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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食物消费呈结构升级

趋势，即人们对米面等淀粉类主食消费将逐步减少，对营养丰富的肉

类、蔬菜和水果消费将大幅增加。我国从改革开放初到目前，伴随着

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食物消费结构变化基本符合这一规律。今后的

10—20 年，这种趋势会更加显著。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树立大食物

观，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

趋势。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战略拓展，是国家粮食安全方针的深

化和延续，其战略考量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第二，这是应对世界变局加速演化的复杂局

势和各种风险挑战，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

的基础支撑；第三，这是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统筹利用国土资源，保

障食物有效供给的战略需求。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深化拓展，在

保障目标、保障范围、保障资源、保障方式与保障路径五方面也随之

拓展。据测算，最近 20 年我国食物自给率从 2000 年的 93.6%降到了

65.8%，到 2025—2030 年将进一步下降至 59%，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保

障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资源压力将进一步加大。在新发展阶段，践

行大食物观，必须按照“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实现食物安全目标”的

政策思路，树立大资源观、大农业观、大市场观三大观念，遵循“两

个拓展、一个改革”的政策路径，加强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建设，

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档升级，强化全球

农业供应链韧性，构建安全、持续、稳定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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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握新发展阶段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趋势 

国际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收入增长，食物消费呈结构升级

趋势，即人们对米面等淀粉类主食消费将逐步减少，对营养丰富的肉

类、蔬菜和水果消费将大幅增加，一般称之为食物消费的班尼特定律。

我国从改革开放初到目前，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增长，食物消费结

构变化基本符合班尼特定律。如最近 20 年，我国小麦和大米的人均

消费量分别年均下降 0.35%和 0.16%，植物油和肉类的人均消费量分

别年均增长 3.5%和 1.2%。当前我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

的窗口期，按 PPP 计算，我国人均 GDP 和 OECD 成员国 90 年代初

的水平大致相当，食物消费结构变化趋势与 OECD 国家具有类似特

征，今后 10—20 年，食物结构升级趋势将更加显著。 

今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的

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的讲话指出：要树立大食物观，

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

这意味着，我国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新阶段，必须把握由班

尼特定律所决定的食物结构升级趋势，在确保粮食供给的同时，保障

肉类、蔬菜、水果、水产品等各类食物的有效供给。 

二、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战略考量 

（一）践行大食物观：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战略拓展 

在新的发展阶段，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就是要保障好食物安全，

不仅要守好“米袋子”，还要拎稳“菜篮子”、抓牢“油瓶子”。今

后几十年，必须要推动从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的战略转变，建设更高



 

 

2 

质量、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 

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拓展，是国家粮食安全方针的延续和深

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的基本自给”的

粮食安全方针，确保 95%的粮食供给自给。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与

时俱进地对粮食安全方针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 20 个字、五句话的

粮食安全方针：“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

支撑”，要求集中资源保重点，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探索形成了“三位一体”粮食

安全保障机制。 

粮食安全的“三位一体”保障机制是新发展阶段保障粮食安全的

根本支持，它包括三个主要方面：首先是国内粮食综合生产体系，以

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核心。2015 年以来，我国粮食产能连续 7 年稳

定在 6.5 亿吨以上，实现了粮食供需总体平衡。其次是粮食储备调控

体系，以应对突发事件、维护市场稳定为重点。近年来，我国粮食储

备调控体系不断发展完善，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中央储备、地方储备以

及应急储备的品种结构与区域布局。最后是全球农产品供应链，以统

筹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和资源为目标。自 2001 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

全面开放农产品市场以来，经过多年的探索，我国统筹利用国际农产

品市场和资源，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补充。根据测算，目前我国

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约占到农业资源总需求量的三分之一以上，占比达

36.4%。 

到目前为止，粮食安全“三位一体”保障机制已经成功应对了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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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次重大考验，其中包括 2008 年冰雪灾害、汶川地震和国际金融危

机、2012 年全球粮价暴涨、2018—2019 年的中美贸易战以及目前疫

情、俄乌冲突等引发的全球粮食危机等严峻挑战。 

在新发展阶段，随着世界变局的加速演化，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是

事关国家总体安全的重大战略问题，保障粮食安全和各类食物有效供

给，则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主要有三个方面

的战略考量： 

第一，这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从更好满足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保障粮食安全，不仅要从根本上解决好吃饭

