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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今年 9 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3％，漲幅創近
6 年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11.2％，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
％，豬肉等肉類食品價格是 CPI 的主要拉漲因素。
 非洲豬瘟、規模化養殖等缺失，及環保禁養執行不當，造成生豬供
應短缺，導致豬肉價格飆漲。中共為解決豬肉供需緊張關係，提出
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目標和政策措施，一般預測明年中後
豬價可能回穩。
 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情勢下，中國大陸經濟正面臨 CPI 與 PPI、食品
價格與非食品價格等走勢分化的雙重分化格局，潛藏通貨緊縮的風
險，再加上美中貿易戰衝擊，增添宏觀調控的變數。
任何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的宏觀經濟調控政策，都必須在穩增長、
控物價、增就業、調結構等長短期目標做出取捨或尋求平衡。近年來
中國大陸經濟增長面臨衰退壓力，穩增長自然是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
另為避免經濟下滑可能引發的社會經濟問題，穩就業也是當前中共經
濟工作的重點。惟今（2019）年中國大陸經濟運行的特點，便是物價
的較快速上漲。9 月中國大陸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 3％，漲
幅較 8 月份擴大 0.2 個百分點，創下近 6 年來新高。其中食品價格上
漲 11.2％，漲幅擴大 1.2 個百分點，而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豬
肉等肉類食品價格是 CPI 的主要拉漲因素。然與過往係因貨幣擴張等
因素導致物價上漲明顯不同，近期中國大陸豬肉價格主要是非洲豬瘟
疫和豬生產周期的衝擊，以致豬肉供應短缺所造成。為緩解此一供需
緊張關係，中共已陸續採取鼓勵毛豬養殖、加大進口、提供民眾價格
補貼等方式來平抑豬肉價格漲勢。一般估測，在明（2020）年中以後
豬價才可能回穩。但是在 CPI 走高，而因內外在需求走弱導致工業生
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卻不斷下降，這種物價兩重分化的情況下，
將嚴重影響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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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大陸物價情勢和特點
近年在內外在環境的衝擊下，中國大陸不斷調低 GDP 預期增長
目標。今年中國大陸 GDP 增長目標定在 6％-6.5％，CPI 漲幅控制在
3％左右。根據中共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中國大
陸 GDP 同比增長 6.2％，其中，第一季增長 6.4％，第二季增長 6.2
％，第三季增長 6.0％。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前三季中國大陸 CPI
同比上漲 2.5％，PPI 同比下降 1.2％，環比上漲 0.1％（中共國家統計局，
2019.10.18）
。

中共認為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國民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
構持續優化，民生福祉不斷改善」
。誠然的，前三季的 GDP 增長率有
所放緩，但仍在 6％-6.5％預期增長的合理區間內。
在居民消費價格方面，2015 至 2019 年中共經濟調控把 CPI 的漲
幅控制在 3％左右作為目標。這期間，中國大陸 CPI 亦均能控制在 3
％以下。2015 年中國大陸的 CPI 為 1.4％，2016 年為 2.0％，2017 年
為 1.6％，2018 年為 2.1％。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 CPI 漲幅 2.5％，雖
較 2018 年上升 0.4 個百分點，似乎亦符合經濟調控的目標要求。
若從物價漲勢加以分析，今年前三季，中國大陸城市 CPI 上漲
2.4％，農村上漲 2.6％。分類別看，食品類上漲 6.5％，非食品類上
漲 1.5％。在食品菸酒價格中，糧食價格上漲 0.5％，豬肉價格上漲
21.3％，鮮菜價格上漲 5.1％。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後的核心 CPI 同
比上漲 1.7％，漲幅比上半年回落 0.1 個百分點（中共國家統計局，2019.10.18），
但這些總體數據似無法反映近來中國大陸物價漲勢的確實內涵。
今年 1 月中國大陸 CPI 漲幅 1.7％，2 月份下降至 1.5％，隨後 3
月份 CPI 漲幅上升至 2.3％，4-6 月分別為 2.5％、2.7％和 2.7％，7
月上升至 2.8％。8 月 CPI 雖維持與 7 月持平的 2.8％，其中豬肉價格
上漲 46.7％，漲幅比 7 月再擴大 19.7 個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1.08
個百分點（信報，2019.9.11）。9 月，CPI 同比上漲 3.0％，這是 2014 年以
來 CPI 通脹首次觸「3」
，其中食品價格上漲 11.2％，漲幅擴大 1.2 個
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2.21 個百分點。食品價格上漲成為推動 CPI
漲幅擴大的主要原因。食品中，豬肉價格同比上漲 69.3％，漲幅擴大
22.6 個百分點，影響 CPI 上漲約 1.65 個百分點（人民日報，2019.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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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中國大陸 CPI 運行有其結構性特徵，亦即豬肉價格貢獻 CPI
一半以上的漲幅，剔除豬肉價格影響後，CPI 也就上漲 1.4％左右。
加上豬肉價格上漲的溢出效應，即具有替代屬性肉蛋白類食品價格也
出現不同幅度上漲。

