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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研究了国际粮价变化对投资的影响，关注 1995 至 2015 年价格期，并重点

分析 2007 至 2012 年高价对于国内市场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国外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本文进一步描述了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固定资本

形成的变化，并推断未来可能出现的生产和价格动态。重要结论包括：  

 粮食和农产品国际价格上涨会带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强劲增长或与其

有关联。这一结论适用于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基本上所有区域汇总情况。

结果还表明，由于国际价格已经下跌，近期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会下降。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加快与农业产出（以总产出计）增速加快存在关联。 

 资金充足但自然资源受限的国家面对价格上涨通常会增加对外投资。这些

国家主要位于中东及北非区域。随着价格下降，外商直接投资也减少，这些

国家重新将贸易作为供应来源之一。  

 国内投资和外商投资增加可能由高价导致，不仅如此，投资增加可能还造成了

随后一段时间（2012-18 年）价格下跌。 

 由于高价时期购买的很多资本项目即将到达使用寿命末期，近期（2013-

2018）价格下降可能已造成固定资本项目逐渐投资不足，为涨价开辟潜在

新空间。显然，固定资本形成只是决定中期价格走势的众多因素之一。  

 本文提出的所有结论均基于“前后对比”，没有进行建模工作来构建“有无”

比较的虚拟场景。这也可能意味着结论仅仅呈现了相关性，不一定帮助我们

对因果关系或各种因素对结论的贡献做出肯定的推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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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 言 

1. 过去 20 年间，农业固定资本形成和农业产出增长强劲。大部分增量集中于

后半段，即 2006-2015 年。这段时间以国际农产品价格暴涨开始，2013 年后价格

再次下跌。已提出很多因素来解释价格趋势和围绕价格出现的大幅波动，其中包括：

库存低、能源价格高、粮食与饲料需求旺盛、生物燃料政策变化以及恶劣天气影响

（干旱）。但同时人们也逐渐认识到，高价可能刺激了农业投资，而投资增加又推高

产出，继而导致价格上涨后紧接着下跌数年。  

2. 毫无疑问，价格、投资和产出之间的联系十分复杂。例如，长期高价可刺激

农业投资与生产，反过来对中期价格形成下行压力。相反，价格剧烈波动会增加

投资风险、降低投资水平并导致产出减少。由于时间滞后性、跨商品效应和外部

因素（例如，能源价格波动和能源价格水平），实际联系要复杂得多。 

3. 考虑到以上动态及其对全球商品市场的潜在重要性，商品委第七十一届会议

要求粮农组织分析投资、产出、贸易和商品价格之间的联系，本文件即根据这一

要求编写。 

II. 分析方面的挑战 

4. 至少三个领域面临分析方面的挑战。首先是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水平和构成的

计算。根据商品委要求，分析重点是狭义农业的投资。但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这一最全面的数据集1包含的汇总数据范围更广。由于这一广义定义掩盖了对农业

十分关键的重要关联和动态，分析转向了狭义定义的方向，即农业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这意味着权衡取舍，即接受分类更细的数据来换取范围更有限的数据集。 

5. 第二个挑战涉及将资本形成与价格挂钩。两者不存在直接关系，但关系可能是

高度动态的，包括正面和负面反馈、滞后效应、替代效应以及跨商品和跨国影响。

一般来说，投资影响生产能力，生产能力影响实际产出，产出影响价格，价格反过来

又影响投资决定，而且这些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将主要通过趋势研究

得出的本文结论视作对深刻且复杂过程的粗略描述，而确定这一过程的因果关系

类型和程度还需要大量数据。 

6. 第三个主要挑战是，区分资本形成和生产能力2哪个相关变量对生产3、贸易和

价格的影响更重要。例如，2007 和 2011 年价格飙升之后生产反应迅速，原因可能是

新增投资或加强利用闲置生产能力，或两者兼有。问题在于，虽然生产能力和资本

存量长期相当，但中短期关联较弱。这或许不会波及对长期价格的影响，但必定

                                                 
1 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既不包括土地也不包括农业所利用的其他任何类型的自然资源。这在很大程度

