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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双层博弈分析 

——以国际大豆定价权问题为例 

徐振伟   马倩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杜伦大学 商学院，英国) 

 

【摘要】在国际大宗农产品贸易中，大豆是重要的粮食作物和战略物资，大豆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与中国这个身份不相

符的事实是，中国在大豆进口上没有相应的定价权。对大豆定价权问题的研究对于维护我国

国民经济增长、维护本国企业利益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对美国而言，美国贸易政策

是国际层面博弈和国内层面博弈共同作用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用双层博弈理

论的视角来分析贸易问题，有助于深刻认识美国对华贸易的实质，为中国参与定价过程，维

护经济利益和粮食安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定价权 双层博弈 美国 中国 大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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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成果 

大豆是我国的传统农作物，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也是蛋白质和油料的主要来

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据海关数据显示，2011 年大豆的消费量

达到 6800 万吨，比 2010 年的消费量增加了 5%，①并且这个数量预计在今后还会

继续增加。一般来说，商品的价格是由买卖双方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但尽管中国

具有如此庞大的进口规模，却常常被动的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尤其是 2004 年

的大豆危机，给我国压榨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引起了国内关于大宗商品国际

定价权问题的广泛关注。 

拥有定价权对于维护我国国内压榨企业利益，促进经济增长和确保粮食安全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是大豆，目前我国对于铁矿石、稀土等许多重要的大宗

商品都不能掌握定价权，产生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卖什么什么就跌”

的尴尬局面。面对这种局面，认真剖析定价权缺失背后的原因，并且提出相应的

对策对我们维护压榨企业利益、促进我国大豆产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必要的。 

一  中美大豆贸易现状 

与小麦、玉米等农作物的高度自给率不同，我国大豆主要来自进口。我国目

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但却长期不能够把握定价权，给我国压榨

                                                        
①
 2011 年我国进口大豆市场回顾，2011-12-21，中国粮油网，http://www.grainnews. com.cn/xw/deep/bd 

2011/12/21_12985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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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关于定价权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曾经给予过不同的诠释，

一般可以理解为对国际市场价格水平的影响力。行业因素、企业因素、政府因素

等其他因素都会对定价权问题产生影响。 

    中美两国是世界上重要的经济体，双方在经贸、安全、公共卫生、能源和环

保等众多领域和重大的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拥有重要的共同战略利益。中美两

国互为双方重要的农产品贸易伙伴，农产品贸易在中美经贸关系中一直占有十分

重要的地位。即使在金融危机发生的时期，中美贸易额仍然保持着稳定的增长。

近年来美国一直是我国大豆的主要进口国，下面首先简要介绍一下目前中美大豆

贸易的状况。 

（一）中国是主要进口国 

1.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需求量大，且进口量逐年增加 

大豆是中国的传统农作物。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大

豆生产国，东北和黄淮海地区是我国大豆的主要产区。近年来，我国大豆产量一

直徘徊不前，在近几年甚至出现了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大豆种植面积有所减少以

及大豆单位面积产量低造成的。我国大豆的单产在世界上排在第 15 位，这比世

界大豆单产的平均水平低了 25%，与美国、巴西、阿根廷等主要大豆生产国的单

产水平更是无法相提并论。而我国政府对大豆价格保护不力影响了豆农的生产积

极性，农民将重心放在种植小麦和玉米方面。 

而在需求量方面，我国的大豆消费量近年来不断攀升，2011年大豆的消费量

达到 6800 万吨，比 1996 年的数量增加了 387%。①造成大豆消费量增加的主要原

因首先是，国内的油脂价格不断升高以及豆油需求的不断增长，在利润的驱使下，

国内油厂不断扩大生产能力，产能的急速增长导致了对油用大豆消费需求的膨

胀。其次，由于人们收入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蛋、肉、奶类食品需求的不断

上升推动了畜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此外，食用大豆消费量的不断增加也是导致

大豆需求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不断升值，中国进口大豆的

成本也有所降低，因此，中国更倾向于进口大豆。 

从对我国大豆的需求数量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来看,我国国内大豆产量早已

不能满足国内大豆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主要通过大量的进口大豆才得以勉强满

                                                        
①
 中华粮网数据中心：2011中国大豆产量，2012年4月13，http://www.grain.gov.cn/Grain/Soybea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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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国内的需求。随着大豆产量的下降和需求的不断上升，我国从 1996 年起变成

