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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突发疫病对我国肉禽产业链市场价格的影响研究
——以非洲猪瘟为例
何雯霞，熊涛 *，尚燕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摘 要：非洲猪瘟造成我国生猪存栏量急剧下滑，生猪价格快速上涨。由于产品替代，鸡肉和牛肉产业也遭受冲击，
价格持续上涨。但是，肉禽市场价格上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非洲猪瘟导致的，非洲猪瘟对肉禽产业链横向与纵
向市场价格的影响是否有异，目前还未被充分讨论。为此，本文运用样本外预测法开展反事实推断，探究非洲
猪瘟对猪肉、鸡肉和牛肉市场的上、中、下游价格的净影响，进而基于有向无环图和历史分解法分析非洲猪瘟
下肉禽产业链价格间的变动关系。研究表明：非洲猪瘟爆发 15 个月后，生猪价格和猪肉零售价净增长率分别
达到 266% 和 184%。随后两个月内，猪肉批发价、鸡肉批发和零售价、牛肉批发和零售价的净增长率也相继
达到最高值。非洲猪瘟爆发期间，生猪价格、猪肉批发和零售价是导致鸡肉和牛肉零售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提出应完善动物疫病长效防控机制和信息监测体系，加强肉禽产业链建设，优化畜禽产业结构以有
效降低重大突发疫病对肉禽市场价格的冲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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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s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on the prices of China’s meat and poultry markets: Evidence
from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HE Wen-xia, XIONG Tao, SHANG Ya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Wuhan, Hubei 430070, China）
Abstract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caused a sharp decline in China’s hog stock and a rapid increase in hog price. Due
to product substitution, the chicken and beef industries were also impacted, and prices continued to rise. However, the
influencing degree and direction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on the price hikes of meat and poultry products were not
examined systematically. Therefore, applying the out-of-sample prediction method, this paper explored the net impact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on the upstream, middle, and downstream prices of pork, chicken, and beef markets in China
and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ices of meat and poultry industry chai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based on the directed acyclic graph and historical decomposition method. Results show that 15 months after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outbreak, the net growth of hog and pork retail prices reached 266% and 184%, respectively. In
the following two months, the net growth of pork wholesale price, chicken wholesale price, chicken retail price, beef
wholesale, and retail price also reached the highest point. During the outbreak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the wholesale
and retail prices of hog and pork were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rise in the retail prices of chicken and beef. In order to
reduce the impacts of major animal diseases on the prices of meat and poultry markets, this paper suggests to improve
the long-term animal disease prevention mechanism and information monitoring system,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meat and poultry industry chains, and to optimize the livestock and poultry industry structure.
Key words ：African swine fever; price of meat industry chain; directed acyclic graph; historical decomposition;
dynamic price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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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突发动物疫病对肉禽市场的冲击持续
凸显，特别是 2018 年 8 月爆发的非洲猪瘟对我国
肉禽市场造成严重冲击。非洲猪瘟是一种发病时间
短，致死率达 100%，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的高
度接触性传染疾病，只能采取扑杀手段来控制疫病
传播。因此，非洲猪瘟导致我国生猪存栏量大幅锐
减，引起生猪价格剧烈波动。2019 年下半年，生猪
价格和猪肉价格呈现跳跃式上涨并维持高位运行，
甚至在 2019 年 10 月刷新历史最高价，分别达到
37.71 元 /kg 和 55.59 元 /kg。与此同时，
因替代效应，
鸡肉与牛肉的需求急剧释放，使得鸡肉与牛肉价格
在 2019 年 10 月也出现明显上涨。非洲猪瘟爆发直
接导致肉禽市场供需失衡，价格波动剧烈，农业经
济损失惨重。因此，研究非洲猪瘟对肉禽价格的影
响对于应对突发疾病风险，提升肉禽产品供应保障
能力，稳定市场价格，减少经济损失具有重要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目前关于重大突发疫病对肉禽价格影响的研
究，国内外学者从如下方面进行了有益地探讨。其
一，学者从疫病信息传递的角度对肉禽价格波动开
展研究。疫病的信息冲击引起猪肉价格产生杠杆效
应，是导致猪肉价格呈现集簇性、非对称性特征的
原因之一 [1]。在信息化时代，媒体过度渲染价格波
动信息容易造成消费者产生非理性行为 [2-3]，而舆
论放大效应也会加剧部分肉禽价格的波动 [4]，一般
来说，负向信息对农产品价格波动影响远大于正向
信息影响 [5]。其二，学者探究了疫病不同时点下肉
禽市场区制转换特征 [6]，如禽流感危机下肉鸡市场
处于两种市场状态下频繁转换中 [7]，生猪市场也存
在阈值效应，当超出阈值范围，疫病对猪肉价格有
显著正向作用 [8]。此外，受到疫病冲击后，肉禽市
场恢复到均衡状态的能力下降且价格以非均衡速度
向均衡值调整 [9]，因此需要借助政府调控等手段来
缓解肉禽供需紧张 [10]。其三，学者从肉禽市场紧密
型产销联结特征 [11-12] 角度，将疫病对单一肉禽价格
的冲击延伸至产业链 [13-15] 以及关联替代品市场 [16-18]。
受信息传递不充分、产销两端市场势力不均等因素
影响，产销价格调整速度和幅度不同 [19-20]，生产者
价格往往具有粘性、反应迟滞 [21-22]，零售商和批发
商在疫病发生期间能够利用其市场力量提升价格从
中获利，而生产者的利润空间则被压缩 [23-25]，产业
链价格传导具有非对称性特征 [26-27]。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突发疫病对肉禽价
格的影响已有深入研究，但目前研究仍存在以下不
足 ：其一，现有研究大多将疫情信息作为变量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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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中，分析重大突发疫病对价格的冲击效应，但
该方法并未排除常规供求因素对价格波动的影响。
对此，Park 等 [28] 提出，在假设重大突发疫病未发
生前提下，利用样本外预测方法，基于重大突发疫
病发生前的价格数据预测价格走势。然后，对比分
析重大突发疫病爆发后肉禽产业链价格的真实值与
假设重大疫病未爆发情况下的预测值之间的关系，
得到重大突发疫病对肉禽市场价格的净影响程度。
此方法能够有效剔除疫病爆发后价格波动中由其他
因素导致的影响，但基于上述方法的疫病对肉禽市
场影响的研究还不多见。蔡勋和陶建平 [29] 曾通过
上述方法探讨禽流感疫情影响下家禽产业链价格
波动及其动态关系，但其研究侧重于比较不同类型
的禽流感疫情对家禽产业冲击存在的差异，并且该
研究仅局限于肉鸡产业和蛋鸡产业，未对我国肉禽
市场做出全面分析，再者对家禽产业链上纵向价格
差额波动的研究也未涉及 ；其二，现有研究集中于
重大突发疫病对单一产业链或对其替代品价格的影
响，较少同时从横向、纵向两个维度分析多个肉禽
市场产业链各环节价格遭受冲击的变化情况，以及
纵向产业链上价格差额的变化情况 ；其三，现有研
究大多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测定多个价格间的因果
关系，但该方法基于时间的先后次序，尚未体现出
多条肉禽价格链在疫情冲击下的动态变化关系。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聚焦于我国居民日
常消费的主要肉类品种（猪肉、鸡肉和牛肉）
，探
究非洲猪瘟对肉禽产业链横向市场与纵向市场的净
影响及其差异。本文力图回答如下问题 ：1）剔除
常规因素的影响后，非洲猪瘟对猪肉市场产业链的
净影响程度 ；2）猪肉产业链价格的变化如何影响
猪肉替代品的价格波动，以及不同替代品的价格波
动是否存在差异 ；3）非洲猪瘟疫情下的不同时点，
猪肉市场及其替代品市场价格波动之间的动态关
系。探明以上问题，有助于理清重大突发疫病对我
国肉禽市场的影响机理，对稳定肉禽市场的供求关
系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1 研究方法及数据说明
1.1 误差修正模型
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模型，
参考 Park 等 [28] 的工作，
误差修正模型（VECM）是包含协整关系的向量自
回归模型，其表达式如下 ：
k −1