上解释了各国资本平均产量之间存在的差异。  

2 此处生产能力理解为任一特定区域任一时间点初级农业的最大潜在产出，这是由农场现有的有形和无形

资产的总和加上有利环境决定的。  

3 请参阅粮农组织。2001 年。《发展中国家农业投资和生产力》。粮农组织经济及社会发展文件第 148 号。

粮农组织，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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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投资、产出和价格的短期联系。净资本存量 4等反映生产能力的数据不足必然

限制了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价格和贸易的关联的分析。  

III. 投资、生产能力和农业产出 

A. 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GFCFAFF）  

7. 覆盖范围最大的数据集包含共 204 个国家从 1990 到 2015 年的农林渔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数据。其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有官方（计算）数据，主要为经合组织

国家，其他所有国家的数据均为推算而来。 5俄罗斯联邦等某些大国的时间序列从

1995 年才开始。 

8. 受以上因素限制，1995 至 2015 年整个时期可获得 202 个国家的农林渔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一致数据。 

 

图 1：1995-2015 年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变化 

9. 图1展示了可获得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一致数据的整个时期的情况，并说明

1995 至 2015 年全球固定资本形成快速增加。按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农林渔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到 2014 年最高已达到 3560 亿美元，接近 1995 年水平的两倍。初步

研究该时间序列即可发现，该时期后半段（即大概从 2006 到 2015 年）增速快得多。 

B. 各国家和区域的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  

10. 在全球整体扩张过程中，区域层面明显出现了再平衡进程。粗略来看，农林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1995 年，发达国家仍然占到农林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 70%以上，20 年之后这一份额跌至 51%。 

                                                 
4 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不用现有库存计算农林渔净资本存量，而是将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应用永续盘存法

得出估计数。  

5 粮农组织。2018 年。《粮农组织农业投资和资本存量全球数据库：内容和方法论描述》。粮农组织，意大利

罗马（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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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 2 展示了过去 20 年全球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情况，并分为两个

基本时期，即 1995 至 2005 年和 2006 至 2015 年。20 年间，全球农林渔固定资本

形成总额年均增长率从 1.0%增长近四倍，达到 3.7%，发展中国家增幅更高，其中

东南亚增长率最高，且后十年固定资本形成增长率高出前十年十倍。 

12. 从对世界市场的影响来看，可以说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北美。北美农业不仅

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实现三倍以上增长，其体量之大也意味着这些增长率

会转变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绝对增长。按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北美农林渔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从 1995 年的 298 亿美元增至 2015 年的 600 亿美元。如下所示，农业是

这一增长的绝对主力，而在农业部门中，机械投资贡献最大。可以说，这些投资

主要提高了该区域的作物生产能力。由于北美农业基本以出口为主，新增固定资本

大大提高了该区域应对国际作物价格上涨的能力。 

 

图 2：部分国家组别不同时期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长率  

13. 尽管全球和几乎所有区域汇总数都表明资本形成速度加快（图 2），但农林渔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上升并非各国普遍现象。整个时期内可获得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数据的全部国家中（202 个国家），约 60%（即 125 个国家）投资增速加快，

其余 77 个国家这一时期增速降低，甚至出现投资减少现象。显然，增速降低的国家

农业部门规模更小，因自然屏障（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中东 /北非区域）和/或政策

措施与世界市场隔绝。投资绝对增量的增长也证实了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长

集中。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出现增长的 60%的国家占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的 74%（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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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资本形成速度加快的国家数量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 

加快的国家 

2006-2015 年相对于 

1995-2005 年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速 

降低的国家 

2006-2015 年相对于 

1995-2005 年 

国家数量 125 (60%) 77 (40%)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以 2015 年 

价格计算 2013/15 年均值，以十亿

美元为单位） 

256 (74%) 88 (26%) 

 

