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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形势发生改变，对传统粮食安全观提出挑战。文章从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新内涵

和新目标出发，构建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 5 个维度的粮食安全评
价体系，选取 14 个指标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演变和现状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过去我国对于粮食数量安全
和经济安全的关注程度较高，而对于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的关注程度较低。文章进而结合乡
村振兴、健康中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发展战略，提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粮食安全观，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资源安全，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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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粮食安全的新内涵

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有赖于定量分析，构建科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我国历来高度重视粮

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有助于从宏观趋势上对粮食安全

食安全问题，将其视为关系国计民生、国家安全、

进行分析和评价。 国内外对于粮食安全的评价开展

社会稳定的头等大事。《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

较多。 2018 年，经济学人智库发布了《全球粮食安

2022 年）》提出，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

全指数报告 2018》，通过动态基准模型对全球 113 个

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

国家从粮食购买能力、粮食供给能力、粮食品质与安

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习近平总书

全、自然资源韧性 4 个维度进行综合排名。其中中国

记指出，确保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是实施乡

排名第 46 位，属于中上游水平 [1]。 Coates [2]从粮食充

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这充分表明党和政府对粮食

足性、营养充足性、文化可接受性和粮食稳定性的角

安全问题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重视。

度出发，建立粮食安全评价体系。我国国家统计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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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会经济调查司从供给、需求、市场和库存角度出

数量安全，对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

发对我国粮食安全进行评价，认为 2004 年我国粮食基

全和资源安全的关注较少，已经不能满足当前发展战

本安全 [3]。公茂刚 [4]从产前和产后的角度出发，从粮

略下的粮食安全评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

食供给、粮食获取、粮食利用和粮食安全稳定性 4 个

合新时代粮食安全观的新内涵和新目标，建立粮食安

[5]

维度对我国粮食安全进行评价。马九杰等 从食物及

全评价体系，从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

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粮食生产、粮食需求和粮食储备

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 5 个维度对我国粮食安全进

角度出发，建立我国粮食安全预警系统。张小凤 [6]从

行定量评价，对粮食安全的发展沿革进行梳理，剖析

粮食生产、流通、科技、自然环境保障等角度，对

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短板和威胁，并提出政策建议。

我国 3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粮食安全状况进行

2 我国粮食安全评价体系

评价。高帆 [7]采用“纵向分步骤，横向分类别”的思
路，选取粮食生产、需求、流通和贸易的相关指标，
[8]

