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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非洲猪瘟疫情暴发导致猪肉等畜产品市场供需结构性、区域性失衡，进而导致肉类价格

大幅波动，不利于畜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方法］ 文章通过构建覆盖全国 30 个省 （市、区，不含港澳

台、西藏），包括猪牛羊和白条鸡四大肉类价格和非洲猪瘟疫情指数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模型 （PVAR），研究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等主要肉类价格的冲击和影响在重点、约束、适度发展区和潜力
增长区①的区域异质性。［结果］（1） 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区域不同肉类价格的影响存在着正负向不趋同的
方向性差异，在冲击程度大小和时滞期上均存区域异质性；（2） 区域间和区域内不同省份间猪肉等肉类生
产流通和供需形势、及非洲猪瘟发生发展程度的差异是非洲猪瘟疫情对这些肉类价格冲击影响异质性产生
的主要原因。［结论］ 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亟需进一步优化生猪等畜
牧产业布局，加快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健全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立多方协同联动机制；完善市场风
险预警调控机制，加快实现产需顺畅匹配，确保畜产品市场总体平稳运行和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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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肉类是中国城乡居民“菜篮子”中的重要食物，以猪肉尤为重要，其消费占整个肉类比重的六成以

上，而肉价的基本稳定对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现代农业稳定发展和宏观经济平稳运行等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生猪等畜牧业发展，先后出台了 《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以
下简称“规划”）《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列政策，为肉类稳定供给和价格平稳运行
发挥了切实作用，但诸如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的不确定因素仍给市场稳定造成巨大冲击，也给畜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影响。2018 年 8 月 3 日，首例非洲猪瘟在我国东北地区检出后，疫情在全国范围内

的快速传播致使生猪产能受到严重损害，猪肉价格快速上涨。据农业农村部统计，全国生猪存栏数量于

2018 年 11 月起开始大幅下滑，截至 2019 年 10 月底全国生猪存栏仅为 1.907 5 亿头，同比减少 41.37%；
2018 年 8 月第 1 周至 10 月第 1 周全国集贸市场猪肉平均价格整体稳步上升。非洲猪瘟疫情的持续发生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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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全国生猪生产发展规划 （2016—2020 年）》 根据各地生产现状和资源禀赋条件等情况，将我国生猪生产划分为 4 个区域：重点发展区

包括河北、山东、河南、重庆、广西、四川、海南；约束发展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广东；潜力增长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贵州；适度发展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新疆、西藏、青海、宁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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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消费者对肉类的需求格局发生改变，同时猪肉供需结构的变动进一步带动其他畜禽产品价格波动。
2018 年 8—10 月牛、羊肉和白条鸡价格都不同程度上涨，涨幅分别达 3.07%、5.21% 和 5.34%[1]。与此同

时，国家也针对非洲猪瘟疫情发展态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以鼓励生猪生产、稳定市场价格，在市场和政

策的双重推动下，非洲猪瘟疫情防控效果显著，生猪产能快速回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0 年 12
月末，全国 30 个省 （区、市，不含港澳台、西藏） 累计发生非洲猪瘟 181 例，其中 2020 年全年发生 19
起；同期，生猪存栏和能繁母猪存栏分别达到 4.065 亿头和 4 161 万头，分别恢复到 2017 年年末的 92.1%
和 93.1%。

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猪瘟疫情期间猪肉价格先后经历了“北跌南涨”“北涨南跌”和“南带北涨”等

过程[2]，并助推其他肉类价格波动，呈现出较强的区域特征；同时，后非洲猪瘟疫情时代，猪价的“非常
态”运行[3]及其对其他肉类价格的带动作用对整个畜牧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4]。非洲猪瘟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后，生猪生产供给能力逐步恢复，肉类市场供给持续向好，但猪肉等肉类价格波动在区域间和区域内
的显著差异并未消弭。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生猪生产的资源禀赋和居民肉类的消费偏好均呈现
较强的区域性特征，猪肉价格在南北区域、主产主销区域间的传导存在明显时滞；另一方面是由于非洲
猪瘟疫情发生后，为有效阻断传染链，国家实施了严禁活体长距离调运、疫区大范围捕杀、分区防控等
生猪跨省运输相关政策，导致不同区域间甚至区域内猪肉等畜产品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进而致使
价格波动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如何在后非洲猪瘟疫情时代，确保全国生猪及整个畜牧业的稳定可持
续和区域协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期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
进的重要内容。因此，厘清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不同区域肉类价格的冲击和影响，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
长期困扰业界的“猪周期”失灵和调控政策滞后的理解和认识。
非洲猪瘟作为一种传染性、致命性较强的动物疫病，对生猪等畜牧业和肉类市场的巨大影响和冲击
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但多数研究主要集中于非洲猪瘟的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诊断及疫情防控等方
面[5-7]。目前，国内关于非洲猪瘟对生猪及畜牧业影响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从供需视角出发，
分析非洲猪瘟疫情对生猪产业的影响。如，朱增勇[2] 等认为非洲猪瘟使得产销区供给过剩和偏紧交替出
现，张利等[8]则指出非洲猪瘟疫情使得生猪存栏大幅下降且供应长期维持低位，对全国生猪产能产生巨大
且长期影响[9]，进而改写了“猪周期”并加速生猪养殖布局的重新整合[10,11]。其二，从市场形势出发，分