14. 发展中国家组内，中国投资增长最为亮眼，从 2005 到 2015 年的十年间固定

资本形成增加了四倍多。中国农业结构快速转型伴随着农业生产的资本深化过程。

从 1995 到 2014 年，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劳动力人均值增长了九倍，每公顷农业

用地的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则增长了七倍多。从劳动力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

农业的转变伴随着快速工业化进程并得到该进程支持，快速工业化进程吸收了大量

农业剩余劳动力。将中国农业当前的资本/劳动力比率与经合组织国家比较（表 2）

发现，这一进程远未结束。预计结构改革将进一步展开6，农业转型进程势头不减，

造成资本进一步深化，同时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减少。  

表 2：按每个劳动力和每公顷农地计算的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年份 除中国以外的 

发展中国家 

中国 发达国家 

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农业劳动力人均值 

（2005 年美元等值） 

1995 年 

2014 年 

181 

321 

20 

186 (2013 年) 

2,962 

9,285 

每公顷农业用地农林渔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 

（2005 年美元等值） 

1995 年 

2015 年 

17 

38 

14 

105 

86 

140 

 

C. 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15. 尽管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的获取范围广泛且从统计角度看比进一步

细分的投资数据更为可靠（推算得出的观点更少），但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数据中包含渔业和林业，这两个部门未受 2007 至 2012 年价格飞涨和波动的影响或

                                                 
6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1 号文件》，http://english.agri.gov.cn/news/dqnf/201702/t20170206_247179.htm 

http://english.agri.gov.cn/news/dqnf/201702/t20170206_2471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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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影响较小。因此，汇总范围更大的资本形成数据可能会掩盖仅出现在农业中且

仅由农业具体发展情况造成的一些投资动态。通常，将分析范围缩小至农业（农业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也会将可获取统计基础的国家范围缩小。通常是经合组织国家

以及一些发达新兴经济体。  

 

图 3：部分国家组别不同时期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年增长率  

16. 初步研究全球动态即可发现，当统计基础仅限于农业时，大体趋势没有变化。

与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相似，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从 2006 至 2015 年增长

迅速。第一阶段差异明显，说明第一阶段东亚固定资本形成负增长的同时农业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仍处于投资增长期。但更重要的是，关注范围缩小至农业为农业（包括

农产品价格）、生产和贸易之间的关联及其分析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D. 价格-投资关联  

17. 图 4 关注 1995 至 2015 年数据得出的农林渔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并将同时期

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的变化与该序列一同显示以作对比。粗略观察图 4 即可发现

这两个序列呈正相关。这里隐含的是投资者/农民对价格的某种投资反应，即农业固定

资本形成总额随农产品价格变化，甚至与短期价格波动保持一致。尤其是近年来，

从价格到投资的关联经历一两年的时间滞后，从经济角度看比同步（瞬时）价格-投资

反应更为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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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全球固定资本形成和国际食品价格  

18. 此外，细分数据（单个国家）证实，固定资本形成的兴衰与价格涨落同步。

例如，美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与国际农产品价格起伏一致，且尽管存在时间

滞后性，即使在短期内也会随价格波动（图 5）。除年度波动外，2007 至 2012 年

价格上升时期通常与固定资本形成明显增加有关，近期数据表明对 2012 年后价格

下跌时期来说可能反之亦然。  

 

图 5：美国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国际食品价格 

19. 如果价格下跌与低趋势投资存在关联，那么高价时期农民可能会过度投资

固定资本。当前，农民就已被自己在高价时期的投资决策套牢，虽然 2012 年后价

格已经开始下跌但还在继续生产。锁定效应可能意味着农民生产继续高于“平衡

水平”，即长远来看无法盈利的价格水平（价格跌至总生产成本以下）。显然，

只要价格高于可变成本，农民短期内仍然会继续生产，即以此挽回一些（沉没）

固定成本。因此“多余”投资本身可能加重了 2012 年后国际价格的下行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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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投资-产出关联7 