对我国粮食安全状况进行评价。李文明等 选取粮食

2.1 数量安全指标建构

粮食数量安全侧重的是通过提高粮食数量以保障

自给率、粮食播种面积、粮食生产波动系数、人均

粮食供给能力，解决人们“吃得饱”的问题。数量安

粮食占有量、粮食储备水平和贫困人口粮食保障状

全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也是我国历来发展粮食生产的

况 6 项指标，通过加权平均法建立我国粮食安全评价

首要目标。本文通过建立包含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

体系。张元红等 [9]从供给、分配、消费、保障结果、

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等绝对量指标和粮食产量波动率

利用效率、稳定性、可持续性和调控力8个方面构建指

等相对量指标体系，衡量我国粮食的数量安全。

标体系，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安全水平较高。

（ 1 ）粮食产量波动率。 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和

粮食安全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内

市场等经济社会因素影响较大，常常表现出一定的

涵。我国进入新时代以来，粮食安全的国内外环境发

波动。粮食产量波动率是衡量粮食生产稳定能力的

生根本变化，粮食安全已被赋予新内涵、新目标。传

重要指标之一。粮食产量波动率 Rt=（Yt−Yt'）/Yt'，其

统的粮食安全观，即狭义的粮食安全观认为要确保粮

中 Yt 表示 t 年粮食总产量，Yt' 表示粮食产量 5 年移动平

食安全就要做到生产自给自足，通过高投入、高耗能

均值。

提高粮食产量，尽可能多地储备粮食以保障粮食安

（2）粮食播种面积。粮食播种面积是粮食数量安

全，更注重粮食数量安全。新时代粮食安全观，即广

全的基础，粮食播种面积越大，对粮食数量安全的保

义的粮食安全观更加开放，认为粮食安全在确保产能

障程度越高。

的基础上，要实现粮食的营养、绿色、多元、开放。

（3）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反映

从生产上要摒弃过去通过要素投入提高粮食产量的做

了粮食科技的发展程度。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越高，对

法，进而采用绿色生产的手段，既要实现粮食数量安

粮食数量安全的保障程度越高。

全，又要实现粮食质量安全，还要对资源环境友好，

（4）人均粮食占有量。人口增长对粮食数量安全

保障粮食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在粮食流通领域

提出刚性需求，只有保障微观个人主体的粮食安全，

要做到市场主导、政府监管，提高粮食生产的经济效

才能实现整体粮食安全。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既

[10]

率安全 。
以往关于粮食安全指标体系的研究更侧重于粮食

可以反映粮食总量的稳定程度，又可以反映随着人口
的增长粮食的供给能力。
院刊 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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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质量安全指标建构

