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棉花补贴回顾 

 

国际棉花咨询委员会（ICAC）最新发布的报告称，2016/17 年度全球各国政府对棉花行

业的补贴，包括直接补贴、边境保护、作物保险补贴和最低支持价格等，估计为 45 亿美元，

比 2015/16 年度的 74 亿美元减少 39%。有 10 个国家提供了补贴，平均补贴额度为 11 美分/

磅，低于 2015/16 年度的 18 美分/磅。 

从 1997/98 年度 ICAC 开始报告全球各国政府对棉花的支持到现在，棉花补贴和棉花价

格就有很强的负相关性：即价格高时补贴趋于减少，而价格低时补贴趋于增加，过去几个年

度也这个关系也没有变化。2016/17 年度，考特鲁克 A 指数平均值为 83 美分，棉花补贴也

从前几年的高点下降。 

由于 2016/17 年度大部分时间里，市场价格高于政府制定的支持价格，巴西、巴基斯坦

和印度等国没有启用最低支持价格，或者只是略微启动。还有一些国家在某些年度里采用边

界保护政策，ICAC 会在可以量化的时候尽可能地分析这些措施给市场带来的影响。 

2016/17 年度，一些国家继续为棉花生产提供补贴，尤其是化肥、仓储、运输、检验和

其他市场流通成本。同时，作物保险补贴虽然还没有大范围使用，但补贴额度开始增加。 

享受政府直补的棉花产量占全球棉花总产量的比重从 1997/98 年度-2007/08 年度 55%

的平均水平提高到 2008/09 年度的 83%。2009/10 年度至 2013/14 年度，平均补贴比例下降

到 48%。2014/15 年度，补贴比例提高到 76%，2015/16 年度和 2016/17 年度的补贴比例分别

为 71%和 70%。 



 

 

 

中国 

中国政府通过发放棉花进口配额、实行滑准税等方式来控制棉花进口，并且通过调节棉

花储备对市场进行调控。过去三个年度，中国没有轮入储备，而是实行目标价格补贴。2015/16

年度和 2016/17 年度，中国把主要精力放在储备棉去库存上，棉花进口数量仅限于 89.4 万

吨 1%关税配额，使国内棉价高于国际棉价。 

根据中国内外棉价差，ICAC 计算出 2016/17 年度中国的边境保护对棉花行业的支持约

为 9.8 亿美元，折 9 美分/磅，低于 2015/16 年度的 11 亿美元（折 10 美分/磅）。2015/16



年度和 2016/17 年度，中国对新疆棉花实行目标价格补贴。2015/16 年度的目标价格为 19100

元/吨，折 134 美分/磅，2016/17 年度为 18600 元/吨，折 124 美分/磅。根据目标价格和国

内市场价格的价差计算，2016/17 年度新疆目标价格补贴总额为 16 亿美元，约 20 美分/磅，

低于 2015/16 年度的 35 亿美元（折 45 美分/磅）。其他内地省份的补贴标准大约为 2000

元/吨。因此，2016/17 年度内地棉花补贴预计为 3.8 亿美元，折 13 美分/磅，低于 2015/16

年度的 5.3 亿美元（折 14 美分/磅）。以上两种补贴相加，2015/16 年度中国棉花补贴总额

为 40 亿美元，2016/17 年度为 20 亿美元。补贴减少的原因是目标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价

差缩小。 

此外，中国还为高质量棉种提供良种补贴，大约每年 1.5 亿美元。过去几个年度，中国

新疆棉的运输补贴大约为每年 1.5 亿美元。 

以上所有补贴相加，2015/16 年度中国棉花补贴总额为 55 亿美元（48 美分/磅），2016/17

年度为 33 亿美元（30 美分/磅）。 

 

 