析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等肉类价格的影响。如吴金红等[12]发现，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暴发之后，全国猪肉

平均价格止涨回跌，牛肉、羊肉和鸡肉等价格稳定上涨；王茂安等[13]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 （VAR） 分析了
疫情对中国主要肉类价格的影响，得出非洲猪瘟对主要肉类价格的影响时效呈差异化；而段琮琮和刘灵

芝[14] 基于舆情管理视角，运用 VAR 模型分析了非洲猪瘟舆情指数对畜禽肉类产品价格波动的动态影响，
得出非洲猪瘟对猪肉价格的冲击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石自忠等[15]利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 （TVP-VAR）
模 型 对 疫 病 冲 击 对 中 国 畜 产 品 价 格 波 动 的 影 响 进 行 了 分 析 ， 肖 琦 和 周 杨[16] 运 用 向 量 误 差 修 正 模 型

（VECM）、Li 等[17] 运用 TVP-VAR 模型对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等肉类价格的动态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
果均表明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肉类价格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现有研究表明，猪肉价格波动在空间上存在波动方向和幅度的趋同性[18]，区域价格齐涨齐跌的“联动
效应”明显[19]；而历次生猪价格周期拐点与重大动物疫情相关联[20]，非洲猪瘟等重大疫情能引起猪价的大
幅波动且具有持续性和广泛性[21]，并带动禽肉、牛羊肉等主要替代品价格的波动。但目前的研究仍有待深
入探讨和完善：一方面，我国生猪生产上区域性布局、流通上跨区调运和消费上地方差异使得猪肉等畜
产品价格波动存在较强的区域性，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全国整体层面的供需形势和价格走势分析，并未
从我国生猪产业布局的区域差异角度出发，深入研究不同区域内和区域间非洲猪瘟疫情对主要肉类价格
影响的异质性；另一方面，由于非洲猪瘟疫情定量测度的难度较大，准确反映不同省份疫情发生发展情
况较为复杂，致使现有研究所应用的数据和计量方法多为时间序列，较少考虑能够反映省域个体效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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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板数据。与此同时，当前正值我国深入推进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实施以生猪规模化、区域
化健康养殖为重要内容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也是以畜牧业为重要抓手，落实“十四五”乡村振兴战
略的关键期。因此，进一步厘清非洲猪瘟疫情对我国肉类价格波动影响在不同区域之间、同一区域内部
不同肉类间的异质性，并根据各地生猪等畜牧业生产禀赋条件、居民肉类消费特点等因地制宜统筹好非
洲猪瘟疫情防控与肉类市场平稳运行，对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
文章在构建非洲猪瘟疫情指数的基础上，依据 《规划》 将全国划分为重点、约束、适度发展区和潜力增
长区 4 个区域，建立包括 30 个省 （市、区，不含港澳台、西藏） 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on，PVAR） 模型，对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等四大肉类价格在不同区域间和区域
内的异质性进行深入分析，以期全面分析非洲猪瘟疫情对区域肉类价格的影响，为全国尤其是区域生猪
等主要畜产品市场调控提供参考。

1
1.1

理论分析与模型构建
理论分析
根据均衡价格理论，肉类价格波动整体遵循蛛网模

型，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一般呈现周期性变化特征，
总体遵循“肉类价高—存栏增加—供给增加—价格下跌
—存栏缩减—供给减少—价格上涨”的循环轨迹。非洲
猪瘟疫情的发生，对肉类生产和消费都产生了影响，进

而对肉价波动机制产生影响。以猪肉价格为例 （图 1），
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猪肉市

场在供给 （S 代表供给曲线） 和需求 （D 代表需求曲线）
的相互作用下达到均衡数量 （Q 代表数量），猪肉价格

达其均衡价格 P0。但如果此时市场出现一些外部冲击，
如非洲猪瘟疫情，一般猪周期中猪肉价格平衡状态将被
打破。一方面，突发疫病的发生会削弱消费者对猪肉的

图1

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波动影响的蛛网模型

消费，但由于其供给在短期内是固定的，此时猪肉价格

——以猪肉为例

的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从而导致价格波动，供需之间将出现新的平衡，产生新的均衡价格 P1。另一

