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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气指数持续回升
终端需求相对较弱

中 经 农 业 经 济 景 气 监 测 预 警 结 果 显 示 ，

2020 年四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 （以下简

称农经景气指数） 为 100.0，比三季度回升 0.5

点，且比上年同期水平高 0.5点。中经农业经济

预警指数 （以下简称农经预警指数） 为 96.7，

比三季度上升 13.4 点，回升至“绿灯区”中心

线附近。

与三季度相比，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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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农业生产、务农收入、农业投资、农业劳动生产率

增速均继续回升，财政农林水支出增长有所放

缓，而农产品出口降幅有所扩大。以上数据表

明，随着一系列稳粮食生产，保产品供应政策措

施的深入推进，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得到有效提

升、农业经济的内生动力逐渐增强，对农业景气

水平的回升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四季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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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谷物及制品进口额；

位于“绿灯区”的有 5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增

加值、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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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和粮油食品

零售额；位于“蓝灯区”的有 1 项指标，为农产品

出口额。

与三季度相比，四季度有 5 项指标灯号级

别上升，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固定资

产投资完成额、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逆

转） 均从“浅蓝灯区”回升至“绿灯区”，农村

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从“蓝灯区”回升至“浅

蓝灯区”，谷物及制品进口额从“绿灯区”上升

至“黄灯区”；1项指标灯号级别下降，农产品

生产价格指数从“黄灯区”回落至“绿灯区”；

其余4项指标灯号未发生变动。

从预警指数结果看出，农业生产、投资已回

升至正常增长区间，农产品价格也回归至温和上

涨区间，农业经济状况持续向好。需注意的是，

终端需求相对较弱，需进一步采取措施扩大消费

需求。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畜牧业产能快速恢复

2020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77754.1 亿元，同

比增长 3.0%，比前三季度累计增速上升 0.7 个百

分点，与 2019年增长水平基本持平。分季度看，

一季度为同比下降3.2%，二季度至四季度均实现

同比增长且增速逐季上升，增速分别为 3.3%、

3.9%和 4.1%。四季度 4.1%的增速为近年来相对

较高的增长水平。

粮食产量再创新高。2020 年全国粮食总产

量 13390 亿斤，连续 6 年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实现连年丰收；产量比上年增长 0.9%，再创历史

新 高 。 其 中 ，夏 粮 产 量 2857 亿 斤 ，同 比 增 长

0.9%；早稻产量 546亿斤，同比增长 3.9%；秋粮产

量 9987亿斤，同比增长 0.7%。分品种看，稻谷产

量 4237 亿斤，同比增长 1.1%；小麦产量 2685 亿

斤，同比增长 0.5%；玉米产量 5213 亿斤，持平略

减；大豆产量 392 亿斤，同比增长 8.3%。粮食产

量的增加一方面在于播种面积的扩大，2020年粮

食播种面积比 2019 年增加 1056 万亩，同比增长

0.6%；另一方面在于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2020

年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比 2019 年增加 0.9 公

斤/亩，同比增长0.2%。

畜牧业产能逐步恢复，畜产品生产基本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2020 年全年猪牛羊禽肉产量

