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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广大客户充分了解国

内外农产品市场现状，汇易咨询网

组织调研人员深入市场进行实地

考察、信息采集和数据搜集，充分

了解市场的生产、消费情况以及政

府政策实施状况，并对这些结果进

行系统全面的加工和整理，为客户

提供权威的市场分析报告。此报告

仅供参考，不构成任何交易责任。

本产品版权属汇易咨询网所有，禁

止任何媒体、网站或个人未经汇易

咨询网协议授权影印、摘录等任何

方式和方法加以传播。 

 

饲料原料市场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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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容 提 要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格局。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一举一动不仅事关两国经

济，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从 2017年 4 月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

晤后达成“百日计划”到 7月 19日开启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

再到 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中美签署 34 个合作项目金额达 2535

亿美元 丰硕成果为中美经贸注入新动力；两国元首表示，双方将

继续致力于互利共赢的中美经贸合作。 

 

近几年中美贸易火热，特别是粮食进口方面。据美国大豆出

口协会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而作为中美

间重要政治互动之一的大规模大豆采购协议，其最终履行规模则

是今年市场焦点，是中国承诺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努力的表现。川

普访华期间，中国宣布恢复免征 DDGS进口环节增值税，这为未来

美国 DDGS进口松开“紧箍咒”。这可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但正从侧面印证汇易此前对于加大新季进口谷物的预估，DDGS进

口政策已有松动迹象，是否意味着后期中国市场之美国进口玉米、

燃料乙醇以及能源产品等力度的持续增强。 

 

JCI特别强调指出的是：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的有些成果并没

有完全公布，有的贸易项目双边谈判才刚刚开始，后面应该还有

我们意想不到的成果出现。而来自中国、美国、巴西的货币及经

济环境变化，也将会继续影响到全球大豆采购厂商尤其是中国进

口厂商的采购策略，我国市场各方仍应保持高度关注。 

 

 

 

 

 

 

 

 

关键词：  共赢互利  中美关系  特朗普访华  贸易逆差  贸易

成果   进口大豆 兑现规模  供应迂回  巴西雷亚尔  税改升息 

 

 

汇易认为：中国增加美

豆进口，对于全球大豆

市场而言仅仅是一场

“数据秀”，并不会额

外对国际市场需求产

生额外增量，但对于中

美大豆贸易的增量则

实质存在，对于美豆市

场将产生真实的利多

提振，并且中国市场未

来产生的增量采购需

求也会流入美豆市场。 



22 

 

 

 

上海汇易咨询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定制电话：021-68751628  
传真：021-68752578  E-mail: Emma@chinajci.com_ 

 

2  

1  共赢为恒互利为衡，中美经贸需处理“恒”与“衡”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企业共签署合作项目 34

个，金额达到 2535 亿美元。创纪录的经贸大单，既在意料之外，

也在情理之中，不仅折射出中美经贸关系日趋紧密的事实，反映

了中美经贸结构的现状与变化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变化，

更凸显出经贸关系在新时代中美关系中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作用，也表明中美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深厚的经济基础，无论是

体量还是紧密程度，都有很大的想象空间。 

 

 

 

 

这一大单释放出积极信号，显示了中美两国贸易的深厚潜力。

此次中美签署的成果中，贸易项目 26 个，金额 1088 亿美元；双

向投资项目 8 个，金额 1447 亿美元。这些商业合同和双向投资协

议涵盖了贸易和投资、货物与服务、商品和技术等广泛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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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已发展到相当规模，形成“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格局。作为两个大国，中美一举一动不仅事关两国经

济，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 

 

 

1.1 中美贸易巨大逆差，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产业链分工 

2016 年中国对美出口占我国总出口额、总进口额的 18.6%、

8.5%，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对美贸易顺差在我国货物贸易顺

差中的占比 49.8%；而今年 1-7 月份，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 1428

亿美元。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逆差国，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产业

链“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的分工。美国是全球最大贸

易逆差国，根本原因在于全球产业链“消费国——生产国——资

源国”的分工。 

 

 

 

从进口看，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

产品为主，从出口看，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以高附加值的技术

密集型产品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  

 

 

 

JCI 需要特别强调指出的

是：这次特朗普总统访华

的有些成果并没有完全公

布，后面应该还有我们意

想不到的成果出现。 

中美贸易逆差主要来

源于商品的技术含量

差异，即美国向中国出

口低端产品，而进口中

国高端产品，尽管这种

趋势在改善之中，况且

中美两国的贸易顺差

也有着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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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美农产品双边贸易向来密切，中美贸易逆差略有收窄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美国对中国出口增长了 500%。然