方面，为了控制非洲猪瘟的蔓延，政府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防治疫情，如屠宰生猪并禁止其跨省运输等，
这些均导致市场上猪肉供应减少，但短期内市场需求不变，猪肉价格将达到新的均衡价格 P2。当供给和
需求在较长时间内同时下降时，均衡价格移动到 P3。同时，从消费者行为理论的角度来看，一种商品价

格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同类商品之间购买量的变化，即猪肉、鸡肉、牛肉和羊肉之间存在替代效应。一方
面，由于非洲猪瘟疫病的发生，公众会减少猪肉消费，同时会大量购买其他肉类，这将导致除猪肉外的
其他肉类需求强劲，进而引起价格上涨；另一方面，随着非洲猪瘟影响的逐渐消退，公众消费信心逐步
恢复，由恐慌性弃购向客观性选购转变、由热鲜消费向冷鲜购买转变，猪肉需求逐渐回升；与此同时，
养殖户将恢复生猪生产以满足需求的回升，新形势下供需双方将达到新的均衡价格 P4。同时，随着非洲
猪瘟的消退，鸡肉、牛羊肉等肉类价格也将恢复到新的均衡状态。

从产业发展实际看，受资源禀赋、养殖习惯等影响，我国生猪等畜牧养殖业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
性分布，如生猪养殖主要集中在西南的四川、中部的河南和山东、东北的辽宁和吉林，而牛羊养殖主要
集中在内蒙古、宁夏等地区，家禽养殖虽然比较普遍但以河南、山东等地区较为集中；同时，随着物流
业的持续发展，肉类市场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全国大流通的整体格局，跨区调运、周年供给使得各区
域间的市场整合程度日趋提高，肉类价格的区域联动性、互动性不断增强。但各地区市场流通路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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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形势、居民消费偏好及对肉类质量安全认知水平等差异，使得区域市场间也存在一定的异质性。非洲
猪瘟疫情的发生，使得区域间肉类价格传导机制发生改变，具体表现为：为防止非洲猪瘟的蔓延，捕杀
禁运等防疫措施使得跨区调运难度加大，产销区间被割裂，短期内“有市无猪”，以及生猪从价格“洼
地”向供给“洼地”的流动链条被阻断，使得区域间价格依靠市场调节的机制发生变化，加上疫情发生
后，产销区间加快从调畜 （活猪等） 向调肉转变，这些引起的生产供给的滞后性和成本增加的不可逆性
等都促使区域间、区域内市场供需形势加快变化，进一步增强了肉类价格波动的区域异质性；同时，受
收入水平、消费习惯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区域消费者对猪肉、牛羊肉和鸡肉的价格敏感度不同，加上
消费者对非洲猪瘟疫情认知也受文化水平、教育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而存在区域差异，导致
肉类消费方式、消费格局等短期乃至中长期发生变化，进而引致区域肉类价格形成机制发生一定程度的
变化。
1.2

模型构建
一般而言，面板数据包含时空维度，兼具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优点，可以利用更多信息分析

研究问题的动态关系，同时能够通过截距项来捕捉数据动态调整过程中的个体差异，有效减少数据产生
的偏误，推断可靠性也有所增加。PVAR 模型是基于面板数据的向量自回归模型，其将研究变量统一视为
内生变量，并将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提供丰富的结构，从而捕获数

据的更多特征。与 VAR、SVAR 等模型相比，PVAR 使用面板数据，对时间序列的长度要求也相对较低，
并允许数据中存在个体效应与异方差性，允许滞后系数随时间变化，既能够有效解决面板数据中存在的
个体异质性问题，又能够充分考虑个体和时间效应。

该文在构建覆盖 30 个省 （市、区，不含港澳台、西藏） 跨度为 2018 年第 31 周至 2020 年第 52 周 （共

126 周）、包括非洲猪瘟疫情和 4 种主要肉类价格的面板数据。因此，在 PVAR 模型中通过正交化脉冲响应
函数分离出非洲猪瘟疫情指数 （Asf_index） 的冲击给其他 4 个内生变量 （包括猪肉价格对数 （lPz）、 牛肉

价格对数 （lPn）、 羊肉价格对数 （lPy）、 白条鸡价格对数 （lPb） 所带来的影响程度，该模型的一般表现形
式为：

y i,t = α 0 + ∑α j y i,t - j + η i + φ i,t + ε i,t
k

j=1

（1）

式 （1） 中，i 代表地区，t 代表时间， y i,t 为包含 5 个变量{D_Asf_index，D_ lPz， D_ lPn， D_ lPy ， D_

lPb }的向量，∑α j y t,t - j 为各期 y i,t 滞后项的加总，k 为滞后期， η i 代表地区固定效应的变量，包含可能遗漏
k

j=1

的与地区特征相关的因素；φ i,t 代表时间效应，表示自变量的时间趋势特征；ε i,t 代表随机扰动项。

2
2.1

实证结果分析
数据来源及统计性描述
该文使用的价格数据为中国畜牧兽医信息网监测的猪肉 （P z）、牛肉 （P n）、羊肉 （P y） 和白条鸡

（P b） 集贸市场价格，包括全国 30 个省 （市、区，不含港澳台、西藏） ①。为消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用月度居民价格指数对肉类价格进行平减处理。该文将百度指数作为关键词搜索量的数据来源[22]，通过建