7639 万吨，与上年基本持平。其中，生猪产能呈

恢复性增长态势。2020 年我国加大对生猪产能

恢复的支持力度，生猪产能快速恢复。2020年末

全国生猪存栏 40650万头，比上年末增加 9610万

头，同比增长 31.0%，连续 5 个季度实现环比增

长；全年生猪出栏 52704 万头，比上年减少 1715

万头，下降3.2%，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8.5个百分

点，其中，三季度出栏同比增速转正后，四季度进

一步加快，四季度生猪出栏比上年同期增长

22.9%；全国猪肉产量 4113万吨，比上年减少 142

万吨，下降3.3%，降幅比前三季度收窄7.4个百分

点。牛羊生产实现小幅增长。2020 年末全国牛

存栏 9562 万头，比上年末增加 424 万头，增长

4.6%；全年肉牛出栏 4565万头，比上年增加 32万

头，增长0.7%；牛肉产量672万吨，增加5万吨，增

长 0.8%；牛奶产量 3440万吨，增加 239万吨，增长

7.5%。2020年末全国羊存栏 30655万只，比上年

末增加 583万只，增长 1.9%；全年羊出栏 31941万

只，比上年增加 242 万只，增长 0.8%；羊肉产量

492万吨，增加 5万吨，增长 1.0%。家禽生产呈较

快增长态势。2020年末全国家禽存栏67.8亿只，

比上年末增加2.6亿只，增长4.0%；全年家禽出栏

155.7亿只，比上年增加 9.3亿只，增长 6.3%；禽肉

产量 2361万吨，增加 122万吨，增长 5.5%；禽蛋产

量3468万吨，增加159万吨，增长4.8%。

优势农产品出口向好
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回落

2020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为 760.3 亿美元，

同比下降3.2%，降幅比三季度扩大0.5个百分点，

但比上半年收窄0.5个百分点。

面对疫情冲击，我国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

加速跨境电商发展等方式加大对优势农产品出

口的支持力度，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持续向好。

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水海产品出口额同比下降

8.0%，比前三季度累计降幅收窄 2.8个百分点，降

幅连续 3个季度收窄；鲜或冷藏蔬菜实现同比增

长 4.1%；鲜、干水果及坚果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

势，同比增长14.7%。

国内饲料用粮需求增加，带动粮食进口大幅

增长。2020年我国谷物及制品进口额为107.1亿

美元，同比增长66.8%，增速比三季度上升21.1个

百分点，增速连续 2 个季度大幅上升。其中，小

麦、玉米、高粱全年进口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小

麦进口 838 万吨，进口额 23.5 亿美元，同比分别

增长 140.2%和 134.0%；玉米进口 1130万吨，进口

额 24.9 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135.7%和 134.5%；

高粱进口 481 万吨，进口额 11.6 亿美元，同比分

别增长 478.6%和 501.2%。大麦、稻谷、大豆进口

也呈相对较快增长态势。数据显示，2020 年全

年，大麦、稻谷及大米、大豆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36.3%、15.6%和 13.3%，进口额同比增速分别为

