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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
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

封志明

【内容摘要】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证程度研究表明 ,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 ,中国

未来的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会进一步下降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 ;

2020 年在人均粮食 420～435 kg 的消费水平上 ,基于 18 亿亩耕地保证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

14136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在人均 450 kg 的消费水平上 ,中国未来耕地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支持人口

高锋时间的 14173 亿人 ,但受耕地资源有限约束 ,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很难有进一步提高。从耕地、粮

食与人口关系看 ,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向食物安全转变 ,从耕地资源约束的粮食生产与人口

增长驱动的食物消费两端着眼 :一方面要重视耕地与粮食安全 ———藏粮于土 ,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综合

生产能力 ;一方面要关注食物与消费安全 ———倡导适度消费 ,建立动植物并重型食物结构 ;从生产与

消费两方面来认识和解决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食物安全与耕地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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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在 21 世纪头 20 年 ,集中力量 ,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小康社会。从人口、资源、环境

与发展的相互关系入手 ,系统研究中国中长期 (2010 年、2020 年和人口高峰时期 2030～2040 年) 人口

发展的粮食安全问题与耕地保证程度 ,无疑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基于国家人口发展战

略研究的根本需求 ,着眼于土地、粮食与人口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 ,遵循态势评价 —对比研究 —情景

分析 —政策建议的技术路线 ,本文以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与耕地问题为切入点 ,系统研究了中国中长

期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问题。特别是全面小康社会 (2020 年) 和人口高峰时期 (2030～

2040 年)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水平与耕地保证程度。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若干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相

适应的耕地与粮食安全战略及政策建议。

1 　中国耕地、粮食与人口关系的基本态势判断

1 . 1 　基本判断之一 :

中国 20 世纪末期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达到 5 亿吨水平 ,目前正处在 5 亿吨的复苏增长时期 ;

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已由 300kg 提高到 350kg 以上 , 21 世纪初期的粮食生产与食物消费正处在总量基

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一轮调整时期。

(1)中国的粮食生产以周期性波动、台阶式上升为特征 ,20 世纪末期的粮食生产能力已达到 5 亿

吨水平 ,目前正处在 5 亿吨的复苏增长时期。统计资料显示1 - 3 ,1949～2005 年粮食总产有 15 年低于

上年 ,除 1960 年代初外 ,只有粮食单产降低和播种面积减少相叠加时 ,才可能形成明显的低谷。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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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分析结果表明 , ①1965 年以前中国粮食产量的波动指数甚至超出 20 % ,以后粮食产量波动指数基

本上维持在 15 %以内。从 1949 年以来的长时间序列来看 (见图 1) ,中国粮食生产的波动较大、且具

有明显的周期性 :波动周期 4～8 年 ,长短不一 ;粮食产量可以在较短时间内突然滑坡 ,而再次复苏则

需要较长时间。诸如 1959～1960～1966 年的 2 亿吨波动和 1984～1985～1990 年的 4 亿吨波动 ,恢复

生产都需要 5～6 年。

图 1 　1949 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的波动情况

图 2 　1949 年以来全国粮食总产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变化

中国粮食产量已经跨越 2 亿吨、2. 5 亿吨、3 亿吨、3. 5 亿吨、4 亿吨和 4. 5 亿吨 6 个台阶 ,进入了 5

亿吨新台阶。据统计 ,1996～1999 年中国粮食生产连续 4 年大丰收 ,年均粮食产量达到 5. 05 亿吨 ,人

均超过 400kg ,其中 1998 年达到创纪录的 5. 12 亿吨。事实表明 ,中国 20 世纪末期的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已达到 5 亿吨水平。2000 年以来 ,中国粮食产量连续 4 年低于 4. 65 亿吨 ,2005 年增至 4. 84 亿吨 ,

仍未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可以说中国目前的粮食生产正处在 5 亿吨的复苏增长时期。