而，2016年中方统计的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 2540亿美元，和美方

统计的贸易逆差额相差了近 1000亿美元。 

大豆 2016年，中国进大豆 8322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3365

万吨，占比 40.44%。 

高粱 2016年，中国进口高粱 664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586

万吨，占比 88.29%。 

小麦 2016 年，中国进口小麦 337 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86

万吨，占比 25.56%。 

玉米 2016 年，中国进口玉米 316 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22

万吨，占比 7.04%。 

毛豆油 2016年，中国进口毛豆油 56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11

万吨，占比 19.66%。 

冻猪肉 2016 年，中国进口冻猪肉 162 万吨，其中自美国进口

21万吨，占比 13.30%。 

 

1.3 从特朗普访华中美签署大单，看中美新经贸关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为期三天的中国行，两国企业签署 34笔、总

额 2535亿美元的大订单，既创造了中美经贸合作的纪录，也刷新

了世界经贸合作史上的新纪录。尽管这 2535 亿美元的合同尚不足

以扭转中美贸易顺差，但对于民望不高的特朗普而言，的确值得

开酒庆贺。 

 

此次经贸合作，范围包括向中国出售液态天然气、波音客机、

大豆、计算机组件等，以及此前“百日计划”启动后已开始重返

中国市场的美国牛肉，其中最大一份合约涉及 837 亿美元。中国

商务部部长钟山形容“这是奇迹”，并指出此次签约创下中美合作

新纪录。 

 

美国官员透露，这些签约可望为美国创造超过 1.2 万个工作

机会，部分大项目还包括，中石化、中国投资公司、中国银行与

美国阿拉斯加州联合修建一条液化天然气管道及设施的初步协

议，阿拉斯加州政府称该项目投资额高达 430 亿美元。根据阿拉

斯加州的测算，上述 430 亿美元的对美液化天然气管道投资，将

令美国对亚洲国家的年度贸易逆差减少 100 亿美元。 

 

其他交易还包括：370 亿美元购买波音公司飞机的订单及承

诺；120亿美元购买高通公司芯片的非约束性订单；中国投资公司

与高盛成立中美制造业合作基金，承诺投资额 50亿美元投资美国

制造业、工业、消费、医疗等行业企业，开拓中国市场；以及 35 

 

特朗普自参选开始，多次

抱怨美国对中国贸易逆

差，不过在特朗普访华前

的 10 月，中国对美国的贸

易顺差收窄至 266.2 亿美

元，低于 9 月的 280.8 亿

美元。 

对中国而言，这次的订

单不再只是购买美国

飞机、农产品之类的贸

易项目，还包括大额投

资协议。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h601988/nc.shtml
http://finance.sina.com.cn/realstock/company/sz000061/n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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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购买通用电气公司飞机发动机和涡轮机的订单。 

 

不过，在美国企盼多年的“中国允许外资持有合资金融机构

51%的股权”这一目标实现后，美方尚未对放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

口管制、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等问题给予进一步明确答案。而长期

参与中美谈判贸易的中美商会主席在特朗普访华前就预测：贸易

谈判并不是此次特朗普访华的重点，因此会晤期间将不会有针对

结构性的对话出现。 

 

 

2. 中国加码美豆为“锦上添花”，最终仍需落实到市场之中 

2.1  全球大豆市场需求量既定，供应格局变化是一个迂回的过程 

从近年来全球大豆市场来看，已连续数年产量超过需求，根

据美国农业部 11 月供需报告数据，2017/18 年度全球大豆产量为

3.4889亿吨，而全球国内总需求为 3.4496 亿吨，需求年度增长基

本稳定在 3%-5%的水平。对于全球大豆供需格局而言，这是一个迂

回往返的过程，市场价格、供应格局以及政策目的都会影响到中

国厂商对于全球大豆采购来源国的选择，无非是一个此长彼消的

格局。 

 

 

 

 

2.2 中国已成美豆最大买家，但今年美豆出口销售节奏显著落后 

近几年中美贸易火热，特别是粮食进口方面。据美国大豆协

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已成为美国大豆的最大买家，占去年美国大 

 

中国加码美豆采购量，增量体

现在美国市场，并非体现在全

球大豆需求市场，因而对于美

豆市场而言，无疑将会产生持

续利多支撑。而现阶段美豆仍

处于偏强震荡行情之中，在天

气和需求题材支持下，后期下

行空间应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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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出口量的 62%，总价值超过 140亿美元。全球 60%的大豆出口都

流向中国。 

 

 

 

目前美豆显著落后的出口销售节奏（根据最新周度销售数据

较去年同期落后 17%，需要在 2017 年 12 月-2018 年 8 月期间抢回

来 900 万吨需求），仍是悬在上涨行情前面的一把利刃。而作为中

美间重要政治互动之一的大规模大豆采购协议，其最终履行规模

则是今年市场焦点，是中国承诺缩小中美贸易逆差努力的表现，

从长期来看，也表明中国旺盛需求对美豆盘面一定支撑作用。 

 