美国 

美国 2014 年农业法案标志着美国农业法的重心从传统农业收入支持体系向产量和价格

保险管理过渡，政府的作物保险补贴成为主要工具，陆地棉棉农获得一种全新且唯一的安全



保障体系，即 STAX 叠加收入保护计划。STAX 为陆地棉棉农购买覆盖轻度收益损失的保险提

供保费补贴，棉农可以单独使用这种补贴或者与其他作物保险补贴一起使用。 

在 STAX 体系下，如果某郡的实际收入（美国有 700 多个产棉郡）低于预期收益 90%，

将启动补贴。STAX 为 10-30%的收益不足弥补差额，棉农可以选择 5%的增量补贴。联邦政府

提供 80%的保险费，并为提供 STAX 的保险公司补贴一部分行政和运营成本。 

2015 年度棉花生长期内（2015 年 8 月起），STAX 体系生效，2015/16 年度的补贴总额

为 7600 万美元，补贴面积 102.3 万公顷，占收获面积的 32%。2016/17 年度的补贴总额为

7400 万美元，补贴面积 103.6 万公顷，占收获面积的 27%。2015/16 年度，美国 LDP 补贴（贷

款补足补贴）为 1.39 亿美元，MLG（销售贷款补贴）补贴为 1.88 亿美元，2016/17 年度没

有发放这两项补贴。 

美国政府还用作物保险补贴为棉农提供保障，减少因自然灾害导致单产下降带来的损失，

几乎覆盖了所有自然灾害，如天气、虫害和火灾等。超过 90%的面积都在这一体系之下。

2016/17 年度，美国棉花保险补贴为 4.57 亿美元，折 5.7 美分/磅，2015/16 年度为 4.6 亿

美元，这 7.7 美分/磅。 

此外，美国政府宣布从 2015 年 6 月 6 日起为棉农提供成本分担补贴，保证棉花市场营

销的稳定和发展。棉农可以拿到一次性成本分担补贴，每个棉农补贴上限是 4 万美金，要求

是棉农必须积极耕种且收入总额不能超过 9 万美金。 

STAX、LDP、MLG 和成本分担补贴相加，2015/16 年度美国棉花补贴预计为 12 亿美元，

折 19 美分/磅。2016/17 年度，补贴总额减少到 5.3 亿美元。 



 

 

 

 

印度 

2013/14 年度，印度政府没有直接收购，也没有支付棉农补贴，原因是当年市场价格高

于 MSP。2013/14 年度，印度中等纤维长度棉花（J-34）的最低支持价格为 3900 卢比/公担，

大约折合 85 美分/磅，国内现货均价高于这个水平。 

2014/15、2015/16 年度，由于市场价格低于 MSP 最低收购价，因此印度政府进行了直

接收购。2014/15 年度，印度 J-34 的 MSP 价格为 3950 卢比/公担，约合 85 美分/磅，而



国内现货价格低于 MSP。因此，印度棉花公司按 MSP 直接收购了 147 万吨籽棉，总计花费

大约 29 亿美元。 

目前，印度国内现货价格大约为 66 美分/磅。根据收购价格和政府库存市价的价差，如

果按当前价格销售，印度最低支持价格政策的成本大约为 6.33 亿美元，平均到国内棉花产

量，相当于 4 美分/磅。 

2015/16 年度，印度 MSP 最低收购价为 4000 卢比/公担，折算约 80 美分/磅，印度国内

籽棉平均价格在 64 美分/磅，因此 CCI 以 MSP 的最低收购价收购了 14.4 万吨籽棉，总共花

费了约 2.5 亿美元。根据收购价格和政府库存市价的价差，如果按当前价格销售，印度最低

支持价格政策的成本大约为 5100 万美元，平均到国内棉花产量，相当于 0.4 美分/磅 

2016/17 年度，印度 MSP 最低收购价为 4060 卢比/公担，折算约 82 美分/磅，2016/17

年度，印度没有进行 MSP 收购。 

2017/18 年度，印度棉花公司（CCI）于 10 月 1 日起开始以最低支持价格（MSP）收购

新棉，收购点从去年的 92 个增加到 143 个。印度 J-34 和长绒棉的 MSP 分别达到 4220 卢比/

公担和 4320 卢比/公担。 

延展阅读：印度棉农享受政府提供的债务豁免和化肥补贴。印度还通过作物保险为棉农

提供支持，但具体支持费用不清楚。此外，印度政府还通过几个项目为棉花生产提供支持，

如棉花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高等级棉种销售等。近些年，政府还为轧花厂和打包厂的升