数量安全实现之后，质量安全是新时代对粮食安全

提出的更高要求。质量安全是指人们能够获得营养丰

积。

2.4 经济安全指标建构

粮食经济安全相关的主体包括政府、农民和消费

富、健康安全的粮食，以满足自身需求，解决人们“吃

者。粮食经济安全一方面注重考察人们对粮食的经

得安全”“吃得健康”的问题。目前对于粮食质量安全

济获取能力，解决的是人们能够“吃得起”粮食，

的衡量主要有 2 种方法：① 从粮食质量本身出发，利用

同时农民能够从种粮中获得合理的收益；另一方面，

粮食的容重、水分、杂质和出糙率等指标直接衡量粮食

特别是在我国，各种补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生产

质量安全；② 从结果出发，通过营养不良人口发生率、

和供应，因而也是粮食经济安全指标的一部分。虽然

人均摄入总热量间接考察粮食质量安全。

在实践中粮食补贴政策实施存在各种问题，但从宏观

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和数据获得性以及公开程

政策层面看，国家财政支持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本

度，本文采用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对粮食质量安

文从政府财政支出、居民消费者支出和农民种粮净利

全进行评价。该指标为负向指标，单位耕地面积使用

润 3 个角度对粮食经济安全进行衡量。

农药越多，粮食农药残留越多，粮食质量安全保障能
力越低。

2.3 生态环境安全指标建构

（1）粮食生产财政支出。我国对粮食生产实行综
合补贴和专项补贴政策。由于缺乏专门针对粮食生产
的财政补贴数据，本文采用国家财政在农林水事务的

粮食生态环境安全侧重考察粮食生产方式的可持

支出，按照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剥离，

续性。我国耕地占全球约 10%、淡水资源约占 6%，却

即： B f = F × S f / S。其中， B f 表示粮食生产财政支出，

要养活全球近 20% 的人口，资源与人口不匹配、不对

F 表示国家财政农林水支出， S f 表示粮食播种面积，

等。长期以来，我国粮食生产主要依靠过量投入化肥

S 表示总播种面积。

提高粮食单产，但这种方式对土壤和水造成巨大的污

（2）粮食流通财政补贴。中央储备粮制度由中央

染，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威胁粮食生态环境安全。

统一计划，对粮食流通环节进行财政支持。由于缺乏

本文从事先和事后两个角度出发，采用单位耕地面积

粮食流通领域的财政支出数据，本文采用国有粮食企

化肥施用量和作物受灾比例衡量粮食生态环境安全。

业粮食收购量代替粮食流通财政补贴。

（1）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大量化肥的使用

（3）粮食价格。粮食价格反映了粮食的基本供求

造成土壤酸化和土壤污染，严重影响农田生态系统，

关系，与粮食安全呈现负相关关系。粮食价格越高，

对粮食生态环境安全构成威胁，本文将单位耕地面积

粮食安全保障程度越低。本文利用粮食零售商品价格

化肥施用量作为衡量粮食生态环境安全的指标之一。

指数代替粮食价格。

（ 2 ）作物受灾比例。 病虫害及自然灾害反映了

（4）种植主粮净利润。种粮利润的高低直接影响

粮食农田生态系统物种之间以及作物与气候条件之间

农民的直接收入，并影响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本文利

的相互作用结果，是衡量粮食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指

用种植主粮每亩净利润衡量农民的种粮收益。种粮收

标。作物受灾比例与粮食安全呈现负向相关，即作物

益越高，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高，对于粮食安全

受灾比例越高，粮食安全程度越低。本文采用以下公

的保障程度越高。

式计算作物受灾比例： R d = S d / S × 100% 。其中， R d 表

（ 5 ）恩格尔系数。 恩格尔系数衡量的是居民食

示作物受灾比例， S d 表示受灾面积， S 表示总播种面

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与粮食安全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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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相关关系。恩格尔系数越高，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

一种客观赋权方法，直接利用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

比例越高，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越低。鉴于我国恩格

进行赋权。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取值差异越大的指标

尔系数城乡分开统计，本文利用城乡人口比例进行调

实现难度越大，指标赋权更大。

节。恩格尔系数计算方法为， E = E c × Rc + E v × RV。其

−
CVj = Sj / X j ，

中，Ec 和 Ev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恩格尔系数， Rc 和 RV

wj = CVj / ∑ CVj 。

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人口比例。

2.5 资源安全指标建构

其中，CVj 表示指标 j 的变异系数，S j 表示指标 j 的标
−

准差， X j 表示指标 j 的平均值，wj 表示指标 j 的权重。

粮食资源安全侧重于考察资源约束下粮食的供给

基于粮食安全评价体系，采用 2000—2018 年的指

能力。从单位粮食产量占用的耕地面积和水资源量的

标数据，利用变异系数赋权法进行赋权，各指标权重

角度评价粮食的资源安全。

如表 1 所示。

表1

（1）单位粮食产量使用耕地面积。耕地资源是粮
食生产中重要的投入要素。本文利用单位粮食产量使
用耕地面积衡量粮食的资源安全。单位粮食产量使用

维度

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子系统
间权重

耕地面积越小，对粮食安全的保障程度越高。
（2）单位粮食产量使用水资源。水资源是粮食生

数量安全

30.66%

产的重要基础。单位粮食产量用水量与粮食安全呈现
负相关关系。单位粮食产量使用水资源越少，对粮食
安全的保障程度越高。

3 粮食安全指数实证分析

质量安全

占有量、农药使用量、化肥施用量、受灾面积、财政

生态环境安全 14.54%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单位耕地面积化肥施用量
粮食受灾比例
财政支农金额

经济安全

国有粮食企业主要粮食收购量

32.19% 粮食销售价格指数

种植主粮每亩净利润
恩格尔系数

地资源和农业用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国

展报告》，种植主粮每亩净利润来源于《全国农产品

粮食播种面积

7.67%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

支农支出、粮食商品销售价格指数、恩格尔系数、耕

有粮食企业主要粮食收购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粮食发

粮食产量波动率

人均粮食占有量

3.1 数据来源与标准化

粮食产量、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人均粮食

指标

资源安全

14.94%

单位粮食产量使用耕地面积
单位粮食产量使用水资源

子系统
内权重
34.11%
20.07%
23.63%
22.19%
100.00%
53.42%
46.58%
18.64%
14.60%
25.15%
22.75%
18.86%
41.76%
58.24%

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为了增加不同指标之间的可比性，本文对所有指

由表 1 可见，粮食安全指数中数量安全、质量安

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去除量纲和单位。对于正向指标

全、生态环境安全、经济安全和资源安全的权重分别

采用：Xij' =（Xij − minXj）/（maxXj − minXj）；对于负向

为 30.66%、7.67%、14.54%、32.19% 和 14.94%。粮食

指标采用：Xij'=（maxXj − Xij）/（maxXj − minXj）。

经济安全和数量安全的权重最高，反映出我国对于粮

3.2 权重确定

本研究采用变异系数法进行赋权。变异系数法是

食数量安全和经济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而在一定程
度上相对忽视了粮食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安全和资源
院刊 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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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这也是对我国过去很长时段粮食安全的客观反