20. 除投资-价格关联外，投资和生产之间应该存在更直观的关联。现有数据确实

表明存在这样的关联，即产出价格高会刺激生产者将更多固定资本投入生产，提高其

生产能力并最终提高实际产量。实际上，这些关联比此处描述的更为复杂且线性

关系更弱。这些关联涉及时间滞后、跨国效应以及对消费、生产和价格的反馈回路。

将这些关联抽丝剥茧会超出本文范围，这需要一个全面的模型框架，为跨商品、

跨国影响及其动态提出公式。 

21. 本节考虑到这些限制并把分析降为单纯的变化描述，将首先描述农业产量

增长（以总产出计），然后将其与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增长进行比较，最后研究

总产出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变化的反映，即固定资本形成的产出弹性。 

总产出增长  

22. 关于总产出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可得数据表明，价格上涨时期不仅与固定

资本项目投资增加有关，而且也与农业产量（以总产出计）增速加快存在关联（图6）。

这适用于全球情况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汇总情况。但一些个别区域偏离了

全球趋势，某种程度上偏离较大。两个典型案例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和拉丁美洲，

两个区域在后十年的年均产出增速分别从 4.7%滑至 3.9%以及从 2.7%降至 2.0%。 

 

图 6：2006 至 2015 年间大多数区域产出增速  

                                                 
7 本节分析重点是固定资本投资对产出的影响，不考虑中期投入的影响。另行分析表明，中期投入的重要性随产出

重要性上升，但上升速度并没有更快。中国是一个明显的例外情况，其中间投入在最终产出中的重要性几乎翻倍。

不同之处在于，中国不仅使用了更多的机械、设施或灌溉设备，还大幅增加了化肥、农药、电力和其他中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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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总产出）对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反应  

23. 高投资推动产出主要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投资额增加相应刺激

产出，即恒定反应。第二个可能性是，每增加一美元的新增投资就会带来更高的产出，

即投资的农业产出反应随时间推移而增加（同时价格升高）。为此，估算了全球和各

区域产出对投资的反应。对两个变量（取对数）做回归分析，以此得到的系数可解读为

弹性。图 7 以可视化方式呈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果，表 3 概括了区域细节。 

 

图 7：产出总额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反应性 

24. 结果表明两个阶段的关联系数极为恒定，约为 0.9。尽管有些差异，但基本

所有单个区域的系数都处于相似数量级（表 3）。这一恒定反应表明，产出增长源自

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增加，而不是因为投资提高了增加产出的效率。  

表 3：各区域的反应性 

区域 总产出对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的反应（弹性） 

总产出，2013/15 

平均数，十亿美元， 

2005 年价格 

全球总产出中 

所占比例（%） 

1995-2005 年 2006-2015 年 

世界 0.91 0.92 2869 100% 

发展中国家 1.00 0.99 1710 60%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 0.91 0.92 207 7% 

西亚和北非 0.81 0.98 189 7% 

东亚及东南亚 0.91 0.96 810 28%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1.06 0.98 258 9% 

发达国家 0.87 0.92 1158 40% 

北美洲 0.94 0.96 344 12% 

欧盟 0.84 0.90 48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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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高价格与外国直接投资8 

25. 2007 至 2011 年的高价期还有一个特点，人们担心严重依赖贸易作为粮食供应

来源或许并不能一直作为所有国家确保国内粮食安全的适当战略。国际市场价格

高企和粮食可供量低促使投资者通过投资国内农业或投资国外生产能力来寻找更多

供应源或新的供应源。后者分析如下。 

26. 以上分析侧重于高价与国内投资间的关联，表明国内投资随国际价格上涨而

增加，并且与产量明显增加之间存在关联。资金和自然资源充足的国家通常选择

增加国内投资、本部分将关注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即资金充足但自然资源稀缺

的国家进行国外投资的程度如何。 

土地和相关资产方面的外国直接投资  

27. 当可以用来扩大生产的自然资源基础更有限或已经耗尽时（例如很多中东 /

北非国家），增加国内投资并不能明显提高农业产出。因此，很多这样的国家转向

国外投资，即选择资金匮乏但自然资源更丰富的国家。 

28. 这些资源匮乏国家普遍向自然资源丰富但资金不足的国家加强对外直接投资，

主要目的是增加海外产量，通过出口回国内保证供应。农业外国直接投资通常以

买地和长期租赁土地的形式进行。9 

29. 图 8 展示了土地外国直接投资情况（购买和长期租赁），并将其与国际价格

指标“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对比。 

 