∆Xt = ΠXt − 1 + ∑ Γi ∆Xt − i + et
i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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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ΔXt=Xt-Xt-1，Xt 为 9×1 的向量矩阵，X1t，X2t，
…，X9t 分别依次为生猪价格、猪肉批发价格、猪肉
零售价格、肉鸡价格、鸡肉批发价格、鸡肉零售价
格、活牛价格、牛肉批发价格、牛肉零售价格，时
间 t=1，2，3，…，T，Π 和 Γi 分别为长期关系矩阵、
et 为随机扰动项，
短期动态协整矩阵，
表示价格新息，
是非正交化的 n×1 的向量矩阵。
1.2 有向无环图
为探究重大突发疫病爆发后猪肉以及替代品市
场价格间的动态关联关系，本文基于 Spirtes 等 [30]
提出的有向无环图分析我国猪肉、鸡肉、牛肉市场
上、中、下游价格间的同期因果关系。该方法识别
过程以数据为依托，通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和偏
相关系数识别变量间的同期因果关系，克服了格兰
杰因果检验法以时间先后为前提判断变量间因果关
系的局限，避免了可能导致的误差。有向无环图是
以连线的方式表示变量间的同期因果关系，不同连
线方式代表不同的因果关系 ：A → B 表示 A 变量对
B 变量的影响 ；A-B 表示 A 变量与 B 变量存在的因
果关系尚且不明方向 ；A ←→ B 表示 A 变量与 B 变
量存在互为因果关系 ；A B 则表示两个变量间相互
独立，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变量间是否存在因果
关系则通过两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或偏相关系数判
断。若相关系数或偏相关系数为零，则说明变量间
不存在因果关系，通常采用 Fisher’s z 统计量 [31] 检
测偏相关系数是否显著不为零。z 统计量表达式为 ：
Z  ρ ( i, j ) k , n  =