分丰富，也十分复杂。既包含国家粮食财政支持的效

映。

应，也包含农民种粮收入低微以及消费者购买能力的

3.3 我国粮食安全指数

变化。

基于上述粮食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和权重，计算

（5）从资源安全指数来看，2000—2012 年我国粮

2000—2018 年我国粮食安全指数及 5 个子系统安全指

食资源指数呈现下降趋势，2012 年之后粮食资源安全

数，结果如图 1 所示。

指数逐渐上升，并逐渐保持稳定。

（1）从粮食安全指数总体来看，2000—2012 年我
国粮食安全处于下降态势，2012 年之后粮食安全形势
逐渐好转。

3.4 我国粮食安全趋势演变

通过建立粮食数量安全指数、质量安全指数、生

态环境安全指数、经济安全指数和资源安全指数的雷

（2）从数量安全指数来看，我国粮食数量安全呈
现波动增长的态势，近年来粮食数量安全指数高于粮

达图（图 2），对 2000—2018 年我国粮食安全的发展
阶段进行分析，共分为 3 个阶段。

食安全总指数。这一方面为粮食安全总指数提供了支

（ 1 ） 2000 — 2006 年，快速发展阶段：粮食生态

撑，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粮食的质量安全、生态

环境安全和粮食质量安全水平较高，数量安全是短

环境安全和资源安全。

板。在这一阶段，国家大量出台惠农政策、收储政策

（3）从质量安全指数和生态环境安全指数来看，

和科技政策，不断提高要素投入水平，单位耕地面积

二者均与粮食安全指数趋势基本相同。近年来粮食质

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水平持续提高但整体水平较低，粮

量安全指数和生态环境安全指数逐渐上升，粮食质量

食产量波动率较大，对粮食数量安全的保障能力较

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水平有所提高。

差。

（ 4 ）从经济安全指数来看， 2000 年以来，我国

（ 2 ） 2007 — 2012 年，发展不均衡阶段：粮食资

粮食经济安全指数逐年下降，2013 年开始经济安全指

源安全和经济安全较为突出，生态环境安全和质量安

数低于粮食安全总指数。经济安全指数演变的内涵十

全是短板。在这一阶段，单位耕地面积农药和化肥的

1.2

粮食安全指数

1.0
0.8
0.6
0.4
0.2
0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年）

数量安全

质量安全

生态安全

经济安全

图 1 2000—2018 年我国粮食安全指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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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用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高生产要素投入使得粮食

耕地面积农药和化肥的施用量呈现下降趋势，粮食生

数量安全得到保障，但生态环境安全和质量安全持续

态环境安全和质量安全向好趋势显现。但粮食经济安

下降，粮食生产表现出“重量不重质”的倾向，“三

全形势持续下降，须引起高度关注，主要是农民种粮

农问题”凸显。

效益低微，土地流转复杂而艰难，粮食库存高企带来

（ 3 ） 2013 — 2018 年，均衡发展阶段：粮食安全

财政负担加重等。整体而言，国家粮食安全各项指标

均衡发展，生态环境安全、质量安全和资源安全态势

初步呈现均衡发展态势；随着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调整

向好，但经济安全形势持续下降。在这一阶段，单位

和粮食政策改革的深入，粮食经济安全必然会得到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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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提高。

吨的库存计算，全国范围的该项财政支付超过 470 亿

4 我国粮食安全存在的问题及隐患

元，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
（ 2 ）在我国目前的粮食收储体系下，粮食最低

4.1 耕地和水资源匮乏，高投入的粮食生产方式不

收购价加上巨额的粮食保管费，使得轮出粮食的价格

（ 1 ）耕地资源和水资源的匮乏是我国粮食数量

得中国粮食在国际市场上失去价格优势，大量外国粮

安全的刚性约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食涌入国内。根据海关和行业统计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我国耕地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据统计，2017 年我国