了大豆净进口国。2011 年，我国大豆产量为 1200 万吨，相比 2010年 1800 万吨

的产量而言，降幅超过 30%。而 2011 年大豆的消费量达到 6800 万吨，比 2010

年的消费量增加了 5%，我国大豆的进口量继续增加。①此外，我国对于大豆进口

需求量的价格弹性小，即使在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进口量也没有出现明显的

下降。 

表 1-1  中国大豆进出口情况表 

年份 面 积

（ 千

公顷） 

单 产

（吨 /

公顷） 

生 产

量（万

吨） 

进 口 量

（万吨） 

出 口

量（万

吨） 

进口值

（亿美

元） 

出 口

值（亿

美元） 

国内消费

量（万吨） 

进 口

占比 

2004 9590 1.81 1740 2022.99 34.86 69.79 1.53 3728.13 54.3% 

2005 9590 1.70 1635 2659.06 41.34 77.79 1.78 4252.72  62.5% 

2006 9280 1.72 1596 2827.00 38.47 74.89 1.54 4384.53  64.5% 

2007 8700 1.47 1280 3082.14 47.46 114.72 2.07 4314.68  71.4% 

2008 9330 1.67 1555 3743.56 48.44 218.14 3.66 5250.12  71.3% 

2009 8800 1.69 1490 4255.17 35.63 187.87 2.45 5709.54  74.5% 

2010 8200 1.84 1810 5479.73 17.30 250.81 1.26 7272.43  75.3% 

2011 7700 1.82 1200 5263.97 21.41 298.34 1.67 6442.56  81.7% 

数据来源：中华粮网数据中心（http://www.grain.gov.cn/Grain/Soybean.aspx ），中国农业信息网

（http://www.agri.gov.cn/V20/cxl/sjfw/tjsj/dd_1/ ） 

2.进口的来源是美国、阿根廷等 

美国、巴西、阿根廷和中国是世界上的主要大豆生产国，其中美国的出口

量居世界第一，其总产量的三分之一用于出口。巴西、阿根廷紧随其后，由于季

节性原因，与美国交替的供应着世界市场。近年来我国大豆发展一直落后于这三

个国家：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 1977年和 2001 年在生产面积上超过了我国；由于

转基因技术的应用，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的大豆单位面积产量远远超过了我国；

在出油率等品质指标上，中国也不及这些国家。 

目前，我国进口的大部分是转基因大豆，货源主要来自美国、巴西和阿根

                                                        
①
 中商情报网：2011 年中国大豆产量在 1200 万吨左右，2012 年 3 月 15 日，http://www.askci.com/news/ 

2011-10/25/107279133.shtml. 

http://www.grain.gov.cn/Grain/Soybean.aspx
http://www.agri.gov.cn/V20/cxl/sjfw/tjsj/dd_1/
http://www.askci.com/news/%202011-10/25/107279133.shtml
http://www.askci.com/news/%202011-10/25/10727913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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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 

 

                 图 1-1 2011/12 年度世界生产国大豆产量分布 

数据来源：德国汉堡的行业期刊《油世界》 

表 1-2 我国大豆分国别进口数量(万吨)和份额统计 

 

数据来源：中华粮网数据中心（http://www.grain.gov.cn/Grain/Soybean.aspx ），中国农业信息网

（http://www.agri.gov.cn/V20/cxl/sjfw/tjsj/dd_1/  

虽然目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和第四大生产国，但是与中国在大

豆贸易格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十分不匹配的事实是，中国并不能够掌握大豆贸易

中的定价权。 

（二）美国是出口国，掌握着定价权 

1.美国大豆生产机械化程度高，科技含量高，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在美国，虽然大豆作为农作物种植历史只有短短的 80年，但却迅速成长为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数量 829 1020 1105 988 1157 1543 2181 2358.6 2235 

份额 40% 50.4% 41.6% 35% 37.5% 41.2% 51.2% 43.0% 42.7% 

阿根廷 数量 596 440 740 623 828 985 375 1112.1 784 

份额 28.8% 21.8% 27.8% 22% 26.9% 26.3% 8.8% 20.3% 15% 

巴西 数量 647 562 795 1164 1058 1165 1599 1857.7 2062 

份额 31.2% 27.8% 30% 41.2% 34.3% 31.1% 37.6% 33.9% 39.4% 

总计 数量 2072 2023 2659 2827 3082 3743 4255 5480 5264 

份额 99.9% 99.9% 99.4% 98.2% 98.7% 98.7% 97.6% 96.3% 96.5% 

http://www.grain.gov.cn/Grain/Soybean.aspx
http://www.agri.gov.cn/V20/cxl/sjfw/tjsj/dd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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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大豆出口国。美国主要集中在五大湖区西南部及周围地

区，其中艾奥瓦、伊利诺伊、明尼苏达、印第安那四个州的大豆生产面积占全国

的 44%，产量占全国的 48%。①美国大豆行业的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政府对农业的

高度重视和补贴政策，以及对科研的大力投入。 

例如，美国豆农每生产一吨大豆，政府就给予豆农 37美元补贴，给予了大

豆产业足够的重视。美国大豆生产机械化程度高，很多农场主都有自己的成套设

备，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劳动成本，而且美国的可耕地优势为其采用大规模机械化

的生产创造了条件。美国每年用于大豆科研的投入达 8000 万美元之多，而且研

发出来的最新技术都由专业科研人员传授给农场主，确保了这些技术的应用。美

国生产的大豆 70%为转基因大豆，出油率高，油质好，在国际市场上有很大的竞

争优势。此外，美国采用休耕制度，大豆生产潜力巨大，能够根据目前市场的需

求量迅速对供给量作出调整，因此，美国能够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大豆价格。 

2.大豆定价机制及美国的芝加哥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经济功能，一个是价格发现，另一个是规避风险。期