① 粮食波动是指年际粮食产量的实际变化偏离正常的趋势产量 ,可以用波动指数来衡量 ,波动指数可通过公式求得 :

vi = ( Yi - Yi′) / Yi′,式中 vi 代表第 i 年粮食产量的波动指数 , Yi 代表第 i 年实际的粮食产量 , Yi′代表根据粮食产

量趋势线得到的趋势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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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由 1980 年代的人均 360kg 提高到 1990 年代的人均 390kg 的平均水平 ,动

物性产品的生产与消费加速 ;我国目前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正处在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一轮调

整时期。

由图 2 可以看出 ,中国粮食产量 1978 年达到 30477 万吨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突破 3 亿吨 ,人

均占有量超过 300kg ,1977～1979 年 3 年平均达到 318kg。在口粮基本满足需求的情况下 ,动物性产

品生产开始启动 (见图 3) 。1982 年和 1984 年粮食产量再次突破 3. 5 亿吨和 4 亿吨 ,分别达到 35450

万吨和 40731 万吨 ,1983～1985 年人均产量达到 375kg ,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与此同时 ,动物性产品

生产快速增长。与 1977 年相比 ,1980 年肉类产量增长 55 % ;1987 与 1980 年相比 ,肉、蛋、奶和水产品

分别增长 84 %、131 %、178 %和 113 % ,肉类的绝对增长量为 1010. 1 万吨 ,进而带动了动物性食品的

消费扩张。

据统计 ,1993 年和 1996 年粮食产量分别达到 45649 万吨和 50454 万吨 ,1996～1999 年人均产量

超过 400kg ,粮食实现基本自给 ,动物性产品生产再次加速 (见图 3) 。与 1992 年相比 ,1995 年肉、蛋、

奶和水产品产量分别增长 54 %、65 %、20 %和 62 % ,肉类的绝对增长量为 1829. 4 万吨 ;2005 年与 1995

年相比 ,肉、蛋、奶和水产品分别增长 47 %、72 %、326 %和 103 % ,肉类的绝对增长量为 2483 万吨 ,促

进了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

图 3 　1949 年以来中国粮食、畜产品和水产品等主要食物产量变化

目前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由 1980 年代的人均 360kg 提高到 1990 年代的人均 390kg。1987

年人均肉、蛋、奶和水产品分别达到 20. 3kg、5. 4kg、3. 5kg 和 8. 8kg ,较 1980 年增加 1 倍以上 ;2005 年

人均占有量分别达到了 59. 2kg、22. 0kg、21. 9kg 和 39. 1kg ,与 1987 年相比提高 3～5 倍 ,极大地促进

了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事实表明 ,中国 1978～1987 年自动完成了第一次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

整 ,扩大了动物性产品生产 ;1993～2005 年正在为建立动植物产品并重型结构 ,进行新的食物生产与

消费结构的调整。21 世纪初期中国的粮食生产与消费正处在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一轮调整

时期。

1 . 2 　基本判断之二 :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呈现波动性变化 ,1979 年之前总体上是增加的 ,1980 年代初期开始持续减少 ;

由于人口与耕地反向发展 ,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

(1)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呈现波动性变化。中国耕地资源数据重建与实证分析表明 (见图 4) ,1949

年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是增加的 ,从 1949 年到 2003 年中国耕地面积增加了 2549. 2 ×104 hm2 ,年均

增加 47. 2 ×104 hm2 。1949 年以来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并非一直上升 ,而是随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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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减交替 ,并且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3、4 。

图 4 　1949 年以来中国耕地面积的变化

(2)研究表明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在 1979 年之前总体上是增加的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持续减

少 ,1999 年后由生态退耕等原因引起耕地数量减少加剧 ,中国耕地资源数量又进入一个迅速减少期5 。

2005 年耕地面积 1. 22 亿公顷 (18. 3 亿亩)与 1996 年的 13003 ×104 hm2 (19. 5 亿亩)相比净减少 800 ×

104 hm2 (112 亿亩) ,减少 6. 2 %。“十五”时期全国生态退耕累计 537. 7 ×104 hm2 ,占耕地减少总数的

87 % ,其中 ,2002 年和 2003 年中国生态退耕面积达到了 142. 55 ×104 hm2 和 223. 73 ×104 hm2 ,分别

占耕地减少总数的 84 %和 88 % ,生态退耕已经成为 21 世纪初期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3)由于人口与耕地反向发展 ,导致人均耕地面积持续下降。由于人口的持续稳定增长 ,中国的

