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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增”，年均增长率高达 6.53%。1963 年，我国谷物的单位

面积产量开始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一直到 1966 年，粮食

产量才达到 2.14 亿吨，并开始稳定保持在 2 亿吨以上。新中

国粮食产量首次跨越亿吨级的大关，用了 17 年的时间。此后，

我国的粮食产量一直处于较为稳定的增长状态，年均增长率约

为 3.12%。1978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 3.05 亿吨，此后也一

直维持在 3 亿吨以上，用 12 年的时间实现了由 2 亿吨到 3 亿吨

的新跨越。同年，平均每公顷的粮食产量为 2527 公斤，人均占

有量为 317 公斤，分别较 1949 年增长了 145.53% 与 51.52%。

这一阶段，在人民公社的生产经营体制整体抑制了农业

生产效率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粮食生产凭借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带来的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始终在艰难中谋求发展与提升，

保持了 3.75% 的年均增长水平，保证了城市与工业部门的优

先发展。但整体上看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处于绝对短缺状态，

粮食供求关系维持需求抑制的紧平衡格局。

（二）1979—2003 年：波动发展，长期短缺的困境改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关系不断调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的推行，确立了农户家庭在农业生产经营中的主体地位，

前所未有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与种粮积极性。1989 年，

我国粮食产量稳步踏上 4 亿吨的新台阶，用 11 年的时间又迈

过了一个亿吨级大关。从 1979 到 1998 年，尽管我国的粮食

生产呈现出总体向好的发展趋势，未发生大规模的减产，但

其中的周期性波动仍较明显。20 年间，至少发生了 6 次粮食

产量的周期性波动，基本都是呈现出“增几年，减一年”的

变化趋势，并且减产年份的变化幅度都超过了 2%，暴露出粮

食生产中存在的风险。1998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为 5.12 亿吨，

较 1978 年增长了 68.10%，较 1949 年增长了 352.62%。

在此阶段，国家对于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实行了重大改革

粮食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在任何时候都是影响

其国家安全的至关重要因素。中国作为世界上的人口

大国，能否有效保障粮食安全，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

计问题，更影响着全球的粮食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

国家始终关注粮食生产，注重粮食安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粮食安全作为治

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多次强调“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用占全球 9% 的耕地、6% 的

淡水资源，养活了近 20% 的人口，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奇迹。

回顾 70 年来我国粮食发展的历程，总结 70 年来取得的成效

与经验，才能继续走好有中国特色的粮食安全道路，不断满

足国家与人民在新时代对于粮食安全的新要求。

中国粮食发展的基本历程与成效

70 年来，我国粮食发展的基本历程可以概括为如下四个

阶段，其中每个阶段的发展特征、发展动力与发展成效都有

所不同。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生产的发展特征逐渐由曲折波

动转向基本稳定，发展动力不断从外部激励向市场引导转变，

发展的成效从数量安全扩展到质量与结构的优化。

（一）1949—1978 年：艰难发展，保障城市与工业优先。

1949 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仅有 1.13 亿吨，平均每公顷的粮

食产量为 1029 公斤，人均粮食占有量为 209 公斤，显著低

于世界平均水平。随后进行的土地改革与农业合作化运动，

实现了农村土地的短暂私有，并将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农户组

织起来，使粮食生产在短期内快速恢复与提升，粮食产量出

现了第一轮的快速增长。到 1958 年，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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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新，建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体制。由此带来的政策红利有效推动了粮食生产的发展，

年均增长率约为 1.52%。同时，开始了对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

逐渐取消计划经济时期对于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正是

由于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和政策优化，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

面临的粮食长期短缺困境发生了重大改变，实现了由绝对短

缺到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跨越。

（三）2004—2012 年：跨越发展，数量安全已初步实现。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村税费体制改革的推进与农业支持保护

政策（包括各种政策补贴、最低保护价、托市收购等）的建

立与完善，通过“减（免）税增保、一减（免）一增”的方式，

又一次有效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与种粮积极性。2003 年起，

我国粮食生产迎来了又一轮的强劲增长，粮食产量实现“十二

连增”，并稳步登上两个亿吨级的新台阶。2007 年，我国的

粮食产量稳定迈上 5 亿吨的新台阶。在此基

础上，又仅用 5 年时间，在 2012 年站稳了

粮食产量 6 亿吨的新台阶，实现了此阶段的

第二个跨越式发展。

在这十年间，通过逐渐开放粮食市场，

同时通过建立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

显著提升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推动粮食

产量稳步迈上两个亿吨级台阶，使得中国

粮食安全在数量与总量上保障了不断增长

的市场需求。

（四）2013 年—至今 ：稳定发展，质量与

结构不断改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

题，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自

2013 年以来，我国的粮食生产一直保持稳

定发展，粮食产量始终保持在 6 亿吨以上，

2015 年以来始终维持在 6.5 亿吨以上。2018

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为 6.58 亿吨、平均每

公顷的粮食产量为 5621 公斤、粮食的人均

占有量为 471 公斤，实现了谷物的基本自给，

确保了口粮的绝对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这

一时期，面对资源和环境约束、相对宽松的

国际粮食市场，我国于 2014 年适时调整了

粮食安全战略，开始在立足国内的坚实基础

上，注重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保障粮食安全的新战略。

当前，粮食安全问题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数量问题与总量

问题，更重要的在于质量方面与结构方面。如何更全面地实

现“吃得饱”，并不断向“吃得好”转变，是新时代保障粮食

安全面临的新问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粮食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国家与人民在粮食数量与质量安全上