货价格能够比较准确、全面地反映真实的供给和需求情况及其变化趋势，对生产

经营者有较强的指导作用。因此目前全球大多数的大宗商品都实行期货定价，大

豆也不例外，期货价格在大豆价格形成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Schechtman

与 Goldfrab 等人(1983)选取了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小麦、大豆与玉米三种商品，

运用线性回归法分析了这三者期货价格与现货价格之间的长期关系问题。②美国

的芝加哥期货交易市场（Chicago Board of Trade，CBOT）是全球大豆定价的中

心，我国进口大豆价格长期以来都是以 CBOT 的大豆期货价格为基准，在此基础

上再加上升贴水确定的。具体而言，大豆进口价格主要由 CNF（成本加运费）

升贴水价格和 CBOT 期货价格构成。其中 CNF 升贴水价格由国外贸易商自行确

定，由以下三部分构成：FOB升贴水、海运费和贸易商利润。CNF 升贴水对应的

是某个 CBOT 大豆合约的价格，但 CBOT 期货价格并不是在购买 CNF 升贴水时

确定的，而是在船期内，压榨企业根据 CBOT 该合约中出现的某一价格来确定

                                                        
①
 汤松：世界大豆主产国生产优势分析，中国农典，http://data.jinnong.cc/mspx/ default.mspx? mfr = 

true &infoid=8625 
②
 Bigman，D. Goldfarb，E. Schechtman：Futures Market Efficiency and the Time Content of the 

Information Sets，The Journal of Futures Markets,1983, Vol. 3, No. 3 ，pp.321-334. 

http://data.jinnong.cc/m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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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价格（即点价），并将该价格通知国外贸易商。①CBOT 之所以成为国际大豆

定价中心，与美国经济地位、大豆出口贸易地位和 CBOT 广泛的全球参与机制

是分不开的。我国上世纪末开始成立期货交易所，其中大连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品

种以大豆和玉米为主，但对于定价机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 

（三）2004年大豆风波 

2003 年 8 月，美国农业部以天气影响为由，对大豆月度供需报告做出重大

调整，将大豆库存数据调整到 20 多年来的最低点。于是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大豆

价格从 2003 年 8 月时的最低点约 50 美分，一路上涨到 2004 年 4 月初的约 1060

美分，创下近 16 年来新高。②中国压榨企业在恐慌心理的支配下，纷纷加大采购

力度。2004 年初，中国企业在美国“抢购”了 800 多万吨大豆，折合平均价格

在人民币 4300 元/吨的高价。但随后，2004 年 4 月开始，国际大豆市场风云突变，

大豆价格快速回落，2004 年 8 月 2 日，CBOT 的 7 月大豆合约收盘价暴跌至 590

美分/蒲式耳。国内大豆加工由原先的盈利变为全行业亏损。面对如此差价，国

内部分加工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无奈采取了违约行为，放弃原先在高价位签订

的采购合同和定金。 

对此，美方采取的措施包括：一些国际大豆供应商起诉中国进口商毁约，索

赔金额高达 60 亿元左右；国际粮商联合抵制中国民营企业，除一部分他们参股

的中国企业外，对其他中国进口商不再报价；这些供应商联合修改对中国的大豆

出口合同文本，修改后的合同条款对中国进口商更为不利。③国内媒体把这次我

国大豆全行业性的大规模亏损称为“大豆风波”，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各界对于

大豆国际定价权问题的广泛关注。 

二  双层博弈分析 

美国贸易政策从总体上来说是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其核心是平衡国内和

国际的利益考虑。具体来说，贸易政策的制定需要考虑到国家安全、国际经济关

系的稳定、国内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内政治的需要。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

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学问题；不仅是国际政治的问题，也是国内政

                                                        
①
 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6 页。 

②
 04 年大豆危机事件回放，2008-02-18，http://www.feedtrade.com.cn/soybean/soybeanzhishi/ 200802 

/181826.html 
③
 百度文库：中美大豆贸易战，2011 年 7 月 22 日，http://wenku.baidu.com/ view/ 

3d862f4d767f5acfa1c7cd96.html.  

http://www.feedtrade.com.cn/soybean/
http://wenku.baidu.com/%20view/%203d862f4d767f5acfa1c7cd96.html.
http://wenku.baidu.com/%20view/%203d862f4d767f5acfa1c7cd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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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问题。 