人均耕地面积已由 1950 年代初的 0. 185hm2 (2. 78 亩) 减少到 1980 年代初的 0. 136hm2 (2. 04 亩) 和

21 世纪初的 0. 101hm2 (1. 51 亩) ,减少 2/ 5 (如图 5 所示) 。随着人口持续增加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

内 ,中国人均耕地面积持续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

图 5 　1949 年以来全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变化

1 . 3 　基本判断之三 :

计划生育少生 4 个亿 ,减轻了 1 亿吨以上的粮食需求和 6 亿多亩耕地的人口压力 ;但 30 年来新增人

口 4 个亿 ,约消耗新增粮食产量的 1/ 3 ;21 世纪初期随人口增加 ,粮食消费总量扩张的势头难以遏制。

(1)计划生育少生 4 个亿 ,减轻了 1 亿吨以上的粮食需求和 6 亿亩以上耕地的人口压力 ,成绩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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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粗略估算 ,1970 年代以来 ,因实施计划生育因素 ,少生 4 亿人口。以人均消费粮食 350～375kg 计

算 ,相当于减轻了 1. 4～1. 5 亿吨的粮食需求压力 ,约为中国目前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 1/ 4 ;以目前的

粮食平均单产 3. 5t/ hm2 计算 ,需要耕地 4000 万 hm2 (6 亿亩) 以上 ,超过现有耕地面积的 1/ 3。应该

说 ,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有效缓解了中国日趋严重的耕地、粮食与人口矛盾 ,减轻了耕地与粮食

压力。

(2) 30 年来新增人口 4 个亿 ,约消耗新增粮食产量的 1/ 3。尽管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 ,

1971～2003 年中国人口仍由 8. 52 亿增加到 12. 92 亿 ,净增 4. 4 亿 ;虽然中国粮食同期生产力翻了一

番 ,由 2. 5 亿吨的产粮水平增加到 5 亿吨 ,但粮增人增 ,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只有 400kg。结果是 ,新增

粮食产量的 34 %用于新增人口消费 ,只有 2/ 3 可以用来提高食物消费水平、改善膳食营养结构。可以

预见 ,21 世纪初期的 20～30 年内 ,中国人口仍将持续增长 ;由人口总量增加和消费水平提高带来的粮

食消费总量扩张势头难以遏制。

2 　中国人口发展的食物消费水平与未来发展趋势

1949 年以来 ,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 ,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居

民食物消费结构日趋合理 ,膳食营养状况得到全面改善。到 21 世纪初期 ,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

问题 ,人民生活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 ,正在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中