这个最大的民生问题，而且要掌握人民群众食物结构变化趋势，满足

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以及多样化的需要。 

第二，这是应对世界变局加速演化的复杂局势和各种风险挑战，

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的基础支撑。粮食安

全本身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基础，在新发展阶段，必须牢牢把住粮食安

全的主动权，同时要根据食物消费升级新形势、新需要，确保肉蛋奶

菜油等初级产品的有效供给、价格基本稳定，为稳大局、应变局提供

更加坚实的支撑。 

第三，这是优化配置农业资源、统筹利用国土资源，保障食物有

效供给的战略需求。立足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适应食物结构升

级、消费多样化的新需求，保障各类食物有效供给，必须根据整个国

土资源，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构建高质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农业生

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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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新发展阶段，既要坚持守住粮食安全的底线，也要实现

食物安全的目标，全面增强包括粮食在内的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

水平。实现战略从粮食安全到食物安全的深化拓展，有五方面的拓展：

首先，保障目标将从“吃得饱”向“吃饱吃好”、“营养健康”拓展。

其次，保障范围将从以保障粮食（“米袋子”）供给为主，向守好“米

袋子”的同时，保障“菜篮子”（即肉蛋奶蔬菜水果水产品）和植物

油（“油瓶子”）等各类食物有效供给拓展。第三，保障资源将从耕

地资源向整个国土资源拓展，从传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

物资源拓展，向整个国土资源要食物，从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蛋

白资源。第四，保障方式将从注重粮食生产，向加强“产购储加销”

一体化为基础的食物产业链供应链建设、增强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

拓展。第五，保障路径将从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向立足国内保重点、

统筹建立安全可控多元国际农业供应链拓展。 

（二）当前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及今后的趋势 

客观评估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应按照综合评价、多维测度原

则，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价体系。因此，除采取生产、消费、供需等传

统方法外，还要从资源等角度进行综合评价。为此，需要引入耕地种

植面积需求等值概念，把肉蛋奶等食物消费转化为饲料需求，再将饲

料需求折算为面积需求等值，由此来研判我国食物保障水平。 

从测算结果看，最近 20 年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即食物自

给率，从 2000 年的 93.6%降到了 65.8%。具体来看，三大主粮及主

要肉类的保障水平都比较高，但食用植物油以及大豆的自给率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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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表明目前我国农业供给体系存在一些结构性短板。也就是说，我国

保持三大主粮高自给，主要畜产品保持较高水平的自给，是以蛋白饲

料原料大规模进口、自给率大幅下降为支撑的。2000 年大豆自给率有

62%，现在不到 17%，目前我国蛋白饲料原料整体自给率不足 20%。

因此，在我国农业供给体系中，蛋白饲料原料供给的短板最为突出。 

在新发展阶段，随着经济增长和食物消费结构升级，我国食物自

给率和食物安全保障水平将面临新的挑战。今后随着人口增加、收入

提高，我国粮食消费需求总量将进一步增加。目前全国粮食消费是 8.1

亿吨，预计到“十四五”末是 9 亿吨，粮食需求峰值有可能伴随着人

口峰值在 2025—2030 年到来，总量为 9.2—9.4 亿吨，比目前增长 1

亿吨左右，此后粮食需求增长将逐步回落，2050年将保持在8.9亿吨。 

尤其是，今后食物消费需求结构将随着收入增长进一步升级，肉

蛋奶等动物性食品消费将持续增长，推动能量饲料和蛋白饲料原料需

求随之增长。但口粮及食用植物油消费将进入成熟阶段，不再具有刚

性增长趋势，供需压力将相对减缓。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食物自给率会进一步下降。依据食物消费需

求预测结果，在不考虑农业科技取得重大突破的条件下，2025—2030

年我国达到粮食需求峰值时，若要保障好口粮和肉蛋奶植物油等食物

消费需求，大致需要 42—43 亿亩的种植面积，我国的食物自给率将

从目前的 65.8%下降至 59%，农业资源自给率将从目前的 64.3%下降

至 57.4%。这意味着我国今后保障粮食安全和食物安全的资源压力将

进一步加大，面临的挑战也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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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政策思路与重点 