1988 年，罗伯特·帕特南在《国际组织》的夏季刊号上发表了《外交和国

内政治：双层次博弈的逻辑》，在文章中作者系统阐述了自己对国内政治与国际

政治间的互动关系的理解。他认为，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和进行国际谈判的时候

既要考虑本国的国内因素，又要考虑外国政府可能做出的反应。因此，决策者实

际上面对着两种博弈。在国内层面，决策者要与国内力量进行谈判，明确国内需

求和自己谈判中可能受到的限制。而国内集团也会在此层面上对决策者施加压

力，以便有利于自己的政策出台。在国际层面，谈判者要与谈判对手进行议价，

争取在可能的范围内达成对自己国家最有利的协议，并要能确保达成的协议是一

份在国内能得到批准的协议。① 

此后，彼得·埃文斯、帕特南等主编的《双面外交：国际谈判和国内政治》

一书将双层博弈的思想系统化，并进行了大量的案例分析。1997 年，海伦·米

尔纳出版了《利益、制度和信息：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强调了国内因素的重

要性。这些都是我们进行双层博弈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 国际层次 

1.中美大豆贸易进行的基础 

比较优势理论首先由经济学家李嘉图于 1817 年提出，到上世纪 70年代末新

贸易理论兴起时，一直是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在两国都

能生产同样两种产品的条件下，其中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商劳动生产率均高于

另一国。该国可以专门生产优势较大的产品，处于劣势地位的另一国可以专门生

产劣势较小的商品。通过国际分工和贸易，双方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

②中美大豆贸易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发展，就是因为两国的比较优势具有互补性，

通过贸易，中美两国都可以获利。 

在大豆贸易中，美国的比较优势来源是多方面的。首先，美国的自然资源丰

富，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居世界前列，而且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气候

温和，土地肥沃。第二，美国在农业科研方面的投入巨大，农业科技开发水平高，

大大提高了美国大豆的单位面积产量和出油率等，这一优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

                                                        
①
 Robert D. Putnam: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2,No.3(Summer 1988), pp433-435. 
② 佟家栋，高乐咏：《国际经济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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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第三，农业是弱质的产业，农业产量很容易受天气情况、市场波动等因素的

影响，因此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而美国政府十分重视对农业的保护，给

予农业巨额补贴。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美国在大豆、棉花等大宗农产品方面具有比

较优势。而中国大豆消费量的增加推动了对美国粮食进口需求的增加，成为中美

大豆贸易不断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例如园艺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美之

间供给能力的差异决定了双方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但是这种依赖性并不对称，中

国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依赖要强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也正是这种不对称决定了

中美贸易中中国处于劣势。 

2.国家利益与美国贸易政策的选择 

国际贸易是两个国家之间进行的交易，双方必然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

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通过自由贸易，中美两个国家都可以获益，但是获益的

大小在不同的贸易条件下是不同的。贸易条件由两个国家协商共同决定，而经济

实力较强的一方往往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在现实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两个国

家不可能完全平等，他们的相互依赖程度和经济实力不同，因而在贸易中获得收

益的大小也存在差别。例如，在中美贸易中，中国对美国的比较优势的依赖要强

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在经济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各方面都有着优势，这就

决定了美国在贸易中获益更多。获得收益大的一方希望获得更多的收益，而获得

收益小的一方可能不愿意永远落在另一方的后面，结果就必然是双方的贸易冲

突，进而就是采取并非完全自由的贸易政策来保护自身利益。战略性贸易政策和

相对获益理论等都强调了国家利益对贸易政策的影响。 

（1）战略性贸易政策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专家们认为，当代的国际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

构。多数企业面临着不完全竞争的国际市场，他们之间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又

是难以取胜的，因而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核心内容就在于：

通过政府的干预改变或鼓励企业既定的战略行为，发展本国产品的出口和相应产

业的竞争优势。① 

事实上，美国政府违背其作出的约束和削减农业补贴的承诺，长期进行高额

                                                        
①
 佟家栋，高乐咏：《国际经济学》，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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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粮食补贴，提高美国大豆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使得粮食能够以较低价格倾

销。从 1995～2002年，美国政府共提供了 1140 亿美元的农业补贴，粮食产业利

润的 1/3 来自政府补贴。①相关数据表明，美国出售到世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

均低于成本价格，而且在 1996 年新一轮粮食补贴政策后，比重大幅度上升。大

豆的倾销比例达到了 12%，而棉花则高达 48%。②美国依靠其强大的财力，通过补

贴把其它粮食出口竞争对手挤出市场，使进口国对其产生全面的依赖。而在粮食

价格大幅度上涨时期，进口国仍然会接受这个价格，继续进口，美国则攫取了高

额利润。 

（2）相对获益理论 

相对获益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的大小。在两个国家的

自由贸易之中，获得收益较大的一方自然支持自由贸易，而获得收益较小的一方

就会反对自由贸易。四大粮商不满足于压榨本国农民利益，还把捕获之手伸向世

界各国，目的是把全球纳入到他们的体系之中，其手段就是推动农产品国际贸易

的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自由贸易的目的是通过贸易的途径解决该国粮食供应的

问题。但事实上，这种目标的实现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之上的：一是在世界范围内，