国人民的食物消费水平逐步提高、膳食营养水平日益改善 ,这可以从粮食消费结构、食物消费结构和

膳食营养水平等方面加以说明。

2 . 1 　由粮食消费量与消费结构变化看食物消费水平的提高

粮食消费一直在我国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中粮食直接消费提供了人体所需

营养素的主要来源 ,而粮食间接消费则是肉禽蛋类食品及其它副食和酒类生产的重要基础。分析我

国城乡居民近年来人均粮食消费的历史变化 ,可以发现我国人口粮食消费的一般变动趋势。

(1)我国人均直接粮食消费 (口粮) ,以 1984 年的 243kg 为转折点 ,出现了由不断增加转向缓慢减

少的变化 ,到 2005 年人均直接粮食消费只有 158kg (见图 6) 。这种变化 ,是从传统食物结构向现代食

物结构转变的基础和起点 ,也是当前中国食物消费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的稳

步下降 ,表明随着收入能力及生产水平的提高 ,在不降低膳食营养水平的条件下 ,居民食物消费受结

构性需求的驱使 ,一部分粮食逐渐为其他多种类的食物所代替 ,整个食物消费正在向营养更丰富、结

构更均衡的方向调整和过渡。① 而水果、肉禽蛋和水产品等高品质食物消费量的快速增加也印证了这

一点。

(2)直接粮食消费在中国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 ,农民人均消费量经历了由增

加到缓慢减少的过程 ,可以说 260kg 已经达到了中国农村居民粮食直接消费的饱和水平。1978 年农

村人均直接消费粮食 (原粮) 24718kg ,此后随着生产和收入水平的提高迅速增加 , 1990 年达到

26211kg 的人均消费量并长期在 260kg 左右徘徊 ,1995 年后开始缓慢下降 ,到 2005 年人均年粮食直

接消费量为 210kg (见图 7) 。1978 年农村居民粮食直接消费量粗细粮几乎各占一半 ,粗粮甚至略多 ,

此后 ,随着粮食人均消费量的增加 ,细粮所占份额迅速上升。到 1985 年后 ,粮食消费总量相对稳定 ,

细粮所占比例占到了 80 %以上 ,并从 1990 年代至今一直保持在 83 %左右 ,粗细粮比例稳定在 1 ∶4 左

右的水平。

① 人均直接粮食消费量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得到 ,而间接粮食消费量是由全年粮食总产量加进口量减去出

口量 ,用人口平均再减去人均直接消费量得到 ;由于缺乏库存投入数据 ,因此表现出较大幅度的年际波动 ,但是总

体上增长的趋势仍是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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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图 7 　中国农村居民粮食直接消费量

　　　　资料来源 :根据 2005 年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统计年鉴整理。

　　(3)与农村居民相比 ,中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平起点较高 ,消费量和消费结构的变化相对较小 ,

口粮消费可能稳定在 100kg 水平。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全年购买的粮食 (成品粮购买量) 数量不断降

低 ,1980 年人均购买 150kg ,1985 年为 134. 8kg ,1995 年降为 97kg ,而后降幅逐渐趋缓 ,近年来人均年

购买量在 80kg 左右 (见图 8) ,今后在此基础上可能仍会有所降低。对比国外尤其是周边东亚发达国

家的消费变动情况 (参见后文国际对比部分) ,可以判定今后城镇居民口粮消费下降幅度不会太大 ,考

虑到城镇居民家外就餐的耗粮比例 (以 1/ 10 计) ,再按 1 ∶1. 2 折算系数折合为原粮 ,100kg 左右的口

粮消费 ,可能就是今后一定时期内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口粮消费水平。

从 1980 年到 2005 年的 25 年内 ,中国居民人均间接粮食消费增长了 1 倍有余。而且随着主要动

物性食物消费的不断增加 ,间接粮食消费所占比重仍将继续提高 ,间接粮食消费替代直接粮食消费将

成为今后粮食总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粮食间接消费的迅速上升 ,主要是因为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 ,

城乡居民开始增加粮食之外其他食品的消费 ,而多数其他食品的生产都需要以粮食转化作为基础。

2 . 2 　由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看膳食营养结构的改善

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可以从植物性食物和动物性食物在食物消费总量

中所占比重的相对变动大致看到。受消费习惯和整体生活水平的影响 ,粮食和蔬菜消费在中国居民

的食物消费中一直占有较高的比重 ,虽然植物油、水果消费量增加较快 ,但粮食和蔬菜的消费不断减

少 ,仍使得植物性食物所占比重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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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购买粮食数量

　　　　资料来源 :由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

　　(1)直接粮食消费下降。农村居民直接粮食消费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61. 9 %缓慢下

降到 2005 年的 55. 4 % ,而城镇居民则由 1985 年的 40. 7 %下降到 2005 年的 28. 4 % ,下降幅度较大。

可以预见的是 ,在中国居民的食物消费中 ,粮食消费仍将长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2)相对于植物性食物消费比重的减少 ,动物性食物的消费比重逐年增加。农村居民消费动物性