级改造和棉花销售提供支持。这些支持很难统计，有些也不仅限于棉花。此外，政府还推出

许多纺织业发展计划，为行业提供直接支持和软贷款。 

2013/14 年度以来印度 MSP 收购情况 

年度 
最低收购价 收购量 

卢比/公担 万吨 

2013/14 3900 0 

2014/15 3950 147.8 

2015/16 4000 14.4 

2016/17 4060 0 

2017/18 4220 ** 

 

 



欧盟 

自 2009/10 年度开始，欧盟开始实行统一的农业政策。与之前一样，棉花补贴 65%是销

售补贴，35%是生产补贴。希腊和西班牙是欧盟最主要的棉花生产国，希腊和西班牙生产补

贴的最大基数分别为 25 万公顷和 4.8 万公顷。要获得补贴，棉花必须要种在欧盟成员国批

准的农田，用欧盟批准的棉种，并在正常生长状况下收获，棉花要完好、正常并可销售。用

单位面积乘以固定的单产计算得出。 

希腊籽棉单产固定为 3.2 吨/公顷，西班牙为 3.5 吨/公顷，两国每公顷的补贴额度分

别为 234.18 欧元和 362.15 欧元。如果符合条件的面积超过最大基数，则每公顷的补贴相

应减少。 

2016/17 年度，希腊直接补贴的数额约为 2.04 亿美元(2015/16 年度约为 2.08 亿美元) 

折皮棉补贴约合 43 美分/磅。2016/17 年度西班牙的补贴金额约为 6600 万美元(2015/16 年

度约为 6800 万美元)，折皮棉补贴约合 55 美分/磅 (2015 /16 年度为 53 美分/磅)，补贴减

少的原因是受美元持续走强影响。 

 

土耳其 

土耳其政府为棉农提供籽棉补贴。以往，经认证棉种的籽棉补贴要高于非认证棉种。

2012/13 年来，政府没有支付任何补贴。2014/15 年度，认证棉种的籽棉补贴提高到每公斤

0.65 里亚尔，高于 2013/14 年度的 0.55 里亚尔。2016/17 年度，认证棉种的籽棉补贴提高

到每公斤 0.75 里亚尔，高于 2015/16 年度的 0.65 里亚尔。 

假设 90%的棉花是认证的棉种，而且所有棉农均申请了补贴，ICAC 预计补贴支付总额

从 2015/16 年度的 3.2 亿美元提高到 2016/17 年度的 3.51 亿美元，折皮棉补贴约合 23 美

分/磅。 

 

哥伦比亚 

过去几年哥伦比亚政府对棉农提供的直接补贴金额持续减少。2015/16 年度哥伦比亚政

府对棉农提供的直接补贴为 300 万美元，约合 10 美分/磅。2016/17 年度, 哥伦比亚政府继



续调减补贴金额至 100 万美元，约合为 7 美分/磅。按哥伦比亚比索计算，2016/17 年度哥

伦比亚政府实际支付的补贴同比减少了 63%，而以美元计算的减幅达到了 61%，原因是国内

货币贬值。 

 

西非 

2015/16 和 2016/17 年度，西非几个国家提供棉花生产投入补贴，尤其是化肥和棉种补

贴。 

2016 /17 年度，马里的棉花补贴金额约 3500 万美元，约合 6 美分/磅；布基纳法索的

补贴金额约 3200 万美元，约合 5 美分/磅；科特迪瓦的补贴金额约 1500 万美元，约合 5 美

分/磅；塞内加尔的补贴金额约 200 万美元，约合 13 美分/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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