有一个没有扭曲的、充分竞争的、跨国界的、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并且一国粮

食贸易量对世界粮食供求的变化有足够的弹性；二是粮食贸易作为一种纯粹的经

济活动，只接受国际上贸易规则的制约，而不受国与国之间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的影响。③事实上在国际贸易中，这样的条件并不满足。 

因此，农产品国际贸易自由化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就是，中国国内农产品竞争

力下降，农民无利可图，种粮积极性降低转而进入城市打工，随着人民币对美元

升值，进口价格降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进口，对美国产品的依赖越来越强。在

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被写入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条款之前，许多国家还都有一个

保证其农民就业和收入的本国食物体系，但现在这些保护都被去除了，食物巨头

和跨国粮商让农民们在全球范围内自由的竞争，而他们坐收渔利。当中国选择了

加入 WTO，开放农产品市场后，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粮食贸易方面处于十分

                                                        
①
屈直言：生活中的经济学：是粮食危机还是粮食战争，2008年 7 月 21 日，http://finance.sina.com.cn/ 

review/20080721/07445112746.shtml 
②
周立：《美国的粮食政治与粮食武器（二）》，http://www.foods1.com/content/499147/ 

 
③ 周立：《极化的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年版，第 69 页。 

http://finance.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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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动的局面。 

（3）新自由主义的贸易政策 

新自由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 30 年代，并在 60 年代之后迅速渗入国际贸易领

域，它被形容为“美国模式的灵魂、经济全球化的源泉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守护神”。

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完美性，认为政府干预是市场失灵的原因，因此激烈反对

政府干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

自由贸易可以使各国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福利。新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理论将

市场的完美性推广到国际贸易，强调没有干预的自由贸易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

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各国福利。①在实践中，主张推行自由

贸易，降低贸易的保护水平，取消数量限制，建立中性和透明的贸易体制。二战

后，发达国家推动自由贸易，而发展中国家却大力发展工业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因此奉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和内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但 20世纪 80年代之后，

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开始了贸易政策改革，逐步开始经济开放和贸

易自由化。 

20世纪 80年代之后，美国等主要西方国家都纷纷采用了新自由主义政策来

挽救“石油危机”之后衰退的经济。改革的措施包括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和国

有企业私有化等。发达国家推行的这些措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示范效应，诱使

各国模仿美国的发展模式，促使了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转变。新自由主义潮流促进

了全球化的发展，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有助于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有效

利用和形成成本最低化和收益最高化的生产模式。但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这一潮

流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后果是不同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现了

经济高收益与高风险并存的局面，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 1997年亚洲金融危

机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发达国家则保持了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美国的自由贸易

协定主要集中在拉美、中东和亚太三大区域，这三大区域对于美国来说有着重要

的地缘战略意义，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很显然都与美国出于全球政治和安全战略考

虑相关。美国逐渐通过一系列措施实施着它的全球战略，在经济上使中国等发展

中国家一步步沦为美国所建立了庞大食物帝国的附庸，使中国丧失了大宗商品贸

易的主导权。 

                                                        
① 黄静波：《国际贸易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趋势》，《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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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大豆贸易的博弈中，美国主导着整个贸易格局，中国始终处于不利地

位。博弈的结果就是，美国作为贸易规则的制定者，推行有利于它本身的政策和

规则，获取了大量财富，而中国受到严重损失。正如“中心——外围”理论所阐

述的，美国作为中心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处于世界经济

的外围。美国拥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雄厚的财力，农业机械化程度很高，生产率

大大高于其它外围国家，大豆生产成本很低。但美国却人为的炒高大豆价格，不

能够使中国等外围国家在自由贸易中获利。恰恰相反，中心国家运用使贸易比价

朝着有利于工业品方向发展的手段，不仅全部占有了本国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

增长和收入增长的成果，而且还部分占有技术进步在外围国家引起的生产率和收

入增长的成果。 

（二）国内层次 

1.参与国内层次博弈的主体 

一国的贸易政策除了受到国际环境和各国间相互博弈的影响，还受到国内各

种因素影响。因此制定贸易政策时不仅要考虑国际因素，也要考虑到国内的需要

和可能。由于美国特殊的政治结构，它的贸易政策比其它国家更多的受到国内因

素的影响。决定和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主体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就是国家权力机

关，包括国会、总统及内阁部门和联邦贸易法院。第二类是新闻媒体与思想库，

它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始终处于一种若隐若现的状态。第三类就是利益集团，它

们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跨国公司、工商

业集团等。下面将重点论述“跨国粮商”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 

2．跨国粮商与美国政府的合作与博弈 

在分析美国贸易政策的问题时，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缺乏对国内因素的

考虑，因此并不能够很好的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而社会中心论强调社会中私人

行为体对国家政策的影响，其中的利益集团模式是解释美国贸易政策的一种最主

流的方式。而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是政治选票与经济利益的交换是利益集团模式

的一个重要假定。 

在美国政治中，关于利益集团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托马斯·戴伊提出“精

英主义”，他认为，美国的社会结构并非一种水平的多元模型，而是一种垂直的

等级模型，对美国的政策制定具有影响的实际上只是人口中的极少数，是高度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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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寡头集团垄断而并非多元集团竞争美国公共政策的制定。①美国利益集团的