的新需求，是当前粮食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自 2016 年

起，我国开始在“镰刀弯”地区调减玉米种植面积 ；2017 年

启动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强化绿色优质粮油产品供给，都

是实现粮食生产质量与结构改善的重要举措。

综上所述，70 年来中国粮食生产实现了由绝对短缺向供

需基本平衡、由注重数量增长向数量质量并重的两个历史性

跨越，这两个历史跨越也是中国 70 年粮食发展成就的最重要

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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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粮食发展的主要经验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的粮食生产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其背

后，除了上述制度调整和政策优化的基础和保障性因素作用

外，中国粮食增长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及经验还表现在以下几

个重要方面。

一是不断强化粮食生产基础能力。新中国成立以来，始

终把强化粮食生产的基础能力作为抵御自然风险、保障粮食

安全的首要路径，通过不断改善粮食生产面临的农田、水利、

农业机械与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客观条件，不断实现“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新中国成立之初，小规模生产经营的农民难以凭借一己

之力在水利与农业机械等需要大规模投资的生产条件上进行

改善。1953 年开展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与 1958 年开展的人民

公社化运动，强化了农业生产中的集体经营，增强了农户改

善生产条件的能力。在人民公社时期，我国开展了一大批农

田水利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提高了农业机械化水平。

同时，改造了一部分中低产田，努力实现有限耕地资源的质

量提升。在这一时期，对于粮食生产基础能力的夯实，最大

限度地实现保证了粮食生产上的稳定与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党和政府更加

重视夯实粮食生产的基础能力，相继颁发了一系列文件与政

策。2004 年持续至今的农机购置补贴，降低了农民在农业机

械购置上的负担，极为有效地推动了农业机械化发展。200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

布局农田、水利、农业机械与科学技术发展，为提高粮食的

基础生产能力指明了方向。

耕地方面，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快速发展，建设用地不断

增加，耕地资源愈发有限的背景下，我国确定了必须严守的

18 亿亩耕地红线，划定了永久基本农田，执行城乡建设用地

“增存挂钩”机制，在耕地数量上保障了粮食生产的基础能力。

同时，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力“减肥减药”，推行休耕轮

作试点，恢复与提升耕地地力，在耕地质量上保障了粮食生

产的基础能力。严格落实“藏粮于地”战略，既“藏粮”于

大规模的耕地，也“藏粮”于高质量的耕地。农业科技的进

步与广泛应用同样有效地提高了粮食的生产能力，无论是良

种培育、农业技术推广还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都有效改善

了粮食生产面临的客观条件，不断实现“藏粮于技”，夯实了

粮食生产的基础能力。

70 年来，在农田、水利、农业机械与农业科技等基础生

产条件上，我国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据统计，目前，我国

耕地面积约为 20.23 亿亩，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6.4 亿亩，有

效灌溉面积 10.24 亿亩 ；农业机械总动力超过 10 亿万千瓦，

主要粮食作物的机械化作业率超过 80%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

率达到 58.3%，为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二是优化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在不断夯实粮食生产综合

能力的基础上，将这些生产要素以更加有效的方式组织起来，

优化农业与粮食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是 70 年来我国粮食发展

取得重大成效的关键经验。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土地短暂

的私有化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热情，推动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渐被确立，适应了当

时最广大农民的需求，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极大地

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促进了粮食生产的发展。但随着城市

与工业的快速发展，农业部门的比较收益不断下降，加之政

策层面对于农村劳动力流动限制的逐渐放松，农民务农与种

粮的积极性显著下降，开始有较多的农村劳动力放弃务农。

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增产潜力日益有限的耕地，以什么样

的生产方式来稳定与提高粮食产量，成为我国粮食安全面临

的新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通过推进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

改革，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我国不断探索出新的生产方

式，提高了粮食生产，保障了粮食安全。“三权分置”改革不

断放活承包地经营权，鼓励土地流转，逐渐实现适度规模经营。

同时，在“谁来种地”“如何种地”的问题上，既强调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粮食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又不断引导小农户通过社会化服

务、农业生产托管等方式，实现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努

力实现粮食安全的“双主体”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经

营方式主要经历了从“集体生产经营”到“家庭承包生产经

营”，再到“多元主体共同生产经营”的转变。一方面，生产

组织形式越来越多元，突出各自的特色与效率水平；另一方面，

不断为农民生产经营方式的选择“赋权”，使农民越来越能自

主选择适合自身条件的生产方式，更大程度地激发了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进而推动了粮食生产发展，保障了粮食安全。