1
n −3− k
2
1 + ρ ( i, j ) k 
× Ιn 
1 − ρ ( i, j ) k 

（2）

式中 ：i，j 为变量，n 为样本量，ρ 为偏相关系数，
|k| 为条件变量个数。
此外，Spirtes 等 [30] 提出在小样本（样本容量
小于 200）情况下，提高显著性水平（20%）能够
更准确地判断变量间的同期因果关系。
1.3 历史分解法
历史分解法能够将特定时点下变量的变动分解
为不同冲击的累计影响，适用于研究非典型的突发
反常事件分析。由于历史分解要求内生变量平稳，
本文利用一阶差分后的平稳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
型。用过去每期的新息表示 ：
∞

Xt = ∑ Θiet − i
i =0

（3）

式中 ：Xt 表示 t 时刻的某一时间序列，et-i 为正交后

的新息，Θi 矩阵中包含 DAG（PC 算法）识别的同
期因果关系。历史分解法将特定时刻 t=T+j 下的 Xt
分解为两个部分的残差，表达式如下 ：
∞

j −1

s= j

s =0

X t = X T + j = ∑ ΘseT + j −s + ∑ ΘseT + j −s

（4）

式中 ：j=1，2，…，n，T 为冲击发生点即历史分解
起点时间，XT+j 代表冲击发生 j 时间后的真实值，
（4）
∞

式中 ∑ Θ e
s

s= j

T + j −s

表示利用截止到历史分解起始点之

前所有的历史信息对 XT+j 做出的预测值也称作基期
值，在本文中即利用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所
有价格中的历史信息对猪肉市场、鸡肉市场、牛
肉市场上、中、下游各个价格做出预测，
（4）式中
j −1