立公众对非洲猪瘟关注度指数作为非洲猪瘟疫情的替代变量[23,24]纳入模型系统，表示非洲猪瘟疫情的变动
及程度大小，反映消费者、生产者对非洲猪瘟疫情的变化和认知及其对市场的影响。在指数构建上，主
要采用主观选择法，结合百度搜索引擎相关词推荐功能和百度搜索需求图谱，获取与非洲猪瘟相关的关
①为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剔除了因价格监测数据不完整的西藏自治区有关信息，全国主要畜产品价格的数据包括黑龙江、吉林、辽

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江西、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四川、重庆、
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新疆、贵州、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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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主要包括能够直接反映疫情情况、主要反映疫情传染特征和反映公众态度和关注倾向等 3 类关键
词[17]。为准确反映非洲猪瘟疫情发展趋势，该文选用周度数据进行加总后取自然对数以消除异方差。该文

所用数据时间跨度为 2018 年 8 月第 1 周至 2020 年 12 月第 4 周，构建了覆盖全国 30 个省 （市、区，不含港

澳台、西藏） 的动态面板数据，并根据 《规划》 对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
等四大区域的非洲猪瘟疫情对中国主要肉类价格冲击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见表 1。

表1
变量
Asf_
index

总体
组间

重点发展区

总体
组间
总体
组间
总体
组间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观察值

0.920 0

882

6.453 7

0.926 7

1 386

5.979 2

0.902 4

756

5.309 0

1.167 3

756

0.757 3

126

0.819 7

126

0.970 9

126

3.575 0

4.322 3

4.309 2

组内
lPb

总体
组间

3.067 9

组内

0.563 9
0.388 8
0.046 8
0.386 3
0.185 6
0.175 6

7

882
7

126
882
7

0.089 3

126

0.158 2

7

0.168 6

882

0.083 4

126

0.308 2

7

0.299 4
0.090 1

882
126

3.600 6

4.374 4

4.334 3

3.037 0

0.463 4
0.814 5

11

126

0.360 6

1 386

0.356 6

126

0.055 6

11

0.141 3

1 386

0.089 6

126

0.114 4
0.110 3
0.091 4
0.067 5

11

1 386
11

126

0.236 3

1 386

0.089 8

126

0.229 1

11

3.514 6

4.233 6

4.244 9

2.954 2

注：lPz、lPn、lPy 和 lPb 分别为猪肉、牛肉、羊肉和白条鸡价格的自然对数

2.2

适度发展区

标准差

组内
lPy

潜力增长区

均值

组内
lPn

约束发展区

6.451 6

组内
lPz

相关变量描述性分析

0.413 0
0.387 3
0.070 4
0.381 9

0.106 04

0.069 1

6

756
6

126
756
6

0.085 1

126

0.072 4

6

0.117 4

756

0.097 0

126

0.234 7

6

0.226 3
0.072 5

756
126

3.547 5

4.171 7

4.164 7

3.042 2

0.709 3
0.342 5
0.028 9
0.341 4
0.078 4
0.023 3

6

756
6

126
756
6

0.075 4

126

0.028 8

6

0.073 7

756

0.068 9

126

0.155 1

6

0.153 8
0.059 9

756
126

平稳性检验
为避免可能出现伪相关或者伪回归，对变量的单位根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该文使用的是面板数据，

平稳性检验应用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单位根检验，选择针对共同单位根检验的 LLC 检验和针对个体单位

根检验的 IPS 检验，其原假设均为面板数据是非平稳的。经检验，Asf_index 在 1% 的显著水平条件下是平
稳的，但 lPz、 lPn、 lPy、 lPb 是非平稳的，因此对这些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再进行 LLC 和 IPS 单位根检验，经
过一阶差分后这些变量均在 1% 显著水平下通过平稳性检验 （表 2）。
2.3

滞后阶数选择

最优滞后阶数能够有效控制模型的自由度，确保参数的估计结果。因此，根据信息准则最小化原则，
选用赤池信息准则 （MBIC）、贝叶斯信息准则 （MAIC） 和汉南—昆信息准则 （MQIC），比较不同滞后阶

数的参数值大小。从估计结果可知 （表 3），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 P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均为 1 阶，各变量 1/4 阶滞后变量为工具变量较为合理。
2.4

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 （IRF） 能够从动态反应判断变量间时滞关系，可以通过各变量对冲击的动态反应情
况，分析冲击变量对其他变量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在基期设置非洲猪瘟疫情指数为一个单位的脉冲，通
过给予肉类价格变量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使用蒙特卡洛 （Monte Carlo） 方法随机模拟 500 次，得到重点发
展区、约束发展区、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四大区域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分别在滞后 10 期上的脉
冲响应函数图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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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

