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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背景 
              China’s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and economic background 

（1）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出现转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致中国经济已逝去的青春 



产业结构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15年 

GDP/亿美元 

中国 China 9.0 40.5 50.5 104 212 

美国 US 1.2 20.0 78.8 173 481 

2015年中国与美国产业结构比较  
Industry Structure of China vs. US in 2015 

说明：2015年中国GDP总量为676 708亿元人民币，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
2015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1美元对人民币6.493 6元）计算，相当于
104 212亿美元。 
 

        2015年中国与外国双边货币合作33个国家和地区3.3万亿元，跨境人民币支付
12.1万亿元，同比增长37%，未来SDR篮子对中国发行多币外债更有利。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U.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B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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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美两国何时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至关重要；BIT 
（3）美国加息落槌与中国货币“国际流向”陷阱； 

亚洲金融危机、
俄罗斯债务危机、
美国新经济泡沫
崩溃，美元升值。 

？ 

中国的“明斯基
时刻”与“劳伦
斯魔咒”，这次
会一起到来吗？ 

 

中国加入世贸，
美国逆差扩张，
全球性资产泡
沫，美元贬值。 

全球化启动，
全球经济繁荣，
美元持续贬值。 

美国滞胀、全球
经济不景气，阿
根廷危机，美元
汇率大幅上扬。 

美元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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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小川：中国将研究发行SDR计值全球债券； 
 
（5）中国发展不能让百姓有被剥夺感； 
 
（6）中国7000万家企业还需怎样的创业与创新； 
 
（7）中国式经济投资模式回报率降至新低水平； 
 
（8）中国企业诚信每年导致巨额经济损失； 
          
（9）中国银行全部资产已相当于全球40%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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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国离法制的科学决策体制建立还任重道远； 
 
（11）该如何看待以BAT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经济； 
 
（12）国有僵尸企业何其多历史资源与解决困局； 
 
（13）政府为什么在此次股灾中悄然实施“平准基金”； 
 
（14）中国民航正点率全球排名垫底； 
 
（15）中国政府通过市场债转股与PPP逐步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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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政府为何坚决设置成品油“两板”价格限制机制； 
 
（17）长期依赖政府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 
 
（18）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斯密民间创造模式与凯恩斯政府
政策模式； 
 
（19）欧盟议会反对中国市场化地位变数以及英国脱欧； 
 
（20）美国总统“另类” 候选人特朗普与未来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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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政府产品决策机制与农民收入保障  

     Chinese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on 

agricultural policy and farmers’ income security  

（1）八年中国粮食临储收购政策的由来与归宿； 
 
 
 
China’s Central Financial Expenditure on Agriculture (1978-2016) 



（3）全球现代生猪养殖模式与我国金融农业启蒙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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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生猪期货、农产品期权与收入农民保障；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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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families  



（5）中国兽用抗生素为什么长期是国外的2—3倍； 
 
 

中国A、B饲料企业玉米接收标准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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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结果表明，玉米霉与自身水份（含水量）、贮存环境（温度、相对湿度）

和贮存时间密切相关；主要产毒菌种类有串珠镰刀茵、黄曲霉，其中串珠镰刀茵
是优势茵，是导致玉米中霉菌总数和呕吐毒素迅速超标的主要原因；而不同贮存
条件对玉米中霉菌花数和霉菌毒系含量也有不同影响。 

玉米中霉菌毒素含量（ug.k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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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十三五”“镰刀湾”规则粮改饲的严重缺憾；
Serious faults of crop structure adjustment plan in camber-
shaped areas in northern China under 13th five-year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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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探讨：中国农业融入全球市场是需要“一号文件”还
是农业大法； 
 
（8）探讨：中国农业决策机制呼唤尽早进行大农业部改革； 
 
 
（9）探讨：中国国徽与国家 
粮食安全的“历史定义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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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全球大豆市场从熊市转为牛市内在逻辑与“中国式亏损”；  
The internal logic of bullish global soybean market and Chinese-style lo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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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探讨：国家间全球农产品定价权（中心）最终靠什么形成？ 

？ 

体制 

垄断 

教育 

市场 

法制 

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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