∑Θ e
s

s =0

T + j −s

表示变量真实值与基期值的误差，而这

一误差可以分解为自冲击发生后，模型中所有变量
冲击的累计影响，在本文中即非洲猪瘟发生后，猪
肉市场、鸡肉市场、牛肉市场上、中、下游各个价
格分别对猪肉零售价格、鸡肉零售价格以及牛肉零
售价格超出基期值部分的影响程度。
1.4 数据说明
考虑到本文研究内容和我国消费者对肉禽产品
的消费实际情况，本文选择鸡肉和牛肉作为猪肉的
替代品，研究重大突发疫病对我国肉禽市场上、中、
下游价格的影响。本文数据主要包括肉禽生产价格
（包括生猪、肉鸡、活牛价格）
、批发价格（包括白
条猪、白条鸡、白条牛批发价）和零售价格（包括
猪肉、鸡肉、牛肉零售价）
，价格数据均为全国 31
省份（不包括港澳台）平均价，数据来源于中国农
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本文样本区间选择 2014 年 1
月—2019 年 12 月。由于非洲猪瘟爆发于 2018 年 8 月，
因此以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为非洲猪瘟爆发
前的样本期，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为非洲猪
瘟爆发期。
1.5 非洲猪瘟疫情说明
非洲猪瘟自 2018 年 8 月爆发以来，截止 2019
年底，累计发生疫病 162 起，涉及全国 31 个省份
和自治区（不包括港澳台）
，扑杀生猪 120 万头，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19 年 9 月，全国能繁
母猪存栏量跌到最底，同比减少了 38.9%，2019 年
12 月生猪存栏量与 2018 年 8 月相比，下降 30%。
2019 年 我 国 猪 肉 产 量 仅 为 4 255 万 t， 同 比 下 降
21.3%。从 2019 年 7 月全国猪肉价格开始猛烈上
涨，在不到一个月时间，超越了 2016 年的历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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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 29.77 元 /kg。到了 10 月猪价加速攀升屡创新高，
最高价达到 55.59 元 /kg，影响 CPI 上涨 2.43%。受
猪价上涨带动，牛羊禽肉总体走向偏强，与此同时，
这些产品生产增多，2019 年全年肉鸡出栏同比增加
13.2%，牛羊产量增长 3%。

2 实证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的两个阶段数据描述性统计量如表

1 所示。由表可知，无论是非洲猪瘟爆发前和爆发
后，横向来看，猪肉和牛肉产业链价格波动远高于
鸡肉产业链 ；纵向来看，产业链中下游的批发价格
和零售价格的波动幅度高于上游价格。对比非洲猪
瘟爆发前和爆发后两个时期各价格序列波动情况，
可以发现非洲猪瘟爆发后，所有 9 个价格序列的波
动更为剧烈，特别是下游零售端价格波动幅度尤其
明显。

表 1 数据描述性统计量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data
时期

非洲猪瘟爆发前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

非洲猪瘟爆发期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2 月）

统计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偏度

峰度

生猪价格（元 /kg)

14.78

2.70

10.08

20.67

0.24

2.27

猪肉批发价格（元 /kg)

21.19

2.85

16.37

26.60

0.24

1.99

猪肉零售价格（元 /kg)

24.18

2.86

19.06

29.77

0.15

2.09

7.76

0.96

5.24

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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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模型构建
由于我国于 2018 年 8 月爆发非洲猪瘟，本文
选择 2014 年 1 月至 2018 年 7 月的月度价格数据，
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首先，采用 ADF 检验对 9 个
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生猪价格、
猪肉批发价格、猪肉零售价格、肉鸡价格、鸡肉批
发价格、鸡肉零售价格、活牛价格、牛肉批发价格
以及牛肉零售价格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无法拒
绝原假设，而各个变量一阶差分均显著拒绝单位根
假设；
其次，根据赤池 (AIC) 信息准则、奎因 (HQIC)
信息准则和施瓦茨 (SBIC) 信息准则确定模型滞后阶
数为 1（表 2）；最后，利用 Johansen 协整检验来考
察各价格序列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结果显示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下，迹检验以及最大特征根检验
均不能拒绝 r ≤ 3（协整向量个数为 3）的假设，说
明各变量间存在 3 个协整关系（表 3）
。因此，建立
滞后阶数为 1，带有 3 个协整关系的向量误差修正
模型。

表 2 误差修正模型最优滞后阶数检验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optimal lag order of the ECM
滞后期