图 8：外国直接投资与国际食品价格 

                                                 

8 需区分投资及其资金来源。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表示投资，而外国直接投资是融资来源的一部分。实际区别

可能更复杂，且资金流动不太容易直接细分。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包括固定资产增项的支出加上库存水平的

净变化，而外国直接投资涉及融资-即购买外国农业资产或外国企业股份（买方持股可获得长期利益）。因此，

外国直接投资可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供资，但也可以用来弥补企业赤字或偿还贷款。在狭义农业中（初级

农业生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以土地和权属为对象，从而成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资金来源。  

9 由于此类投资可能会影响投资流入国，大众媒体常常将此类投资成为“土地掠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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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有趣的是，价格与国外投资之间的联系至少与国内投资（农业固定资本形成

总额）和价格的联系一样密切。现有数据表明10，2007 至 2012 年价格飞涨期间以及 

其后不久，土地买卖激增。不出所料，价格飞涨与土地买卖之间存在时间差，说明

通常十分复杂的谈判过程需要时间来完成。随着 2012 年后价格下行，土地购买和

长期租赁也呈下行趋势。这反映出国内投资的发展动态，即农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也会随价格下跌而下降。这同时表明，农业用地投资的主要动力是是确保国内粮食

安全的愿望。随着价格下降且贸易恢复其作为粮食供应主要和可靠来源的地位，土地

外国直接投资也同时下降。 

31. 商品委第七十一届会议要求粮农组织分析投资、产出、贸易和商品价格之间的

关联，为此，本文首先尝试加深理解这些关联如何影响全球商品市场。本文采用

探索性方法深入了解各个变量如何表明彼此变化。显然，价格、投资、产出和贸易

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复杂，且看上去影响深远。未来需建立更为正式的分析框架

来确定确切的因果作用机制。这项工作的结果对理解未来大宗农产品市场的生产

和价格动态至关重要。  

 

 

  

                                                 
10 外国直接投资数据来自“土地矩阵”。数据已经汇总，即已由贸易及市场司规范化和标准化。图表数据

不含国内土地投资，而高价期土地投资也出现快速增长，尤其是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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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术语表 

 

外国直接投资： 外国直接投资是一经济体内的实体为获取另一经济体企业

的长期利益而进行的国际投资。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生产者购入资产的总价值减去会计期内

处置的固定资产，再加上因机构生产活动带来的非生产性

资产价值的增加（例如底土资产或土地数量、质量或生产力

的重大提高），并不考虑固定资本的消耗（折旧），且不包括

土地购买。 

总产出： 出售或作其他用途的农业产出的价值。 

中期投入： 中期投入包含用作生产过程投入品消耗的商品和服务的

价值，不包含计入固定资产消耗的固定资产。  

净资本存量： 净资本存量是仍在使用的所有固定资产的减记价值的总和，

也可看作总资本存量与固定资本消耗的差额。 

生产者支持估计值： 生产者支持估计值是消费者和纳税人因政策措施（不考虑其

性质、目标或对农业生产或收入的影响）转移给农业生产者

以作支持的年度货币价值总额的指标，以农场收到的转移

支付衡量。 

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 生产者名义保护系数是生产者名义保护程度的指标，用于

衡量生产者得到的平均价格（收购价，包括当前每吨产出

的转移支付）与边境价格（以农场价为准）的比率。 

增加值： 增加值是生产创造的价值，是一种避免重复计算的衡量

方法，等于产出价值减去用作中间投入的商品和服务的

价值。本文中指总增加值（GVA），即产出价值减去中间

消耗的价值或以公式表示为：GVA=(QxP)-(qx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