D_Asf_index
（P 值）

LLC
IPS

D_lPz
（P 值）

LLC
IPS

D_lPn
（P 值）

LLC
IPS

D_lPy
（P 值）

LLC
IPS

D_lPb
（P 值）

LLC
IPS

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

重点发展区

约束发展区

潜力增长区

适度发展区

-22.301 9
（0.000 0）

-27.486 7
（0.000 0）

-20.584 8
（0.000 0）

-15.862 4***
（0.000 0）

-13.350 6***
（0.000 0）

-19.920 6***
（0.000 0）

-11.549 2***
（0.000 0）

-14.857 9***
（0.000 0）

***

-20.129 0***
（0.000 0）

-15.552 7***
（0.000 0）
-15.668 1***
（0.000 0）
-19.147 8***
（0.000 0）
-15.337 8***
（0.000 0）
-18.962 2***
（0.000 0）
-14.071 1***
（0.000 0）
-17.879 5***
（0.000 0）

***

-24.489 6***
（0.000 0）

-22.799 6***
（0.000 0）
-22.010 2***
（0.000 0）
-24.990 1***
（0.000 0）
-24.627 8***
（0.000 0）
-25.028 8***
（0.000 0）
-18.853 5***
（0.000 0）
-22.600 2***
（0.000 0）

***

-17.632 0***
（0.000 0）

-19.788 5***
（0.000 0）

-13.742 4***
（0.000 0）

-18.014 7***
（0.000 0）

-14.580 5***
（0.000 0）

-15.136 2***
（0.000 0）

-16.664 8***
（0.000 0）

-17.925 5***
（0.000 0）

-17.962 9***
（0.000 0）

-16.679 9***
（0.000 0）

-17.439 6***
（0.000 0）

-17.945 2***
（0.000 0）

-15.021 6***
（0.000 0）

-17.059 4***
（0.000 0）

-17.939 1***
（0.000 0）

-18.399 1***
（0.000 0）

注：D_Asf_index 和 D_lPz、D_lPn、D_lPy、D_lPb 分别为非洲猪瘟疫情指数和猪肉、牛肉、羊肉和白条鸡价格自然对数的一阶差分； ***

表示在 1% 的显著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

2.4.1

表3

区域间异质性分析
从区域间看，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区

域肉类价格的冲击和影响存在较为明显的

Lag 滞后

重点发展区

价格的冲击方向有正有负，冲击的程度也
各不相同，这种冲击的影响随时间变化的

约束发展区

速度也有所差异；但相同的是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种影响均不断消退。以非洲猪瘟

潜力增长区

-286.100 3

MQIC

-194.081 1*

-139.846 4

MAIC

-30.064 2

-35.152 16*

MBIC

MQIC
MBIC

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为例，这种影

影响程度最大，呈现较为明显的正向倒

MBIC

“V”拖尾走势，正向影响从当期开始上升
至滞后 1 期最高点的 0.001 8，之后开始下

降直到滞后 8 期开始趋近于零；约束发展

适度发展区

2期

-413.461 9*

MAIC

响在 4 个区域均为正向，且以重点发展区

1期

MBIC

MAIC

差异。非洲猪瘟疫情在 4 个区域对 4 种肉类

PVAR 模型的滞后阶数

-57.834 3*

-419.590 6*
-176.044 7
-412.851 3

*
*

-68.785 1*

-49.015 2

-132.472 5

-70.146 2

-137.888 9
-67.459 2

-48.238 6

MAIC

-65.909 9*

-45.076 3

MQIC

-198.687 1

-21.486 0

-277.616 1
-136.756 7

*

-60.339 5

-151.328 2

-201.562 3*
-409.976 1

-14.923 9

-294.836 5

MQIC

*

3期

-133.466 4

-23.200 2

-274.453 8

-134.065 8

-133.594 5

-63.636 1

注：Lag 表示滞后阶数，*表示在该准则下建议选择的阶数

-19.377 0

区冲击趋势和重点发展区整体趋同，但影响程度相对较低，该区正向冲击高峰为 0.000 5；而潜力增长区

和适度发展区的冲击皆呈当期最大，之后逐期消退的斜坡走势，不同的是，适度增长区当期的冲击大小
高于潜力增长区、消退速度均也快于潜力增长区，当期对猪肉价格产生 0.001 2 的冲击后快速消退并于滞

后 5 期开始逐渐趋近于零，较潜力增长区提前 3 期。其他肉类价格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冲击和影响在区域间
也表现出一定的异质性，其中非洲猪瘟疫情对牛肉价格的冲击呈现为，除了适度发展区外，其他 3 个区域