（一）基本政策思路 

在新发展阶段，践行大食物观，必须按照“粮食安全是底线，食

物安全是目标”的政策思路，树立三大观念。一要树立大资源观。从

传统的农业耕地资源角度转向整个国土资源，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二要树立大农业观。目前农业供给体系存在比较严重的结构

短板，蛋白饲料原料供给严重短缺，自给率不到 20%。要树立大农业

观，今后我国农业供给体系要以粮食为基础，统筹“粮经饲”生产，

推动“种养加”一体，农林牧渔结合，促进农业供给体系结构优化、

高质高效，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资源环境承载力相匹配的现代

农业供给体系和区域布局。三要树立大市场观。一方面，必须充分发

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增强食物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全面提升粮食、肉类、蔬菜等各类食物保供能力和

水平；另一方面，必须从战略上提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

源的能力，要畅通国内国际农业食品循环，提高农业食品国际供应链

的安全性和可控性。 

推动食物安全保障的政策路径是“两个拓展、一个改革”。首先，

要实现从耕地资源向国土资源拓展。农业供给体系，要按照粮经饲统

筹，种养加一体，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

则林，提供更加多样化的、丰富的食物供给来源。其次，要实现从传

统农作物和畜禽资源向更丰富的生物资源拓展，发展生物科技、生物

产业，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要资源。最后，要深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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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农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全方

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开发丰富多样的食物品种，实现各类食物

供求平衡，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食物消费需求。 

（二）保障食物安全的政策重点 

确保国家食物安全，必须突出重点、把握关键、综合施策，抓紧

建立完善我国食物安全保障机制。 

第一，加快构建以保障粮食安全为底线、以确保食物有效供给为

重点的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体系。要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方针，全面践行大食物观，建

立完善以确保口粮绝对安全为重点、促进肉蛋奶菜油等各类食物有效

供给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强化以应对突发事件、维护

市场稳定为重点的农产品储备调控和应急保障体系；加强以安全有效

利用国际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资源为补充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建设，

全面提升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能力和水平。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建立高质高效协同可持续农业资源配置机

制。要面向整个国土资源统筹农业资源配置，根据市场需求和区域比

较优势，宜粮则粮、宜经则经、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促

进农业生产体系结构优化、均衡供给、可持续发展。如可通过适当降

低玉米自给预期，加快补齐油料作物短板，推动国内能量饲料原料和

蛋白饲料原料的平衡供给。与此同时，要统筹布局农产品加工产业，

有序推出粮食深加工。 

第三，加快农业科技创新，推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面提档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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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国农业资源约束矛盾将更加突出，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根本出

路在农业科技创新和综合生产能力提档升级。目前我国玉米、大豆等

主要农作物的单产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若加快农业科技创

新突破，全面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我国农业资源需求缺口至少可

压减 2-3 亿亩，将基本抑制住食物自给率下降趋势。 

第四，抓紧建设安全可控、持续稳定的国际农业食品供应链，确

保国家食物安全综合保障的战略主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后无论

是突破农业科技创新，还是优化农业结构、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我国利用国外 13 亿—15 多亿亩农业资源不可避免。这就决定，在新

发展阶段，我国必须继续坚持实施农业对外开放战略，将国际农业资

源用得更好更足更安全，把宝贵的国内资源用在守好口粮安全底线、

把住食物安全主动权上。因此，必须加强全球农业食品供应链顶层设

计和战略规划；建立健全全球农业贸易投资与市场监测体系，促进风

险防控关口前移至供应链上端；加快培育全球性农业食品企业，鼓励

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农业生产、加工、物流、营销及贸易产业链、价值

链与供应链；要把农业食品贸易投资、国际物流运输要道、港口码头

等关键节点风险防控与安全管理，纳入国家安全防卫体系统筹保障；

深度参与全球农业与粮食安全治理，充分发挥“一带一路”拓展农业

国际合作、促进投资贸易建设的平台作用，抓紧构建安全可控、持续

稳定的全球农业食品供应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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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根据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讲座速记稿整理，已经演

讲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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