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能够参与到贸易政策的制定过

程中来，参与决策的利益团体必须具备几个条件：一是拥有巨大的海外利益，该

国的贸易政策对其造成巨大影响；二是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它的发展关系到国

家经济命脉；三是必须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有自己的代理人。而跨国粮商就是这样

的利益集团。 

美国粮食行业的垄断程度非常高，跨国粮商垄断了世界粮食交易量的 80%。

②跨国粮商是指美国的 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

和法国的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ABCD”，目前的国

际大豆贸易可以说由它们所控制。一方面，跨国粮商掌控着美国、巴西、阿根廷

等主要大豆生产国的货源，另一方面，通过收购兼并大豆加工企业，控制着大豆

的加工，全方位垄断着大豆贸易。例如，ADM 是全球最大的谷物加工商和世界

最大的转基因大豆交易商；邦吉目前是美国的第二大大豆产品出口商和第三大大

豆加工商。 

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在制定政策时相互博弈、相互影响、相互妥协；在政策

具体执行时，又会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寻求“共赢”。美国政府所推行的贸易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跨国粮商经济利益的，并且得到了这些利益集团的支

持。美国政府对大豆贸易的高额补贴，使得美国大豆可以以较低价格在中国销售。

由于中国大豆生产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成本高、出油率低，因此这样的低价格是

中国农民无法达到的，中国的本土大豆根本竞争不过美国出口的大豆。因此这样

的状况沉重打击了中国豆农的生产积极性，转而生产更有利可图的农产品。并且

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选择到城市打工，放弃从事农

业生产，大豆的产量不断减少，中国对美国大豆的依赖程度增加。中国逐渐习惯

了向美国进口大豆，在大豆危机发生时，在大豆价格飞涨的情况下，中国也没有

大幅度减少从美国进口大豆。此外，跨国粮商在全球的扩张离不开美国政府的支

持，毕竟世贸谈判的主体是政府。 

而另一方面，美国在全球的扩张也需要充分发挥跨国粮商的作用。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通过不断的兼并或强强联合，美国少数的几个粮食集团得以形成。

                                                        
①
 Thomas R. Dye：Who’s Running America: The Bush Yeas， N.J.Englewood Cliffs, 1990, pp23-26. 

②
 周立，刘永好：《粮食战争》，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年版，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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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控制着全球农业生产和食品加工体系，决定着世界市场上的粮食种类和粮食

价格，在为全球提供粮食的同时也扩大着美国在全球范围的影响力，服务于美国

的全球战略。同时，跨国粮商在全球聚敛的巨额财富通过政治献金等形式转移到

政府手中，为美国在全球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财力支持。 

但美国政府在制定国家政策时主要考虑的是国家的长远发展战略，而非局部

的利益得失。甚至有时候会因为政治、军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而牺牲一部分

的经济利益，目的是顾全大局。例如，大豆并不是美国主要的赚钱工具，对美国

政府而言，中美大豆贸易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扩大美国

在中国的影响力。而美国利益集团的目标则是要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因此美

国政府和利益集团这二者的目标和立场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制定政策时双方冲

突在所难免。当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利益集团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跨国粮商就会利

用自己所拥有的庞大资源去影响美国政府战略决策的制定和实施。美国的粮食利

益集团在决策时发挥作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跨国粮商通过自己所掌握的巨额财富，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和国会立

法，推动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的颁布和执行。管制理论的鼻祖斯蒂格勒在 1971 年

提出捕获理论。在社会中，政府的职能应该是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和提供公共产

品和服务、促进社会公平。但政府和政治家也是一个有自身利益的理性人，管制

者很容易被其权力租金诱惑，而被被管制者“捕获”，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在这个过程中，管制制度能够带来租金并且成为不同的利益集团的竞争对象，管

制者则根据自身的效用决定管制所服务的利益集团，管制实际上变成了政治家创

造租金和攫取租金的工具。①因此，在考虑到经济利益后，决策者会根据租金的

多少来决定自己的政策和服务的利益集团。 

其次，利益集团还通过游说政府，使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成为他们的公司派出

人员。例如，世界农产品贸易的自由化与跨国粮商之一嘉吉公司的执行总裁的推

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代表着公司利益，但同时出任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

的美国农业首席谈判代表，极力推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使得农产品自由贸易成

为现实。②通过这种方式，跨国粮商使政府的政策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

在大豆贸易中，跨国粮商攫取了大部分利润，而农民和消费者却收益甚少。美国

                                                        
①
  周立：《极化的发展》，海口：海南出版社，2010 年版，第 70 页。 

②
  Novaris: Who’s behind the WAF? 2010-07-03，http://www.biodev.org/archives/000153.php.  