均呈现“由负转正”并逐渐趋于零的走势；其中重点发展区的当期冲击影响最大为-0.001 4，约束发展区
影响走势区别于其他两区，呈现较为明显的负向“V”拖尾走势，负向影响从当期开始上升至滞后 1 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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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的-0.000 5，之后开始下降直到滞后 6 期开始趋近于零；重点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则表现为逐期减弱

直至趋零的负向影响；但适度增长区的冲击则呈现正向影响，由当期的 0.000 3 开始逐期下降，直至滞后 4
期开始趋近于零。非洲猪瘟对羊肉价格的冲击和影响，与牛肉的走势大体一致，区域间也存在一定的异
质性，但整体呈现重点发展区>潜力增长区>约束发展区>适度发展区的特点。对白条鸡价格的冲击，重点
发展区的冲击走势与对猪肉价格的走势整体一致，不同的是由当期的负向开始转正，在第 1 期达正向最高

的 0.000 7，直至滞后 9 期逐渐趋于零；在潜力增长区则“由正转负又转正”后趋于零，但冲击的最大幅度
明显高于其他 3 个区域；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则呈现逐期减小直至趋于零的正向影响，不同的是，适
度发展区的影响消退速度明显快于前者，在滞后 4 期就开始趋于零。

图2

重点发展区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3

约束发展区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4

潜力增长区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图5

适度发展区各变量的脉冲响应

综上分析表明，相对于其他 3 个区域，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的冲击在重点发展区更为明显和直

接，对市场和产业的影响更持久，这可能是因为重点发展区主要是生猪主产区，非洲猪瘟暴发后这一区

域在生产、流通等方面受到的影响最直接、持续的时间也较长，同时也进一步反映了生猪生产和猪肉供
给，以及肉类价格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的非对称性传导特性更加明显；同时，潜力增长区猪肉和牛羊
肉价格受到的冲击仅次于重点发展区的情况表明，近年来黑龙江、辽宁、内蒙古等省 （区） 生猪和牛羊
养殖业快速发展，生产能力持续增强的同时，市场价格对动物疫情的反应也较为灵敏；此外，适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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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肉类价格受非洲猪瘟疫情冲击比约束发展区大的结果表明，跨区调运对适度发展区的肉类市场稳定运
行具有重要意义，而对外来供给依赖程度较低、以牛羊肉为主要消费品的约束发展区的肉类市场具有较
好的自我调节能力，也说明了牛羊肉价格总体稳定对肉类价格稳定也有着重要作用，还说明了肉类消费
多元化的重要作用和意义。
2.4.2

区域内异质性分析
从区域内看，非洲猪瘟对四大类肉类价格的冲击方向和程度在同一区域存在一定程度差异。在重点

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的影响方向、程度和变化速度均不一致，除了猪肉价格全程呈现正向
冲击外，其他肉类价格的影响均呈现“由负转正”后趋于零的走势，影响程度整体呈现猪肉、白条鸡、
羊肉、牛肉依次递减的特点，而在持续时间上，猪肉趋近于零的期数在滞后 8~9 期，但其他肉类则在滞后

3~4 期就开始趋于零；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区域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和白条鸡价格影响的走势特征基本一
致，表明二者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该区域内如山东、河南、四川等省均是生猪生
产和调出大省，也是家禽的重要产区，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猪肉价格作为肉类价格的“风向标”，带动其
他肉类价格出现一定程度趋同走势。在约束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冲击整体呈“先增后减”
后逐步趋于零的正向影响，在滞后 1 期达最高点的 0.000 5；白条鸡价格则表现为“由正转负后又转正”直

至趋于零的走势；对牛羊肉价格的冲击走势则基本趋同，呈现“由负转正”直至趋于零的倒“V”拖尾型
走势。在潜力增长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和白条鸡价格的冲击整体呈正向逐期减弱的滑坡型走势，但
猪肉价格受到的冲击更大、持续时间更长；而疫情对牛肉和羊肉价格的冲击则呈由负转略大于零的“厂”
型走势。这些表明，在非洲猪瘟疫情冲击下，约束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内的猪肉与白条鸡之间、牛肉与
羊肉之间的替代作用在区域内表现较为明显。在适度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 4 种肉类价格冲击表现为猪

肉、牛肉和白条鸡价格均为正向，但羊肉价格为“由正转负”；虽然有正有负，但影响的程度总体较小，
且持续时间较短，这可能是因为这一区域受水土和环境资源等条件影响，生猪养殖等畜牧业发展相对缓
慢，规模化程度较低，非洲猪瘟疫情在本区域并未大范围发生，同时该区域内多为少数民族地区，其独
特的饮食习惯和食物消费结构使得这些肉类的价格弹性相对较小，牛羊肉等主要肉类产品供需总体相对
稳定，市场受到非洲猪瘟疫情影响表现并不显著。