显示，截至 2019 年，我国粮食年进口量达到 1 亿吨以

人均耕地面积仅有 1.46 亩 / 人，比世界人均耕地面积

上，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包括大豆、小麦、玉

（ 2.89 亩 / 人）少了 1.43 亩 / 人。与此同时，粮食生产

米等粮油作物的进口量均位居世界前列。据我国农业

成本“地板”不断上升，粮食价格“天花板”不断下

部统计，2016 年我国粮食进口量高达 11 467.6 万吨，

降，种粮收益逐年降低。2016 年种植粮食出现亏本现

较 2006 年的 3 713.8 万吨增长了 208.8%；同时，净进

象，农民和规模户的种植热情降低，农地非农化现象

口量从 2006 年的 2 939.4 万吨增长到 2016 年的 11 277.5

凸显，退租弃耕现象严重。未来“谁来种粮”将成为

万吨，增长了 283.7%。这就造成了“新粮入库，陈粮

粮食安全的重大隐患。

入口，洋粮入市”的恶性循环局面。

可持续

（2）淡水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命脉。生产相同
数量的粮食，我国农业用水比美国多一倍。淡水资源

较高。这一方面不利于粮食库存的消化；另一方面使

4.3 粮食种植结构与消费结构不匹配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

的匮乏以及水资源的低效利用无法保障稳定的粮食供

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给。

盾。居民的粮食消费不断升级，人们不再满足于“吃

（ 3 ）我国农业高投入的生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

得饱”，而是要“吃得好”，由“千人一面”“万人

保障了粮食数量安全，但对粮食生态环境安全和质

一米”向个性化需求发展，对安全、绿色、环保、营

量安全形成威胁。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化肥生产国和

养的粮食种类需求持续增加，而目前我国优质绿色农

消费国。虽然合理使用化肥可以提高当前粮食单产，

产品供给不足。

但大量或超量使用使得土壤和水体生态环境进一步恶

从供给角度看，我国粮食供给存在总量有余、

化，未来土地生产力下降，对粮食生态环境安全构成

局部不足的风险。口粮方面，我国当前口粮绝对安

威胁。过度使用农药导致的化学污染会在农作物中残

全，不“患寡”而“患不优”。 2015 年口粮需求量

留，在食物链中积累，对粮食质量安全也构成威胁。

为 2.03 亿吨，实际生产量 3.41 亿吨，口粮保障程度达

4.2 粮食流通领域财政负担重，粮食成本高

到 168% [11]。小麦、稻谷，尤其是玉米等大宗粮食阶

（ 1 ）我国粮食库存高企，大量的政策性储粮使

段性过剩特征明显，库存高企；而高品质小麦（如低

得财政负担过重。 以稻谷为例，储存 1 年中央财政直

筋面粉、高筋面粉等）供给不足，小杂粮供给不足，

接补贴每吨 260 元左右（约含收购费用 50 元、保管

优质稻米供给不足，需要通过进口调剂品种的短缺情

费 80 元、利息补贴 130 元）；超过 1 年后，需继续支

况。饲料粮方面，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发展，国人

付保管费和利息补贴共约 210 元。按 1 吨稻谷平均存

的消费结构已经从主粮消费转向肉、蛋、奶等消费，

储 2 年计算，每吨国家补贴 470 元；以当前稻谷过亿

蛋白饲料粮缺口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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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来看，我国各粮食品种自给率差异较大，
“多得太多，少得太少”，粮食生产供给与消费需求
之间的结构性错位是未来粮食安全的一大隐患。

4.4 居民膳食结构不合理，粮食浪费严重

是小农户的利益是对我国粮食安全最基本的保障。
（2）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建立营养、健康、
安全的现代农业体系。加速聚集农业生产要素，促进
农产品的规模化、品牌化和标准化生产，是实现营养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外出就餐比

健康安全的关键环节。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例增大，膳食结构发生改变，对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