http://www.biodev.org/archives/00015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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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跨国粮商的合作控制和垄断了全球大豆贸易，剥夺了中国的话语权，因此，

我国虽然是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却不能够拥有与之相匹配的定价权。此外，

利益集团还可以通过与其它社会团体合作，给美国国会施加影响等方式来影响政

府决策。 

三、 应对措施 

大豆定价权的缺失问题看似简单，但实际上是由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共同造

成的。这不仅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企业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

确定性，而且也暴露了我国大豆产业和期货市场建设方面的种种问题。为了维护

我国粮食安全，参与国际定价机制，争取国际大豆贸易中的定价权，我们可以在

以下方面进行努力。 

（一）加强大连期货市场建设 

由于期货市场的价格能够比较真实和客观的反应当前的市场供求关系和价

格变化趋势，因此，目前国际大豆贸易主要采取的是“现货贸易，期货定价”的

方式，期货市场才是决定国际贸易中大豆价格的最重要因素。美国的世界经济强

国地位、大豆贸易大国地位以及 CBOT广泛的全球参与机制等铸就了 CBOT 国际大

豆定价中心的地位。目前，美国芝加哥交易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场所，

是国际大豆定价中心。可以说，拥有了定价权就可以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上占据主

动，因此，美国无疑在大豆贸易中居于极其有利的地位。 

而与之相比，中国则是实体经济“大国”，虚拟经济“小国”，我国的期货市

场、债券市场等并不发达。我国的大连期货交易市场发展时间短，处于初级阶段，

相关配套制度不完善。近年来交易量虽有所提升，但仍然无法与美国的芝加哥交

易市场相提并论，对大豆定价机制的影响力十分微弱。从长期来看，为了争夺大

豆定价权，我们必须加强大连期货市场的建设。 

首先，现货市场是期货市场的基础，因此只有不断发展国内大豆产品的商品

市场，才能促进期货等其它市场的发展。其次，需要不断完善大连期货交易市场

的交易机制和组织制度，出台更多的交易品种，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大企业进入这

个市场进行交易。第三，只有一个开放的期货市场才能够保证信息的充分流动和

市场功能的发挥，因此，需要在加强风险管理的前提下，适当的加快我国大连期

货市场的开放程度，使之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农产品交易场所，并最终参与国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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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此外，加强期货知识培训，培养期货人才等也是非常重要的措施。 

（二）完善信息公布制度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往往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掌握

准确充足的信息对于企业的决策是至关重要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大豆定价过程

中居于主动地位，与美国政府的信息公开服务是息息相关的。美国农业部

（USDA）和大豆协会，每周每月定期向全球公开发布行业报告，不仅公布美国

本国数字，还有全球主要产区和需求的数字。 

大豆危机后，许多中国压榨企业和媒体人指出，中国不仅是中美大豆贸易中

的受害者，而且是“人为”因素的受害者，认为美国农业部和基金联手操纵市场

价格。回顾历史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美国大豆上市前，美国农业部以天气为由

连续调低其月度供需报告中的大豆库存。但 2004 年 5 月，美国大豆进入销售淡

季，此时美国农业部发布的报告指出，2004-2005 年度世界大豆产量将大幅增加，

期末库存将上调，于是，国际大豆价格开始大幅下跌。对于美国农业部数据的这

种变化，我们不能断定这到底是巧合还是人为操纵所致，但它在客观上确实对美

国大豆出口价格非常有利。 

而我国政府在大豆价格信息披露方面做得不到位，我们没有建立自己的数

据库，缺乏“中国数字”，目前对于中国大豆需求量、进口量、库存、产量等基

础数据，中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统计口径和发布渠道，更找不到权威的全面的数

字。我们中国的大豆生产者甚至需要参考美国的数据，这直接导致了我国压榨企

业在贸易中的被动以及亏损。正如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曹绪岷会长所说：“信

息不对称、过于依赖美国农业部预测数据，而该数据又往往不准确，这是导致中

国企业吃亏、直至发生大豆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① 

为此，应该加快建设公共信息服务体系，要求政府提供一个信息相对充分的

市场，避免信息不对称和信息不完全为压榨企业带来的损失。例如，国家统计局、

海关总署、商务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应该不断完善信息公布制度，及时的发布大豆

的种植、销售和库存等方面的数据，为本国的大豆生产商提供数据参考和建议，

引导产业健康发展。此外，行业协会也应该参与到信息的发布、更新和披露的过

程中来。不但要建立起完善的数据收集系统，而且还要确保免费向大豆产业提供

                                                        
①
 百度文库：中美大豆贸易战，http://wenku.baidu.com/view/3d862f4d767f5acfa1c7cd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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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据。 

（三）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争夺话语权 

从“大豆危机”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盲目进口和无序竞争导致了压

榨企业的损失惨重，因此需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引导采购行为，减少盲目采购。

行业协会作为政府和市场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是联系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和纽带，

具有组织、服务、协调及监管四大职能。行业协会在目前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之际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 