3
3.1

结论与启示
结论
该文在构建非洲猪瘟疫情指数的基础上，建立了覆盖 30 个省 （区、市，不含港澳台、西藏） 包括猪

肉等四大肉类价格、跨度 126 周的动态面板数据，运用 PVAR 模型，从区域视角出发，探讨了非洲猪瘟疫

情对猪肉等肉类价格冲击影响的区域异质性。总的看，非洲猪瘟疫情对全国范围内猪肉等畜禽肉类产品
价格均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但对同一肉类产品价格的冲击和影响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域间和区域内差
异。主要结论如下。
（1） 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区域肉类价格的影响方向存在一定差异。对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潜
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猪肉价格的冲击均为正向，且重点发展区冲击显著大于其他区域；但对牛羊肉价
格的冲击则有正有负，具体表现为在重点发展区、约束发展区和潜力增长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牛羊肉价
格的冲击均表现为“先负后正”，而在适度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牛肉价格的冲击则呈正向，对羊肉价格
的冲击为“先负后正再负”；非洲猪瘟疫情对白条鸡价格冲击的区域差异性较大，其中重点发展区为“先
负后正”，约束发展区为“先正后负再正”，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则为“先正后负”。
（2） 非洲猪瘟疫情对不同区域猪肉等肉类价格的冲击峰值和时滞呈现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猪肉价

格受到非洲猪瘟疫情的冲击峰值基本发生在当期和滞后 1 期，其中重点发展区和约束发展区的冲击峰值均
发生在滞后 1 期，潜力增长区和适度发展区则发生在当期，且除了适度发展区外，猪肉价格受到的冲击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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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滞后 8 期开始趋稳为零；同时四大区域中非洲猪瘟对牛羊肉、白条鸡价格冲击均在滞后 5 期左右开始趋
稳为零，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猪瘟对猪肉等肉类价格的冲击和影响趋于递减和衰退。

（3） 非洲猪瘟疫情对肉类价格的冲击在区域内呈一定程度差异性。在重点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
猪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为正向，而对其他肉类价格影响均呈现“由负转正”，影响程度整体呈现猪肉、白条
鸡、羊肉、牛肉依次递减的特点。在约束发展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价格的冲击影响为正向滑坡型，
对白条鸡价格则由正转负后又转正直至趋于零，对牛羊肉价格的冲击影响均呈由负转正的倒“V”拖尾型
走势。在潜力增长区，非洲猪瘟疫情对猪肉和白条鸡价格的冲击方向为正向，但猪肉价格受到的冲击更
大、持续时间更长；而对牛羊肉价格的冲击则呈由负转正的“厂”型走势。在适度发展区，非洲猪瘟疫
情对猪肉、牛肉和白条鸡价格的冲击方向均为正向，但对羊肉价格的冲击则为由正转负；尽管冲击方向
有所不同，但 4 种肉类价格受到的冲击影响消退速度基本趋同，均在滞后 3~4 期开始趋近于零。
3.2

启示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推进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核心、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畜牧业转型升级，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这就
必须高度重视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对生猪等畜牧业影响，立足食物有效供给和区域协调发展全局，
进一步厘清动物疫病对猪肉等畜产品市场影响机理和区域差异特征，才能根据国情、区情、牧情和市情
制定针对性政策措施，确保畜产品市场总体平稳运行和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1） 优化生猪等畜牧产业布局，加快形成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非洲猪瘟疫情的快速蔓延对猪肉等肉
类市场产生明显冲击，充分暴露出我国畜牧业尤其是生猪产业产销分离、活体跨区调运导致市场供需阶
段性、结构性、区域性失衡。因此，应紧紧抓住生猪这一畜牧业发展的“牛鼻子”，综合考虑承载能力、
资源禀赋、屠宰加工基础和消费偏好等因素，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深化生猪等畜牧业结构调整，实
现猪肉等畜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双量齐增”和畜牧业经济、生态、社会效益“三效同升”。依法科学划
定禁限养区域，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主销区持续提高自给率，切实推动家禽、牛羊等其他畜禽产业发展，
持续增强猪肉替代品供给保障能力，加快实现不同区域间协同发展格局和区域内结构比例合理的畜牧业
可持续发展格局，有效缓解跨区调运压力。
（2） 健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加快形成多方协调联动机制。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往往具有
高致病性、强传播性和高突发性，对畜牧养殖、加工、交易、屠宰、消费等多个环节的影响冲击广泛而
显著。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动物疫病监测预警体系，健全非洲猪瘟等重大突发动物疫病应急响应机制，
严格落实重大疫情报告制度，切实做到“早发现、早上报、早处置、早防控”；探索建立基于互联网、面
向公众的重大动物疫情监测预警平台，持续增强疫情防控能力；切实发挥地方政府在动物疫病防控中的
第一责任人作用，有效激发生产、流通和屠宰等各环节生产经营者的疫情防控主体意识和责任，加快形
成中央、地方和利益主体密切配合、协同联动的动物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大幅提升畜禽重大疫病的应对
能力。
（3） 完善市场风险预警调控机制，加快建立产需顺畅匹配体系。市场风险集聚、产消错配是猪肉等
畜产品供需失衡、价格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而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加速了畜产品价格波动
速度、放大了波动幅度，甚至改变了波动周期，给市场总体平稳运行增加了调控难度。因此，应进一步
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健全完善畜产品价格和市场风险监测预警、宏观调控制度，建立健全基于
全产业链的生产、流通、消费、价格等信息跟踪追溯、动态模拟、预测预警等系统平台；充分发挥“互
联网+”的信息感知、时空融合、多维多元、传输迅捷等优势，有效打通新消费模式中产消信息不畅等关
键堵点和“肠梗阻”，加快促进以消费为引导、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发展新态势。同时，深入研究猪肉等
畜产品价格与重大动物疫情动态关联机制，探索建立价格异常波动预警区间和应对机制，强化储备肉动
态投放制度，促进市场整体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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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S FROM AFRICAN
SWINE FEVER ON MEAT PRICES IN CHINA *
Li Meiqi1，2，Ji Yong3，Hu Chenpei4，Li Huishang1，2※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Inform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Agri-Big Data,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0081, China；
3. Department of Personnel,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4.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Beijing 100824, China)