20.4%、15.3%和 11.8%。谷物及制品进口的大幅

增长主要与国内养殖业特别是生猪养殖的快速

恢复带动饲料用粮需求增加有关。

四季度，农产品生产价格同比上涨 1.9%，涨

幅比三季度回落 12.9个百分点，涨幅连续 3个季

度大幅回落。农产品生产价格涨幅的回落主要

与生猪出栏持续增加、猪肉价格涨幅回落有关。

从农产品构成来看，农林牧渔四大类别呈

现农林渔业价格上涨，牧业价格下跌的“三涨

一降”格局。具体来看，四季度，农业 （种植

业） 产品价格同比上涨 7.9%，涨幅比三季度上

升 5.1个百分点；林业产品价格由三季度同比下

跌 3.0%转为同比上涨 1.7%；渔业产品价格同比

上涨1.4%，涨幅比三季度微升0.1个百分点。而

畜牧业产品价格由三季度同比上涨32.4%转为同

比下跌3.3%。

从主要农产品来看，随着生猪供给形势的好

转，生猪价格开始回落；受之影响，牛、羊价格涨

幅也呈不同程度回落。四季度生猪生产价格同

比下跌 2.3%，扭转了连续 6个季度同比上涨的局

面；活牛生产价格上涨 5.3%，涨幅比三季度回落

3.6 个百分点；活羊价格上涨 9.7%，涨幅回落 0.6

个百分点。蔬菜价格仍呈较快上涨态势。四季

度蔬菜价格同比上涨 8.2%，涨幅虽比三季度低

0.9个百分点但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

从三大主粮看，玉米价格大幅上涨，带动小

麦、稻谷价格也呈不同程度上涨。数据显示，四

季度玉米价格同比上涨 17.3%，涨幅比三季度上

升 8.8 个百分点；稻谷价格上涨 6.0%，涨幅上升

3.7个百分点；小麦价格上涨 2.9%，而上季度为下

跌 1.2%。饲料用粮需求的增加也带动大豆价格

快速上涨，四季度大豆价格同比上涨17.1%，涨幅

上升12.7个百分点。

生猪价格波动回落，猪料比继续下行。四季

度，猪料比为 10.83∶1，在三季度小幅回升后继续

下行。分月来看，四季度生猪价格呈先跌后涨走

势。10 月随着生猪产能的持续恢复，生猪市场

供求相对宽松，生猪价格持续回落，10 月第一周

为每公斤 34.16 元，第四周降至每公斤 30.08 元。

之后，由于养殖户惜售抗价情绪上升，生猪价格

止降趋稳。进入 12 月，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

终端需求持续好转，加之疫情多点散发导致商贸

流通受限，生猪价格再次回升，12 月第五周生猪

价格上涨至每公斤 35.06元。虽然生猪价格有所

反弹，但总体来看，生猪价格仍处于下行通道，四

季度价格整体水平比三季度下降 4.75 元。由于

生猪价格水平仍处高位，生猪产能仍处扩张阶

段，导致饲料价格波动上行。10 月第一周饲料

价格为每公斤2.83元，12月最后一周升至每公斤

3.09 元。受此影响，养殖生猪的盈利水平继续

下降。

农业投资进一步提速
劳动生产率增速趋近疫情前水平

在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生产生活秩序逐

步恢复，居民外出就餐消费稳步回升，居家消费

逐步减少，粮油、食品零售有所回落，但基本接近

疫情前平均水平。2020年全年，反映最终消费的

粮油、食品零售额为 15283亿元，同比增长 9.9%，

增速比三季度回落0.7个百分点。

务农收入增速进一步回升。2020 年农村居

民人均经营净收入为 6077 元，同比名义增长

5.5%，增速比三季度上升 1.0 个百分点，连续 3

个季度上升。务农收入的提升主要得益于粮食

生产的丰收，生猪供给的恢复，以及玉米、猪

牛羊等部分农产品价格的高位运行。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17131 元，增长 6.9%，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 3.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名义增速和实际增速分别快于城镇居民 3.4

个和 2.6 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

缩小。

生猪养殖投资持续发力带动农业投资进一

步提速。2020 年农林牧渔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额同比增长 19.1%，增速比三季度上升 3.8 个百

分点，增速连续 3 个季度加快。其中，生猪养

殖投资持续发力带动畜牧业固定资产投资进一

步提速，畜牧业全年投资增长92.1%，比前三季

度累计增速上升 12.1 个百分点；农业 （种植

业） 固定资产投资持续改善，全年投资同比下

降 4.7%，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林业和渔业固

定资产投资降幅全年同比下降 3.3%和 17.9%，

同比降幅年内呈先收窄后平稳走势，分别于 8

月和9月进入相对平稳阶段。

财政加大“三农”支持力度。政府高度重视

农业发展，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服务等

领域投资支持力度。2020 年财政农林水支出

23904 亿元，同比增长 4.4%，比全国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增速高1.6个百分点。

2020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为人均 37758.0

元，同比增长6.4%，增速比三季度上升0.8个百分

点，增速进一步提升，逐步趋近疫情前水平。总

体来看，四季度，在各项稳产保供、支农惠农政策

的积极作用下，农业经济增长持续加快，粮食生

产喜获丰收，生猪产能进一步恢复，农产品价格

进入温和上涨区间，农业投资加速增长，务农收

入增速持续回升。

从未来预期看，2021 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更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第一年，“三农”工作转入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阶段，粮食等重要

农产品供给保障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农业产业链

供应链将进一步升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

服务水平将进一步提升。从短期来看，生猪等农

产品价格高位运行、饲料用粮价格上涨，加之全

球粮食供应紧张、国际粮价持续上涨，农业生产

内在增长动力进一步增强。综合来看，2021年上

半年农经景气指数有望进一步提升。

经模型测算，2021 年一、二季度农经景气指

数分别为 102.1 和 101.6，农经预警指数分别为

96.7和 100.0，预警灯号有望继续在正常的“绿灯

区”运行。

虽然农业经济向好态势持续巩固，但制约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依然突出，现代农业发展基

础依然薄弱，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不高，农业发

展抗风险能力不足。为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需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农业发展短板