（二）中國大陸豬肉價格上漲的成因
造成中國大陸豬肉供應緊張的情勢，有內在和外在的多重因素。
自去（2018）年遼寧發現首例非洲豬瘟，至今年 4 月疫情迅速蔓延中
國大陸 31 個省市自治區。儘管在年中疫情受到控制，但是作為「養
豬大國」的中國大陸，要徹底根除非洲豬瘟確實有其難度。加之持續
的疫情，不僅使大量豬隻死亡，也影響養殖企業和養殖戶的信心和生
產，使生豬產業面臨轉型，此等因素綜合造成豬肉價格上漲。非洲豬
瘟對生豬是一個毀滅性的疾病，感染病毒的生豬死亡率幾乎是百分之
百。據中共農業農村部的統計，截至今年 7 月初，中國大陸撲殺生豬
116 萬隻，全中國大陸生豬數量跌至 10 年來最低（明報，2019.8.26）。
長期以來，
「豬周期」一直是影響中國大陸生豬供應的重要因素。
「豬周期」是指生豬生產和豬肉銷售過程中的價格周期性變動，尤其
中國大陸是以散戶為主體的養殖環境，易放大價格的反映，嚴重影響
生豬的供應，進而造成價格的波動。自 2006 年以來，中國大陸的「豬
周期」主要有如下的特點（大公報，2019.10.9）：一是每輪豬周期大約 3 至
4 年，豬價下滑時間略長於上漲時間，在價格下跌時，利潤雖減少但
只要未虧損，養殖戶退出意願不強。二是每輪豬周期均伴隨疫病的影
響，使豬肉供應起伏，惟近期的豬周期相較於過往又增加市場因素以
外的政策性干擾，最明顯的便是環保政策的要求。三是非洲豬瘟發生
之前，上一輪豬周期積累的過剩產能逐漸出清，基本上已潛在地啟動
新一波豬周期，豬肉價格存在著內生上漲動力。
事實上，本輪豬周期自 2018 年年中便已開始，從豬肉價格的走
勢看來，2018 年 8 月豬肉價格下跌 4.9％，隨後下跌趨勢雖有緩和，
2018 年 12 月下跌 1.5％，2019 年 1、2 月分別下跌 3.2％、4.8％，但
是自 3 月上漲 5.1％以來，豬肉價格漲勢快速攀高，4-6 月漲幅分別為
14.4％、18.2％和 21.1％，7 月漲幅已達 27％，8 月漲幅更衝上 46.7
3

％（文滙報，2019.9.11）。9 月，豬肉價格上漲 69.3％，漲幅較 8 月擴大 22.6
個百分點。
歸結自 2018 年以來中國大陸所呈現的漲幅大、速度快的「豬周
期」，主要有四大原因：非洲豬瘟、內生豬周期、規模化養殖策略、
環保禁養擴大化且執行不當。除前已陳述的非洲豬瘟和內生豬周期外，
近年來中國大陸積極推動的規模化養殖導致散戶大量退出，在散戶養
殖仍占相當高比例的現行格局下，豬肉供給下降推動價格漲勢。另外，
自 2015 年以來，在環保政策要求下，去年以養豬場污染空氣為由，
各地制定劃定禁養區和區內污染養殖戶搬遷計劃，甚至大規模強拆豬
場，執法的不當嚴重影響養殖戶生產意願，進而減少豬肉的供給（信
報財經月刊，2019 年第 10 期）
。

（三）中共解決大陸豬肉供需緊張的政策和措施
中國大陸是生豬生產和消費大國，生豬的飼養量約占全球一半，
豬肉在居民肉類消費結構中的占比高達 62.7％；因此，穩定生豬生產
發展對於保障大陸人民生活、穩定物價、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減少民
怨，以維持社會經濟的穩定具相當重要的意義。
為確保大陸民眾對豬肉的需求、困難群眾生活有保障，從今年初
以來，在這「豬年」卻發生「豬事不順」的情況下，從中央到地方均
積極致力豬肉保供穩價的工作。8 月 21 日中共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
生豬生產和豬肉保供穩價，並與農業農村部印發「關於做好穩定生豬
生產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工作的通知」
，要穩定生豬生產、保障豬肉
供應。穩定生豬生產的政策，主要包括加強非洲豬瘟撲殺補助，加大
對生豬調出大縣的支持，降低仔豬及豬肉物流成本，發展規模養殖，
支持農戶養豬等。針對之前一些偏差的政策亦做出修正，取消超出法
律法規的生豬禁養、限養規定，支持禁養區關停養殖的異地重建。
9 月 10 日，中共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
型升級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提出中國大陸當前和今後一個時
期穩定生豬生產促進轉型升級的思路、目標和政策措施 （光明日報，
2019.9.12）
。
「意見」要求以保障豬肉基本自給為目標，立足當前恢復生