Abstract

The outbreak of African Swine Fever (ASF) lead to a phased, structural, and regional imbalance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poke and other livestock products,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industry. The dynamic panel data covering 30 provinces (cities or regions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Tibet) in China was constructed, which included four major meat prices such as pork,
beef, mutton, chicken, and the ASF epidemic index. And panel vector auto-regressive(PVAR) model was used to
analysis the regional heterogeneity of the impact from ASF epidemic on the prices of pork and other major meat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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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r regions among the key, restricted, moderate development and potential growth area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mpacts and influence caused by ASF on the meat prices such as pork in the four major regions were different,
and the influence on different meat prices was no convergence in direction and time lag among four different

regions.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heterogeneity were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roduction, circulation,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of pork and other meat between regions and different provinces in one region, and the occurrence

and development degree of ASF. Based on the results and the reality of Chinese livestock industry, it is
recommended to further optimize the layout of the livestock industry such as pigs and accelerate the formation of a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attern, to improve the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establish a multi-party coordination mechanism. To ensure the overall stable operation of the livestock products

market and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nimal industry, the market risk early warning and
mechanism and smoothing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should be enhanced.
Keywords

African swine fever；livestock products；prices formation mechanism；regional heterogeneity；PVAR

model；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资讯·

农业大数据与农业 AI 之间的关联及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农业生产不断被

字经济浪潮注入了核心动力。

重新定义。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技术在农

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潜

业领域的渗透，创新了农业生产模式，优化了农

能巨大。一部分发达国家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

业经营网络，更新了农业管理服务思维，对提高

技术与农业生产的有机结合，实现了一个大规模

农业生产质量与效率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农场仅需要一名农场主和几名工人便可以经营。

从技术发展来看，先有将结构数据和非结构

不得不承认，在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上，大数

数据整合起来的大数据技术。如今农业大数据已

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无疑构成了坚固的“铁三

有农业数据可视、农用资源可视化、农业决策辅

角”，其激活和重组了农业产业链条上的各个要

助、农业应急等多个应用场景。然而光有大数据

素，将为农业发展开创革命性路径及助力乡村振

是远远不够的，大数据分析模型是否精确、数据

兴战略的全面推进。该文将从大数据、人工智能

质量是否有保障、后续能够有效运营，数据是要

技术对农业生产模式更新、农业经营模式颠覆等

实时分析还是要批量处理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仍

方面展开讨论，以期获取农业海量农业数据背后

有待解决。云计算和 AI 就是这样的存在，云计算

的算力支持和 AI 的机器学习为大数据装上了“智

慧大脑”，它们在农业生产多个环节的“生根发
芽”使得数字农业技术日趋成熟，并取得了实质

的最优解及找寻对人的思维信息、智能行为的延
伸、用复杂庞大的神经系统开展机器学习突破方
向。
农业生产模式更新主要体现为精准种养殖。

性进展。总之，大数据理念、技术、方法在农业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与智

领域的应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发现农业数据背后的

能农机设备及数字农业软硬件应用体系的互联互

信息资产，云计算能够更大程度地推动使用场景

通，构建起了农业管理决策模型可覆盖环境监测、

与使用价值的匹配，而在大数据、云技术沃土上

精准播种、饲料投放、变量施肥、智能测产、废

诞生的 AI，使得农业大数据技术优势进一步凸显，
同时将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紧密地粘合在一起，
这为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及农业融入数

弃物重新利用等多个环节，根据获取的相关数据
可探究针对不同农作物或不同养殖品类的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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