AIC

HQIC

SBIC

0

-34.97

-34.84

-34.63

1

-48.16

-46.86*

-44.78*

2

-49.03

-46.57

-42.61

3

-50.19*

-46.57

-40.74

注 ：* 为选择的最优滞后阶数。

Table 3

表 3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Results of the Johansen co-integration tests

协整向量个数

迹检验

5% 临界值

0个

303.92

192.89

至多 1 个

182.31

156.00

至多 2 个

130.27

124.24

至多 3 个

82.25*

94.15

至多 4 个

50.48

68.52

注 ：* 为选择的协整向量个数。

2.2 非洲猪瘟对肉禽价格的净影响
本文在上节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的基础上，采
用样本外预测的方法预测非洲猪瘟发生后（2018 年

322

第 43 卷

农业现代化研究

批发价格增幅达到极值（即 196%）
。此后，中央与
地方政府颁布实施一系列支持生猪恢复性生产的政
策，同时随着生猪养殖利润空间扩大，养殖者恢复
信心，生猪存栏量有所恢复，猪肉市场各价格增长
趋势稍有放缓，但依旧高出原有价格水平的 150%
以上。
2.2.2 非洲猪瘟对鸡肉和牛肉市场价格净影响 在猪

8 月到 2019 年 12 月）
，猪肉、鸡肉及牛肉市场上、
中、下游的月度价格数据。然后，利用各个价格的
实际值与预测值的差值相对于预测值的百分比来测
度非洲猪瘟对各个价格的净影响程度，即 ΔP = (D-F)
/ F×100%，其中 D 为实际价格，F 为预测价格。
2.2.1 非洲猪瘟对猪肉市场价格净影响 非洲猪瘟对
猪肉、鸡肉以及牛肉市场上、中、下游价格的净影
响程度如图 1 所示。由图 1（a）可知，生猪价格、
猪肉批发价格和猪肉零售价格在非洲猪瘟发生前 11
个月维持在低水平增长。随着疫病持续恶化，中小
养殖者置换和退出，生猪产能严重下滑，而猪肉理
性消费的持续释放致使市场供给进一步趋紧，猪肉
市场上、中、下游价格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在 2019
年 10 月生猪价格和零售价格增长幅度达到顶峰，
增长率分别为 266% 和 184%，2019 年 11 月，猪肉
生猪价格
猪肉批发价格
猪肉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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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

影响程度（%）

300.00

肉市场价格不断上涨，猪肉供给持续短缺的压力下，
2018 年 11 月鸡肉需求同比增长 4.5%，国内活牛出
栏速度加快，屠宰产能持续扩张，鸡肉与牛肉市场
供需发生变化，价格也随之波动。由图 1（b）可知，
非洲猪瘟影响下，鸡肉批发和零售价格增长趋势与
猪肉市场走势基本相同，上游肉鸡价格呈现了震荡
增长。非洲猪瘟发生一年后（2019 年 8 月）
，鸡肉
批发和零售价格显著上升，在 2019 年 11 月达到峰

a 猪肉市场
肉鸡价格
鸡肉批发价格
鸡肉零售价格

20.00
10.00
0.00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2019年1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00