 

 

 

2.3 今年中美大豆协议订单高达 2800 万吨，兑现规模或远超往年 

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签署价值 50 亿元的 1200 万吨美国大

豆协议订单，而在此之前，中国商贸采购商与美国分别在今年 7

月和 8月签署 1253万吨以及 380万吨的进口大豆协议。 

 

今年中国市场对于中

美大豆协议订单的履

约规模，或将超过以

往。 

我国大豆进口量已由 2000 年

的1000万吨增长至2016年的

8300 万吨，其中巴西大豆和

美国大豆又在持续争夺对华

出口头把交椅，有机构预测，

2017/18 年度中国大豆进口

量将突破 1亿万吨！ 

今年三次总计美豆订

购量将超过 2800 万

吨，远远高于前两年的

采购协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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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协议订单签订时间 协议采购量 价值（亿美元） 

2011 年 1 月 20 日 1170 -- 

2012 年 2 月 15 日 862 21 

2013 年 10 月 11 日 483 18 

2014 年 9 月 15 日 480 53 

2015 年 9 月 24 日 1320 23 

2016 年 8 月 30 日 400 28 

2016 年 10 月 14 日 510 43.1 

2017 年 7 月 13 日 1253 66.8 

2017 年 8 月 15 日 380 15.6 

2017 年 11 月 8-9 日 1200 50 

 

虽然采购协议本身只属于意向协议，因此并不一定会最终履

行。不过此前数年我国都很好完成了采购承诺，且连年递增的大

豆进口量也足以证明我国需求相对良好。而从今年中美“磕磕绊

绊”却又不断前行的贸易关系来看，今年继续“圆满”兑现采购

协议订单的概率相当之大，这从现阶段中国农业部对于进口大豆

GMO 证书审查和发放节奏持续收紧的节奏可见一斑。 

 

而当前中国厂商对于近远月进口大豆的采购节奏仍然受限于

GMO 证书问题，采购节奏相对缓慢，有消息称 12 月份至少预计将

减少 10-14 船的采购量，而受到现阶段国内豆粕远月基差销售量

自高位下滑以及 GMO 证书发放的某些问题，中国厂商目前对于明

天二季度的巴西大豆新作采购积极性也并不高。截至目前明年 3

月份大豆船货采购完成比例接近 30%，1-2 月则平均在 10%-12%左

右，而明年 4-5 月份的采购比例则集中在 15%附近。 

 
 

 

2.4  中国大规模进口美豆，并不会给全球大豆市场带来额外需求 

 

带来额外需求，仅仅意味着供应主体的改变，一定程度上属

于“数据泡沫”，在今年在中美政治互动频繁及贸易关系加强背景 

 

美豆出口目标要想达

成既定目标，需要抢回

一定的市场份额。 

中国农业部对于 GMO

证书审查和发放趋紧

的节奏，或将延续到明

年一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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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执行比例或将相当之高。2017年 1-10 月份中国自巴西进口

大豆 4622万吨，自美国进口大豆 2200万吨，去年同期则分别为

3699万吨和 1992 万吨；而今年美豆在出口销售整体偏慢 17%的

背景下，要想达到美国农业部预期的 6100 多万吨的出口目标，则

需要在 12-8 月份从南美市场尤其是巴西市场抢回 900 万吨。 

 

 

 

而在今年 11 月上海举行的 2017、18 年度美豆市场展望研讨

会上，知名分析师高海涛先生，分享了他对于未来国际大豆市场

走势的观点。他认为就目前的市场而言，应该往前看：需求强劲

（也许考虑到了中美贸易协议订单的推动？再或者也认同明年南

美大豆供应会比预期紧张？），而不应纠结于：背后的供应庞大。 

 

 

海涛先生认为年底前市场对于庞大产量的反应将使得价格进

一步承压并出现低点，但进入 2018 年初，晚收的大豆品质会拉低

整体美豆单产水平，进而引起美豆总产量的向下调整，若再叠加

届时可能出现的美豆需求增加及天气炒作，则会给市场带来新的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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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巴西陈作大豆卖压基本消化，雷亚尔走强抑制农民售粮意愿 

自今年 9月份以来,巴西雷亚尔持续下跌，直接激励巴西农户

踊跃出口大豆；而当前雷亚尔持续走强则使得巴西豆农普遍惜售，

说明农民对于后面进一步贬值还再有所期待。巴西雷亚尔在贬至

3.3 附近时未见农民大量出货，一定程度上表明巴西陈作卖压基本

消化，这或意味着在明年一季度南美新季作物上市前，旧作挤占

国际大豆市场供应的影响将有所减弱，美豆升贴水有企稳回升预

期。 

 

 

 