弱项，进一步延长农业产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

价值链，全面提升农业发展质效。

2020 年四季度，在各项稳产

保供、支农惠农政策的积极作用下，

我国农业经济保持持续向好、稳中

有进态势。2020年全年第一产业

劳动生产率为人均37758.0元，同

比增长6.4%，增速比三季度上升

0.8个百分点，逐步趋向于疫情前

水平。具体来看，粮食生产喜获丰

收，生猪产能进一步恢复，农产品价

格进入温和上涨区间，农业投资加

速增长，务农收入增速持续回升。

经模型预测，2021 年上半年农经

景气指数有望进一步提升。

2020年四季度中经农业经济景气指数报告显示——

农业经济增长加快 务农收入持续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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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我国高度重视农业健康稳定发展，

科学应对疫情和各种自然灾害，各项支农惠农

政策深入实施，粮食、生猪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

障有力，农业经济经受住了疫情冲击并快速恢

复增长，农经景气指数连续 3个季度回升。四季

度，农经景气指数为 100.0，高于上年同期水平，

农经预警指数也回升至“绿灯区”，农业经济总

体上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农业发展呈现稳中

有进的良好态势。

2021 年 是 实 施“ 十 四 五 ”规 划 的 开 局 之

年，也是深入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中将“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

力”列为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举措，并提出明确的要求，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指明了道路。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既是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

也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要提

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需要从以下几点

发力：

一是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安全。
我国粮食产量自 2015 年连续 6 年稳定在 1.3 万

亿斤以上，棉油糖肉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有

力。但也要看到，我国粮食整体仍处于紧平衡

状态，部分农产品如大豆等高度依赖进口，在

当前外部风险挑战和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多、

国内自然风险和生物风险加大的背景下，保障

粮 食 和 重 要 农 产 品 供 给 安 全 仍 不 能 掉 以 轻

心。要多措并举，从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升

质量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构建安全高效的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体系。一要深入实施“藏粮

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抓住种子和耕地两个关

键要素，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守住 18 亿亩

耕地红线，加强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

田建设，补齐种业自主创新不足的短板，确保

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二要优化生产

结构，保障农产品的多样化供给。优化农业生

产结构和区域布局，解决粮食结构性短缺的问

题，满足消费者更高层次和多样化需求，加快

建设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

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三要坚持质量兴农、绿

色 兴 农 、品 牌 强 农 ，增 加 优 质 绿 色 产 品 的 供

给。持续抓好农副产品品牌建设和标准化建

设，创新营销方式，打造国际知名农业品牌，同

时加强农业品牌监管，切实保障农产品供给的

质量。

二是健全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农业是关

乎民生稳定的基础产业，但同时也面临自然灾

害和市场波动的双重风险，单纯依靠市场调节

不利于农业的长远稳定发展，需要政府的诸多

支持和保护。要强化绿色生态导向，创新完善

政策工具，健全新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首先要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和市场化收购加

补贴机制，推进收储制度改革，通过市场引导

高质量农产品生产。完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

偿机制，按照实际播种面积或粮食产量发放补

贴，切实发挥农业补贴的激励效应，保护农民

种粮的积极性。其次要健全农业保险政策。

加强农业保险顶层设计，扩大农业保险覆盖

面，稳步扩大重要大宗农产品保险覆盖面，提

高小农户农业保险投保率，推动农业保险“保

价格、保收入”。鼓励并引导社会资本投入农

业保险市场，丰富和创新农业保险品种，满足

多元化的市场需求。

三是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推

动农村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是简单做加法，

而是要把现代产业发展理念和组织方式引入

农业，构建农业与二产和三产交融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单纯的产业融合不会自动促进农

民增收，要建立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和保障

机制，让农民能分享应得的发展红利。加快

推 广“ 订 单 收 购 +分 红 ”“ 农 民 入 股 +保 底 收

益+按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打造企

业和农民合作共赢的紧密关系，让农户分享

加工、销售环节收益。运用现代理念和技术

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推动新产业新业态

健康有序发展，优化一二三产业间的要素资

源组合配置，实现三次产业在融合发展中同

步升级、同步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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