2018年9月

-10.00
2018年8月

影响程度（%）

30.00

b 鸡肉市场
活牛价格
牛肉批发价格
牛肉零售价格

20.00
10.00
0.00

2019年4月

2019年3月

2019年2月

2019年1月

2018年12月

2018年11月

2018年10月

-20.00

2018年9月

-10.00
2018年8月

影响程度（%）

30.00

c 牛肉市场

Fig. 1

图 1 非洲猪瘟对肉类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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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3% 和 21%）
，
其峰值滞后于生猪价格峰值一期。
随后，生猪市场价格增长率小幅下降也缓和了鸡肉
市场价格的增长压力。由图 1（c）可知，牛肉批发
与零售价格的走势与生猪市场以及鸡肉市场相似，
在非洲猪瘟发生的第 16 个月（2019 年 11 月）牛肉
的批发和零售价格增长幅度分别达到 16% 和 25%，
非洲猪瘟对牛肉市场价格的净影响程度高于鸡肉市
场。牛肉生产周期较长，供给难以持续扩大，而鸡
肉因其生物学特征供给调整相对容易，毛鸡的养殖
周期短（40 d 左右）
，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其出栏与
补栏较为灵活，因此其市场价格波动也更加频繁。
综上所述，非洲猪瘟爆发后，无论猪肉产业链
纵向上、中、下游价格或是横向替代品产业链上、中、
下游价格均受到疫病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以猪
肉产业链受到的冲击最为强烈，其后依次是牛肉和
鸡肉产业链。并且，鸡肉和牛肉产业链的中、下游
价格走势与猪肉市场上、中、下游价格走势基本趋
同。非洲猪瘟冲击效应影响时间至少持续 17 个月
以上，在经过一年的过渡时期后，肉禽市场价格在
非洲猪瘟发生的 15 个月后相继达到顶峰，值得注
意的是鸡肉和牛肉市场生产价格与批发、零售价格
联合不够紧密。我国畜禽养殖者多为散户，往往不
具备及时获取市场供给需求信息来调整生产的能
力，并且市场中存在众多中间商，同时下游具有较
强的定价权，这使得鸡肉和牛肉下游价格的波动无
法完全传递给上游的养殖端。
2.3 非洲猪瘟对肉禽产业链纵向价格差额的影响

由图 2（b）可知，虽然鸡肉零售与批发价格差
持续高于疫病发生前水平，但相比于猪肉市场，非
洲猪瘟对鸡肉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差的影响有
限，鸡肉批发价格增长强度略逊于零售价格，鸡肉
产业链中下游市场未出现大幅度价格差波动。然而，
肉鸡价格周期性波动使得非洲猪瘟爆发前 14 个月
内，鸡肉零售与肉鸡价格差以及鸡肉批发与肉鸡价
格差低于疫病发生前水平，直到 2019 年 10 月才逐
渐恢复。此后，鸡肉零售价格与批发价格的上涨促
使鸡肉产业链中下游与上游的价格差扩大。图 2（c）
中，非洲猪瘟对牛肉市场价格差的影响显著于猪肉
和鸡肉市场，在牛肉市场上，零售与批发价格差、
零售与活牛价格差以及批发与活牛价格差最大扩大
至 6 元 /kg、10 元 /kg 和 17 元 /kg。在疫病发生的
12 个月内，牛肉零售与批发价格差额维持在疫病发
生前水平，此时，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增长强度势
均力敌。然而，一年后非洲猪瘟影响突显，替代作
用加强，牛肉零售价格增长势头明显强于批发价格，
因此两者间的价格差也在不断扩大，直至 2019 年
11 月扩大至 17 元 /kg。
由于饲养规模小，养殖技术低，信息不对称等
原因，我国肉禽市场利润分配格局长期不协调，养
殖户利润分配份额远低于零售加工企业，在利益分
配中占劣势，非洲猪瘟爆发引起肉禽市场上、中、
下游价格差额的扩大，进一步加剧了我国肉禽市场
产业链各环节利润分配不均衡现象。
2.4 肉禽市场同期因果关系

为探究疫病对产业链上、中、下游价格差额的
影响情况，本文将疫病发生前上、中、下游价格的
差值与疫病发生后的差值比较，以此判断在疫病影
响下产业链上各环节的市场势力博弈情况。
非洲猪瘟影响下，猪肉、鸡肉以及牛肉市场价
格差额的变化如图 2 所示，横轴为非洲猪瘟发生后
的时间，纵轴表示价格差额。由图 2（a）可知，非
洲猪瘟发生后的 3 个月内，猪肉产业链上的价格差
额基本维持在疫病发生前的水平，随后的 4 个月
出现小幅度波动，但基本维持在 2 元 /kg 以内。自
2019 年 9 月后，非洲猪瘟的影响程度加深，各环节
市场势力相互博弈，引起纵向价格差额剧烈波动。
猪肉零售与生猪价格差、猪肉批发与生猪价格差以
及猪肉零售与猪肉批发价格差与疫病发生前相比均
急剧攀升，分别增长了近 9 元 /kg、7 元 /kg 以及 5.8
元 /kg。此外，猪肉零售价格与生猪价格差额拉大
幅度高于猪肉批发价格与生猪价格差额，猪肉零售
价格在此次疫病中获利程度高于批发价格。

