反映最终消费的粮油、食品零售
额为 11109.7 亿元，同比增长 10.6%，增速
比二季度回落2.3个百分点，但增速与上年
同期持平，零售终端食品需求接近疫情前
水平。

务农收入增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
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3788元，同比
名义上升 4.5%，比上半年增速上升 2.7 个
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297
元，增长 5.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1.6%，而上半年为同比下降1.0%。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快于城镇居民
3.0 个百分点，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1.9
个百分点。

养殖业带动农业投资持续加速。前三季
度，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5.3%，增速比上半年上升9.8个百分点。其
中，受生猪养殖投资需求的带动，畜牧业固定
资产投资持续加速，前三季度达80.0%，比上
半年累计增速上升31.9个百分点；农业（种
植业）、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均不同程度好转，
前三季度投资同比分别下降6.6%和17.8%，
比上半年降幅分别收窄4.3个和10.2个百分
点；林业固定资产投资由增转降。

财政加大支农力度。政府加大“三农”支
持力度，重点支持农业发展短板，支农财政资
金增速持续加快。前三季度，财政农林水支
出15916亿元，同比增长9.9%，比上半年上
升2.0个百分点。

前三季度，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22886.7元（可比价），同比增长5.6%，增速比
二季度上升1.4个百分点，趋近疫情前增长
水平。

总体来看，三季度，在各项支农惠农政策
的积极作用下，农业经济延续恢复性增长态
势，种植结构持续优化，生猪产能持续恢复，
农业投资快速增长，农产品贸易持续改善，农
民收入稳定增长。

从未来预期看，全年粮食有望再获丰收，
为稳定市场预期、确保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
础；同时，随着生猪产能恢复政策的积极落
实，猪肉供求形势将进一步好转，农产品价格
涨幅有望继续回落。然而，疫情在全球多地
反弹，产业链供应链再次受阻，加之多国限制
甚至停止粮食出口，国际农产品市场运行的
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综合来看，四季度农业
景气有望延续回升态势，明年一季度由于疫
情造成同比基数较低的影响，景气指数会有
明显回升。

经模型测算，2020年四季度、2021年一
季度农经景气指数分别为99.8和101.2，农
经预警指数分别为83.3和86.7，预警灯号有
望回升至正常的“绿灯区”运行。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我
国农业现代化水平较低、规模化程度不高、农
产品品种结构不合理、抗风险能力较弱等深
层次矛盾问题依然突出。为确保我国农业稳
步发展，需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毫不放松
抓好粮食生产，不断夯实农业稳产保供能力，
打牢农业发展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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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高度重
视农业生产，特别是在保障
粮食生产以及重要农产品
供应方面，持续加大支持力
度，积极应对疫情、洪涝、病
虫害等诸多因素的不利影
响，农业经济实现持续恢复
性增长；粮食生产有望连续
6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牢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
线；生猪产能持续恢复，供
求紧张局面不断改善，猪肉
价格进入下降通道。三季
度，综合反映农业经济的中
经农业景气指数为 99.5，在
二季度比一季度显著回升
的基础上，三季度再比二季
度回升 1.1 点，构成农经景
气指数的农业生产、投资、
收入、出口等 6 项指标均不
同程度回升。

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
一方面与“六稳”“六保”政
策的积极落实有关。今年
我国提高了早籼稻、中晚籼
稻最低收购价，同时统筹整
合 40 多亿元资金支持双季
稻生产，进一步激发了农民
种粮积极性；加大地方政府
债券支农力度，重点支持高
标准农田、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产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
等领域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农业发展基础的不断巩固，为农业生产恢复提供了有力
支撑。当前，我国实施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严守18亿亩
耕地保护红线，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目前，高标准农田
已建成7亿多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超过10亿亩；现代科
技不断提升，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0%以
上，主要粮食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 80%；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正在扎实推进，2017 年以来，农业农村部、
财政部已批准创建62个、认定20个国家级产业园，各地共
创建 1000 多个省级产业园和一大批市县级产业园，进一
步促进产业融合。

虽然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地区间农业现
代化水平发展不均衡，不少地区农业生产规模小、机械化水
平低、产业链条不完整、经营理念不够先进等问题依然存
在，农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十四五”时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
步的重要时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重要窗口
期。为此，要加大农业技术装备、劳动力、组织管理等生产
要素的变革，推动农业生产向规模化、集约化、信息化转变，
全面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一是加大现代农业装备技术的创新与应用，提升农
业装备技术现代化水平。应加快农机装备和农机作业智
能化改造，特别是推动植保无人机、无人驾驶农机、农业
机器人等新装备在规模种养领域的应用；围绕设施种植
绿色高效发展，引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重点在设施种植装备专用传感器、自动作业、精准作业和
智能运维管理等关键技术装备上取得突破；搭建农机装
备制造与技术应用创新平台，围绕高端农机装备和关键
零部件制造，着力解决农机装备中的基础性共性问题、关
键核心技术难题以及集成配套问题，推动农机创新成果
工程化、产业化。

二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现代化农业经
营体系。近年来，我国加速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
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农业发展规模化效应
不断显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不断壮大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要以农业产业园、农业基础设施等重点农业
项目建设为依托，从建设用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支
持等方面着手，综合运用政府购买服务、以奖代补、先建后
补等方式，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
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企业+农户”“企业+基地+农户”

“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多种形式的产业经营模式发展，形
成订单生产、股份合作、产销联动、利润返还等多种紧密型
利益联结机制，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示范带动作用，将小
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的轨道。

三是加快实施数字乡村战略，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随
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互联网+农业”呈快速发展态
势，为我国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新手段。推动5G、物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农业发展中的应用，加快
农业农村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数字化改造，大力提升数字化
生产力，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一要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
建设，深入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提升乡村网络实施水
平；二要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汇聚农业生产、经营、管
理等方面的数据信息，满足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数据需求；
三要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网络，推动各类电商、快递、物流等
平台向农村下沉，畅通电商进农村“最后一公里”。

四是推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打造农业现代化的主
力军。近年来，职业农民增长较快，2018 年达到 1693 万
人。但职业农民在全部农业就业人员中所占的比重依然
较低，仅为 8.36%。加快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将新型经
营主体培育工程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相结合，以新
型经营主体的经营示范带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通过院
校化、正规化、系统化、专
业化等方式开展多层次、多
渠道的农业人才培养；让新
型职业农民与科技人员“互
助结对”，既让职业农民找
到有力的技术帮手，又让农
业科研人员找到理论联系
实际的职业农民伙伴，实现
优势互补；加强培育师资队
伍建设，切实提高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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