美国大豆协会是非营利性的、自愿的农民会员组织，致力于加强大豆作为

其赖以为生的农作物地位。协会的主要目的是保证食品和饲料加工者对大豆的源

源不断的需求，并且鼓励开发和推广基于大豆生产出来的产品，同时还向全球推

广美国大豆和大豆产品的使用。②在美国国内，协会更致力于改善植物遗传务实

的研究、自助实验工作等。协会定期向会员提供大豆国际市场的最新进展，也会

公开向全球公布大豆市场的有关数据。总之，美国大豆协会活跃在大豆贸易的各

个环节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了在大豆定价过程中争夺话语权，充分发挥我国大豆协会的作用，我国可

以借鉴美国大豆协会的经验。我国现在有着各种不同的行业协会负责不同的职

责，但分工不明，责任不清，因此应该首先明确各部门的职能和责任。在管理方

面，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为大豆产业提供相应的服务，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

政府在其发展过程中，应给予资金等相应的支持。另外，我国虽然是大豆的最大

进口国，但购买主体过于分散，不能形成规模，在谈判时没有话语权。因此需要

依靠大豆协会发挥作用，采用集中采购的方式，增加谈判砝码，使国际定价专向

有利于中国的方向。 

(四)与巴西、阿根廷直接合作，绕开美国控制 

现在中国油脂企业的大豆进口主要采用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国际中间贸

易商来采购，二是通过国内贸易商进行采购，然后国内贸易商再向国际中间贸易

商来采购。但是不管采用哪种方式，都要通过中间贸易商这一关。想要绕开美国

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直接与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合作的方式。 

                                                        
①
 李艺，汪寿阳：《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3 页。 

②
 中国经济周刊：美国人给我们上了“贸易课”，2005 年 2 月 16日，http://news.xinhuanet.com/ fortune/ 

2005-02/16/content_2583407_4.htm 

http://news.xinhuanet.com/


                                         17 

 

巴西和阿根廷是世界上主要的大豆生产国，种植历史悠久、地广人稀、水源

充足、地形平坦，并且有着丰富的劳动力，气候条件和社会因素都十分有利于大

豆的生长。我国与南美洲国家双边关系良好，因此可以与巴西、阿根廷等国家开

展大豆贸易合作，在这些地区建立基地，使之成为我国压榨企业在海外的原料供

应基地。这样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些国家进口大豆，从而绕开期货市场的大豆价

格波动。 

早在 2008 年重庆粮食集团就实施了这样的战略，积极实施“走出去”发展

战略，依靠“战略、决策、体制机制、人本”创新管理，推动境外优质粮油基地

建设，既从源头上控制食用油资源，保障国内食用油供给，符合国家核心利益，

又全面提升粮食集团核心竞争力，实现了我国粮企走出去发展的重大突破，同时

推动中国和南美国家特别是重庆与巴西、阿根廷多领域、多层次交流与合作，扩

大了重庆国企在海内外的影响力。① 

（五）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 

当前包括大豆在内的粮食和石油等都是以美元计价的，这就使美国在定价问

题上居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其它世界各国都必须接受美元报价。美元自 1900 年

登上国际舞台，在 20 世纪 50年代最终取代了英镑确立了霸权地位。通过二战，

美国大发战争横财，黄金储备不断增加，美元的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同时，美国

又通过向英国贷款、向其它国家输出商品等手段来打击对手，最终通过布雷顿森

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实际上就是垄断了国际的货

物销售权。 

因此我国要想争夺在大豆定价过程中的话语权，就需要提高人民币的国际

化程度。目前来说，要实现这样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要实现一国货币

的国际化，需要该货币发行国具备以下条件：占有全球经济较大份额的经济实力，

政治上高度稳定，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
②
而我国目前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人民币国际流动量不足，对外

直接投资规模较小，与货币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有待

进一步增强。 

                                                        
①
 陈蒙：粮食集团“走出去”在巴西、阿根廷建基地种植大豆，2012年 4月 23日， http://www.cq.xinhuanet. 

com/2012-04/23/c_111824600.htm 
②
 金雪军，王义中：《中国很受伤》，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年版，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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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   语 

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军事哲学，到朱元璋的“深挖洞，广积粮”，

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我国是人口大国，历来重视粮食安全问题。粮食问题不

仅关系着国计民生，还常常对一国其它领域产生影响。与小麦、玉米等其它农作

物高度的自给率不同，我国的大豆主要来自于进口。因此，一方面我们应该鼓励

大豆的生产，减少进口依赖，另一方面，也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大豆定价过程中去。 

我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大豆进口国，但却没有获得与这个身份相匹配的定价

权。大豆定价权看似形成于国际市场上的供求关系，但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国际政

治因素，是美国政府和利益集团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并不

能充分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因此我们需要把国内因素充分考虑进去。对于中国

来说，针对目前大豆定价权缺失的状况，我们应该积极的发展大连期货市场，完

善信息发布制度，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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