本文在一阶差分基础上建立 VAR 模型得到残
差相关系数矩阵，使用 TETRAD 软件中的 pc 算法
识别九个价格序列的同期因果关系。鉴于本文样本
量小于 200 个观测值，故选择采用 20% 的显著性水
平来改善 DAG 分析效果。DAG 结果显示 ：牛肉零
售价格分别与牛肉批发价格、鸡肉零售价格以及猪
肉批发价格之间存在同期因果关系 ；活牛价格与其
他价格之间则不存在同期因果关系 ；生猪价格不仅
直接影响猪肉零售价格，还通过猪肉批发价格间接
影响猪肉零售价格 ；肉鸡价格分别与鸡肉批发价格
以及猪肉零售价格存在同期因果关系。具体各变量
之间的同期因果关系见图 3。
2.5 肉禽零售价格历史分解
在 DAG 检测出的价格间同期因果关系的基础
上，利用历史分解法进一步分析非洲猪瘟影响下，
我国肉禽价格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影响程度。本文以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的第 1 个月为起点，直至 2019
年 12 月为终点，分别将猪肉、鸡肉、牛肉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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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2

图 2 非洲猪瘟对肉类价格差额的影响
Impacts of the African swine fever on meat price marg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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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Results of the DAG

格进行历史分解，结果如图 4 所示。图 4 中实线表
示实际零售价格与基期值的差值，柱状图表示其他
各个价格对肉禽实际零售价格与基期值的差值正向
或负向的影响程度，横轴为非洲猪瘟发生后的时间，
纵轴为价格。
2.5.1 猪肉零售价格历史分解 图 4（a）中，整体而
言，在非洲猪瘟爆发后，猪肉零售价格波动主要由
生猪价格解释。自非洲猪瘟爆发的第 3 个月开始，
生猪价格开始拉低猪肉零售价，并且这种负向拉低
呈现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随着疫病不断影响，生
猪存栏量持续下跌，猪肉供给趋紧。在非洲猪瘟发
生的第 11 个月，生猪价格的正向影响逐渐抬升猪
肉零售价格，成为影响猪肉零售价格增长的主要原
因。直至第 15 个月，猪肉零售价格与生猪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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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
总体而言，
鸡肉实际零售价格变化范围有限，
在疫病发生一年内，基本与基期值持平，以生猪价
格、牛肉零售价格以及自身零售价格影响为主。在
非洲猪瘟爆发后 12 个月后，鸡肉零售价格的抬升
主要依赖于自身价格以及猪肉市场各环节价格和牛
肉零售价格的上涨，其中猪肉市场各环节价格对鸡
肉零售价格上涨的贡献率合计超过 50%，尤其在第
14 个月，猪肉市场各环节价格的总贡献约占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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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肉零售价格占据主导地位，成为推动鸡肉零售价
格上涨的首要因素。随着生猪价格影响消失，加之
受自身负向影响，鸡肉零售价格稍有回落。图 4（c）
中，与鸡肉市场不同，在此次疫病中，猪肉零售价
格对牛肉零售价格的贡献程度较少。非洲猪瘟发生
前期，牛肉零售价格虽然受生猪价格以及猪肉批发
价格负向影响，但是自身市场的正向影响支撑着牛
肉零售价格缓慢上升。但在非洲猪瘟爆发的第 8 个
月，牛肉批发价格、牛肉零售价格以及鸡肉零售价
格的影响由正转负，使得牛肉零售价格下滑。而在
非洲猪瘟发生的 12 个月后，非洲猪瘟的影响凸显，
生猪价格和猪肉批发价格成为影响牛肉零售价格上
涨的主要因素，在疫病发生的第 14 个月，叠加鸡
肉零售价格的正向影响，牛肉零售价格上涨达到顶
峰，超出基期值 4.3 元 /kg。