產保供給，著眼長遠轉變方式促轉型，強化責任落實，加大政策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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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科技支撐，推動構建生產高效、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佈局合理、
產銷協調的生豬產業高質量發展新格局，更好滿足居民豬肉消費需求，
促進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
面對中國大陸豬肉供應短缺的情勢，從 9 月初開始已有近 20 多
個省市以限購、補貼等手段試圖紓緩豬肉價格急升，中央亦投放以萬
噸計的儲備凍豬肉「救市」，同時又加大進口豬肉應急。
事實上，9 月初以來，中共農業部、財政部、交通運輸部、自然
資源部等 8 個部委先後提出因應措施，以期能穩定豬肉價格。主要措
施為：1.保持物價總體穩定，落實豬肉保供穩價措施、適時啟動對困
難群眾的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鈎聯動機制。2.對整車合
法運輸仔豬及冷鮮豬肉的車輛，恢復執行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
政策。3.進一步完善非洲豬瘟強制捕殺補助經費發放方式，完善種豬
場、規模豬場臨時貸款貼息政策。4.強化政策性農業信貸擔保服務，
明確取消生豬養殖附屬設施用地 15 畝上限規定，在不佔用永久基本
農田的前提下，生豬養殖可用一般耕地等多項保障用地需求的措施（人
民日報，2019.9.7）
。在加大進口方面，今年

8 月中國大陸豬肉進口量約為

16.3 萬噸，9 月為 16.6 萬噸。前三季進口豬肉達 132.6 萬噸，較上年
增長 43.6％；進口牛肉 113.2 萬噸，增長 53.4％（信報，2019.10.15）。

（四）豬肉價格飆漲掩蔽通貨緊縮風險
在中共積極致力增加生豬供應的政策和措施下，大陸豬肉價格應
有逐步平穩的走向，但是豬價起伏有結構性的「豬周期」和年節的因
素，一般估測，由於豬肉價格推動，今年底 CPI 按年可能攀升至 3.3
％-3.5％，明年春節期間，因豬肉價格上漲及春節的季節性因素，通
脹壓力可能最大，甚至接近 4％水平（信報，2019.10.16）。第四季 CPI 保
持在 3％以上，但超出幅度有限，而豬價回穩應在明年中左右。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觀察整體物價的漲勢，PPI 比 CPI 更為重要。
但是在豬肉價格飆漲並拉動 CPI 漲勢受到關注之時，卻忽略當前中國
大陸經濟運行出現兩個分化，一是 CPI 和 PPI 分化，二是 CPI 中的食
品價格和非食品價格出現分化的現象（21

世紀經濟報導，2019.9.6）。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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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CPI 同比漲幅只有 1.5％，之後持續攀升，9 月份上漲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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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近 19 個月新高。PPI 走勢則相反，自 2018 年以來，漲幅持續下降，
同比漲幅從 4.7％下降到接近 0 的水平。今年 7 月 PPI 同比下跌 0.3
％，是 2016 年三季度末以來再次出現負增長。8 月同比下降 0.8％，
9 月更下降 1.2％，降幅擴大 0.4 個百分點，連續 3 個月同比下降，兩
個價格指數繼續分化（文滙報，2019.10.16）。
CPI 內部則出現食品價格上升而非食品價格走低的分化現象。今
年初以來，中國大陸食品價格同比漲幅從 1.9％上升到 9 月份的 11.2
％，創 2011 年 11 月以來最高，是 CPI 上升的主要原因。其中，豬肉
價格同比上漲 69.3％，為 2007 年 9 月以來最高，同時具有一定替代
作用的牛肉、羊肉價格漲幅超過 15％。但另一方面，非食品價格漲
幅連續收窄，今年 9 月非食品價格同比增速僅上漲 1％，漲幅回落 0.1
個百分點，創 2015 年 11 月以來新低。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9 月與 8 月持平，同比增長 1.5％。
由這些數據可以看出，近期中國大陸 CPI 上漲具有很強的結構性
特徵，主要是豬肉等肉類食品價格結構性拉漲，扣除食品和能源後的
核心 CPI 只有 1.5％。與此同時，PPI 同比降幅有所擴大，儘管 9 月
PPI 環比上漲 0.1％，出現轉正，但預計未來數月仍將徘徊在負增長
的區間。因此，有論者認為，經濟增長放緩將使中國大陸經濟再度面
臨通貨緊縮壓力（大公報，2019.10.18）。此一形勢的發展趨勢，再加上全球
經濟放緩，美中貿易戰持續帶來的衝擊，將影響中共宏觀經濟調控政
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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