三是不断深化粮食市场体制改革。70 年来，我国的粮

食流通体系经历了从“自由贸易”到“统购统销”再到“市

场化收购”的发展历程，显现了主要由行政推动向市场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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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力变革。新中国成立之初，短暂实行的粮食自由贸易暴

露出其在保障供需平衡上的不足，也从根本上不利于执行当

时“城市与工业优先发展”的基本战略。因此，自 1953 年

至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一直对粮食的流通采取“统购统销”

方式，从根本上稳定了国内粮食的总体供需平衡。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粮食产量提升，

为“统购统销”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现实基础。同时，我国整

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对粮食市场体系的建立

与完善提出了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推行的“双轨制”即是

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开端。进入 21 世纪，对于玉米实行

的临时收储政策，以及对小麦与稻谷实行的最低收购价政策，

共同形成了粮食流通的“政策市”，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粮食

的生产起到了刺激与稳定作用。与此同时，初步建立的直接

补贴政策体系，减轻了粮食市场化改革对种粮农民的影响，

为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了后顾之忧。但“政策市”对粮食生

产的长期激励，使粮食的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凸显，特别是玉

米“三量齐增”的情况较为突出。对此，我国开始在稳步下

调玉米临时收储价格与小麦、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基础上，

推进粮食的“市场化收购，价补分离”。目前，在东北地区已

经实现了玉米与稻谷的“市场化收购，价补分离”，粮食的市

场化改革效果明显，对于农民种粮的支持保护更加科学合理，

所带来的价格扭曲得以缓解，粮食产量波动的幅度也将更加

有限。

同时，在粮食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仍坚持对

于粮食的宏观调控，强化国家规划对粮食安全的引领作用，

有效发挥中央与地方储备粮在我国粮食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

位。在推动粮食增长与保障粮食安全进程中，粮食市场化改

革发挥的关键作用在于，不断完善粮食的价格形成机制，不

断消除对粮食价格的扭曲，提高我国粮食的竞争力 ；同时，

也有利于避免大量的外国粮占据我国市场、威胁我国粮食产

业的安全，确保中国人饭碗中装的是自己的粮食。

四是不断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城

市与工业的优先发展，多是通过“剪刀差”方式实现的。进

入 21 世纪与加入 WTO 以来，我国为了更好地在扩大对外开

放中掌握粮食安全的主动权，将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并且装

的是自己的粮食，逐渐加强了对种粮农民收入的重视与保障，

逐步建立了对于农业的支持保护政策体系。

21 世纪初，我国进行了农村的税费体制改革，于 2006

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延续了 2600 年的“皇粮国税”终于退

出历史舞台，有效地降低了农民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提高

了农业的生产效益与农民收入，大大提升了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也为进一步确立与完善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扫清了障碍。

2003 年开始，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的推行，

标志着对于农业的支持与保护作为一项政策与制度开始形成。

自推行以来，粮食直补超过 1598 亿元、良种补贴超过 1590

亿元、农资综合补贴超过 6600 亿元，极大地降低了农民从事

粮食生产的负担，尽可能地保障了种粮农民的收益。2016 年

全面推开的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整合了过去的“三项补贴”，更

加精准有效地减轻了种粮农民的负担，以更加符合 WTO 贸

易规则的方式稳定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当前在

东北地区推行的玉米、稻谷生产者补贴制度也是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与粮食市场化改革背景下，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的有效措施。对于轮作休耕农户进行的每亩 500 至 800 元的

补贴，甚至超过了农民种粮可能获得的收益，在有效恢复与

改善耕地质量的基础上，极大地提升了种粮农民的积极性。

整体上，取消农业税与建立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一

方面减轻了种粮农民的负担，保障了农民种粮的收益，提高

了其应对市场风险与自然风险的能力，保障了国内的粮食产

量安全。另一方面，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完善对于农业

与粮食的支持保护，进而降低农民种粮的成本负担，是有效

提高我国粮食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能够确保我们的饭碗里装

的是自己的粮食。在新中国 70 年的发展历程中，尽管农业支

持保护政策与制度的起步较晚，但却在种粮比较收益不断下

降的背景下，有效地减轻了种粮农民的负担，提高了农民的

种粮积极性，提升了我国粮食的竞争力，进而有效保障了粮

食安全。

中国 70 年粮食发展成效显著，确保粮食生产和安全的经

验也弥足珍贵。未来的中国粮食增长正面临资源环境约束继

续增大、成本不断上升、高质量粮食需求持续旺盛等一系列

压力。缓解这些粮食增长的压力、确保需求不断增长情况下

的中国粮食安全，既要汲取以往的经验，也要持续地实施粮

食增长技术创新和生产主体的创新，更要做好遵循国际农业

贸易规则前提下的国内粮食促进政策的创设。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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