正向影响共同推动猪肉零售价格上涨至最大值。此
时猪肉零售价格实际值高出基期值 17 元 /kg。随后，
伴随着生猪价格的正向推动减弱，猪肉零售价格开
始下行，但依旧高出基期值 5 元 /kg。除受生猪市
场影响外，肉鸡价格与牛肉零售价格对猪肉零售价
格的波动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2.5.2 鸡肉零售价格与牛肉零售价格历史分解 图 4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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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非洲猪瘟下肉类零售价格的历史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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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在疫病发生一年内，肉禽零售价格
以自身市场各环节价格为主，但在疫病发生的一年
后，猪肉、鸡肉以及牛肉的零售价格上涨主要源于
猪肉市场各环节价格的正向推动作用。其中，猪肉
零售价格受自身价格和生猪价格正向影响最大，在
疫病发生的第 15 个月，猪肉实际零售价格超出基
期值 17 元 /kg ；鸡肉零售价格受生猪价格和猪肉零
售价格影响较大，而牛肉零售价格在疫病发生后期
显著上涨主要由生猪价格和猪肉批发价格引起。除
猪肉市场价格的正向推动外，鸡肉与牛肉零售价格
相互作用，成为影响价格波动的第二重要因素。

3 结论
1）从横向肉禽市场来看，非洲猪瘟对猪肉市
场的影响最大，猪肉市场上、中、下游净增长率
最大值高达 266%、196% 和 184%，其次是牛肉市
场批发与零售价格，最大净增长率为 16% 和 31%，
最后是鸡肉市场批发和零售价格，最大净增长率为
13% 和 21%。
2）从纵向产业链角度来看，非洲猪瘟影响下，
猪肉市场与牛肉市场上、中、下游价格差额均扩大，
鸡肉市场中、下游与上游价格差额在疫病发生一年
内有缩小趋势，随后也逐渐扩大。
3）非洲猪瘟爆发初期，猪肉、鸡肉和牛肉零
售价格波动主要由自身市场各环节价格影响，疫病
爆发一年后，猪肉、鸡肉和牛肉零售价格上涨主要
动因是猪肉市场各环节价格，包括生猪价格、猪肉
批发与猪肉零售价格，其次是鸡肉零售和牛肉零售
价格。

4 政策建议
结合以上分析，为应对重大突发疫病对肉禽市
场冲击，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加强疫病防控和信息监测体系建设。建立
健全疫病防控长效机制，包括推进强制动物疾病免
疫，定期排查疫病隐患，做好饲料保障工作，规范
动物运输监管等事项 ；健全风险预警和市场信息传
递机制，建设以能繁母猪存栏量为核心指标的逆周
期调节机制，对年出栏 500 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全
覆盖监测，及时公布信息，稳定市场预期 ；建立科
学合理的活禽储备和冻肉仓储制度，通过储备肉禽
的投放缓解供给紧张，避免肉价涨幅过快。
2）加强产业链建设。加强肉禽全产业链大数
据平台建设，建设国家农业数据中心，如重点畜禽
产品线上信息平台、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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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国家动物疾病信息系统等数据库，打通生产、
加工、储运、消费等产业链核心数据采集、分析和
应用，实现产品质量和生产资料信息可追溯管理，
推动全产业链监测管理 ；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
包括鼓励养殖企业、屠宰加工厂、批发市场建立长
期产销合作机制，发展农村电商，搭建“线上 + 线
下”产销对接平台，通过发展订单产业、合同生产、
入股分红等形式，将小农户融入产业链，实现全产
业链提质增效。
3）优化畜禽产业结构。稳定发展生猪和肉鸡
产业，大力发展以牛羊为主的畜牧业，推进畜禽产
品多元化，增强畜禽保障供给能力。因地制宜地支
持和引导企业及养殖户进行适度规模化和标准化生
产，创建产业集群和产业园区，并相应地发展畜牧
业配套生产性服务企业 ；加快技术创新和品种改良，
提升养殖效益，进一步推动品牌建设，完善品牌管
理和评价标准体系，不断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肉禽
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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