展，以新兴农产品加工业为目标和依托，以创新驱

摄入量增多，导致肥胖等慢性病增加。中国疾病预防

动为战略转型方向，集聚高端创新要素，打造高附加

控制中心的数据显示，2002 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外出

值、高营养健康的农产品供给体系。

就餐率为 8.2%，糖尿病患病率为 2.6%，居民超重率为

（ 3 ）推动市场化改革。 处理好政府监管和市场

17.6% ， 2012 年我国城乡居民平均外出就餐率提升至

机制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9.8%，糖尿病患病率提高到 6.8%，居民超重率提高到

用，在国际市场压力下倒逼国内粮食生产转型和技术

30.1%。

优化，增强国内粮食竞争力，是建构我国粮食安全体

粮食浪费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又一大威胁。 从粮

系的关键。为此，要加快粮食收储制度改革，鼓励多

食加工层面看，粮食加工行业发展粗放，过分追求

主体储粮，统筹抓好政策性收购和市场化收购，加大

“精、细、白”，既产生大量的粮食浪费，又使得食

对粮食加工企业和多元化市场主体入市收购的支持，

物营养在加工环节流失，过度加工导致国民营养安全

推动粮食流通领域健康发展；逐步建立适应我国粮食

受到威胁；从粮食消费层面看， 2013 — 2015 年的调

市场特点的社会化粮食储备服务机制，激发市场活

查数据显示，我国仅城市餐饮业食物浪费量就达每年

力，合理消耗当前盈余的粮食库存，适当扶持生物质

1 700万—1 800 万吨，相当于 3 000 万—5 000 万人一年

能源加工转化；借鉴玉米市场化改革的成功经验，对

[12]

的口粮 。

稻谷、小麦等高库存粮食作物进行市场化改革，实行

5 保障粮食安全的策略与建议

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建立科学严格的监管体系，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粮食安全应该与我国宏观战略相结合，在实

（4）以居民消费需求为导向，倒逼农产品供给侧

施乡村振兴、健康中国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宏观战

结构性改革。通过引入市场的力量，采取“龙头企业

略的背景下，守住口粮绝对安全底线的同时，努力构

+合作社+农户”的生产模式，积极开展订单农业，改

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粮食

变以往政府对农民种粮“照单全收”的局面；通过价

安全保障体系，是新时代我国粮食安全的最高目标。

格机制引导农民优化种植结构，降低过剩粮食品种的

（ 1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保障粮食种植主
体利益。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粮食

种植面积，提高优质农产品供给，满足当前消费者多
元化的消费需求，推动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安全，保障粮食供给。要牢牢守住耕地红线，保护好

（5）发挥科技作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

淡水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的短板，为粮食生

稳步提高粮食产能；依靠科学技术，保障粮食安全。①

产提供充足的要素供给。同时要积极推动土地流转，

保障耕地资源特别是优质耕地资源不被侵占，依法划定

聚集土地生产要素，提高生产规模，降低粮食生产成

基本农田，同时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保障 6亿吨粮

本，提高农业技术生产效率。保证粮食生产主体特别

食产能的稳定与提高。② 强力支持农业科研、教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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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积极推进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提高科技进步在粮食
增产中的贡献率。③ 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加强
和稳定农业科技推广队伍，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
革。④ 产学研相结合，提高关键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使得当前的科学研究成果能够切实服务于粮食生产、流
通和消费环节。⑤ 实行配套的粮食科技政策，保障科
学技术高效率地服务于保障粮食安全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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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I Mingming1

NIE Changhong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90, China;
2 Institute of Zo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has changed in new era, which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food security theory. Food security index

is constructed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five dimensions of quality security, quantity security, ecologic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ecurity to match the new concept and goal of food security in new era. Meanwhile, 14 indicators are
selected to evaluate the evolution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China ha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food quality security and economic security, but less attention to quality safety, ecological safety, and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Finall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nsure China’s food secur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acro strategies, such as rural
revitalization, healthy China, and supply-side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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