而另一方面，受到明年出口税调降政策的影响，当前阿根廷

农民普遍惜售，即使当前美豆一度反弹至 1000美分附近，阿根廷

农民卖货量也仅仅在 10-20 万吨附近，而阿根廷本土油厂称其可

压榨大豆头寸为负的 5 天。总体来看，当前南美豆农惜售行为较

为集中和普遍，而现货市场表现出来的供应越是紧张、贴水价格

越是坚挺，后期市场的隐患越大，2018年巴西、阿根廷大豆将如

何与美豆展开激烈的市场争夺，仍是未来看点！ 

 

 

3  美国税改/升息或引发货币塌方，中美贸易需关注全球再平衡 

 

从近期美元发展态势来看，美联储升息进度与次数、特朗普

税改方案进展 2 大消息，是影响美元强弱重要关键。高盛首席经

济学家报告称，美国经济好过头，避免经济进一步过热将成 2018

年的当务之急。高盛估计明年美国 GDP将扩张 2.5%，高于全球金

融海啸之后的 2.1%。失业率将跌至 3.7%，接近 50 年新低。薪资

将成长 3~3.25%，高于当前的 2.5%。而为避免经济继续加温，FED 

势必得更积极回应，包括四度升息。此外，近期美元涨势能否持

续将取决于美国国会能否通过重大的税改计划。 

 

 

 

巴西雷亚尔在贬至 3.3

附近时未见农民大量出

货，一定程度上表明巴

西陈作卖压基本消化。 

高盛表示压抑通膨的

暂时性因素退场，薪资

成长也会推高通膨压

力，通膨将升至 1.8%，

FED 必须介入避免情

况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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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二（11 月 28日），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通过特朗普税

改议案，为参议院最早在周四进行全体表决打下基础，即使该议

案仍有一些细节尚未敲定。这意味着共和党人向本周就税改议案

在参议院投票迈出关键一步，有望年底通过税改。 

 

 
 

早在今年夏季北京举行的经济学家年会论坛上，中国财政部

副部长朱光耀就指出：美国税制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基本清

晰……后边的博弈还会非常激烈……一旦美元在双降/强升息的

推动下大幅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普遍看跌，但另一方面

人民币受到来自美国升息等带动或将进一步贬值，在利于出口的

背景下，也加大了进口成本。由此来看，中美贸易如何在美元升

值、人民币贬值、出口利好、进口受阻以及国际国家战略间取得

平衡，都将是未来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进出口市场需要重

点关注的问题。 

 

 

 

 

 

结束语： 

 

我们知道，要想使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的红利成为永恒的利益，

势必离不开平衡的格局。不过，贸易不平衡问题却长期困扰着中

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小布什、奥巴马等历任美国总统都十分关注

这个问题，特朗普政府也不会例外。 

 

公平地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确是一个问题，但仅从贸易不

平衡还不能得出利益不平衡的结论。虽然在对华货物贸易上美方

处于逆差地位，但如果从对华服务贸易来看，美方不仅保持着明

显的顺差，而且顺差还越来越大。要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 

 

来自美国税改/升息可

能引发的全球货币塌

方风险，以及对于农产

品市场所将产生的巨

大影响值得高度警惕

和关注。 

中美两国是当今世界

最主要的贸易伙伴，相

互间发展互利共赢关

系的空间很大。无论是

从利益之“恒”来看，

还是从利益之“衡”

来看，都具有很大的回

旋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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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必须要面对货物贸易领域外，更需要面对服务贸易领域，用

这样的“度量衡”更全面、准确地判断中美经贸关系中利益

“衡”在何处。 

 

双方在利益上锱铢必较也无可厚非，但在寻求利益“衡”点

上除了要考虑自身利益最大化之外，也必须照顾到对方的关切，

至少要创造一个良好的磋商气氛。要实现中美经贸关系的平衡就

要做到“取之有道”，“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处理好中

美合作利益上“恒”与“衡”的关系，到底是互利共赢还是单边

主义。思路不同，结果也会不一样。 

 

而大规模大豆采购协议，作为中美间重要的政治互动之一，

仅仅只是开始，中美贸易逆差的客观存在，意味着中国将继续扩

大对于美国市场农产品、商品及技术、能源的进口。但汇易认为，

中国加码进口美国大豆，对于美国农产品出口市场来讲，利多影

响实质增加，因增量将体现在美国市场，但对于全球大豆市场而

言，实际上并没有提高世界对于大豆需求量的真正上升，故经过

短暂的市场贸易格局调整后，将重新回归正常贸易秩序之中，如

过去传统买美国大豆，因价高而转买南美豆源，世界又将进入一

个新的平衡体系之中。而中美间各项贸易，如何在美元升值、人

民币贬值、出口利好、进口受阻以及国际国家战略间取得平衡，

都将是未来国际大宗商品尤其是农产品进出口市场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