食品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 9 %稳步增加到 2005 年的 8. 8 %(见图 9 左) ,虽然所占比重仍然不高 ,但是

增幅相当可观 ;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则由 1985 年的 10. 8 %增长到 2001 年的 20. 6 %(见图 9 右) 。肉

禽蛋类和水产品消费量的全面增加 ,使动物性食品提供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所占比重提高 ,同时也

意味着间接粮食消费量的增加。

图 9 　中国城 (右)乡 (左)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变化

(3)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趋向均衡变化。农村居民除粮食外的其他植物性食物比重下降 ,主要是因

为蔬菜消费量下降的同时 ,水果等植物性食物消费增长相对缓慢 ;而城镇居民在蔬菜消费量迅速下降

的同时 ,除粮食外的其它植物性消费量都较快增加 ,因而城镇居民除粮食外的其他植物性食物所占比

重有所上升 ,显示出城镇居民食物消费水平改善速度高于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结构更趋均衡

合理。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趋向均衡变化 ,表明居民膳食营养水平在不断提高 ,营养结构在不断改善 ,

这是中国食物消费结构转变的又一重要表现。

2 . 3 　由食物营养结构的变化看膳食营养水平的提高

能量、蛋白质和脂肪是人体生理活动所必须的三类主要营养素。膳食营养水平决定于食物消费

结构和消费量 ,当食物种类和数量确定后 ,其能提供的热量、蛋白质和脂肪的量就已经确定了。计算

营养素水平的基础工具是主要食物营养素成分表。本研究所采用是中国农业科学院许世卫先生在

2001 年根据当时我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进行调整计算后的食物营养素成分表 (见表 1)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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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食物营养素成分计算表 (每千克食物营养素提供量)

项目 粮食 植物油 食糖 蔬菜 水果 肉类 蛋类 奶类 水产品

热量 (千卡 3 ) 3553 9000 3776 180 436 3915 1468 690 782

蛋白质 (克) 93 0 4. 6 11. 4 6. 2 99. 5 123. 8 33. 6 125

脂 肪 (克) 25. 7 1000 0 1. 6 2. 4 387. 8 101. 4 40. 2 24. 2

资料来源 :许世卫 .中国食物发展与区域比较研究.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1 :20～22

3 　我国国家标准规定的热量单位为焦耳 ,但是国际国内目前的通常习惯是 ,在表示营养状况的时候 ,人体通过

食物摄入的热量单位仍是旧制的千卡 (或称大卡) ,本文也采用这一单位 ;二者的换算关系是 :1cal = 4. 186J 。

需要说明的是 ,统计资料中城镇居民人均粮食直接消费量是指成品粮的购买量 ,没有包含居民在

外用餐的消费 ,事实上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 ,城镇居民的在外用餐的比例一直在较快增加 ;而农村居

民人均粮食消费指原粮的消费。这两种因素造成城镇居民食物消费的膳食营养水平可能被低估 ,而

农村居民则可能被高估。因此在膳食营养估算中 ,对农村居民的营养估算 ,按照 0. 85 的通用折算

率6 ,将原粮折算为成品粮后再参与计算。

(1)城镇居民的营养估算 ,首先假设城镇居民每元食物消费支出所对应的营养素摄取值相等 (这

可能并不符合实际 ,但不失为校正数据不可能完整而必然引起估算误差的有效方法) ;根据该假设 ,把

城镇居民有效食物消费支出 (食物消费支出项中扣除了香烟消费支出和食品加工支出后的剩余值 ,但

包括在外用餐的费用)与营养估算中列举的 9 类主要食物的消费支出之间的比值作为订正系数 ,即有

如下关系式 :

订正系数 = 居民营养素摄入量订正值/ 居民营养素摄入量初算值

= 有效食物消费支出/ 列入计算的九类食物消费支出

根据城乡居民的食物消费量和食物消费支出结构 ,并使用上述订正方法 ,大致计算出城乡居民各

年由食物提供的膳食营养素的水平如下 (见表 2) 。

表 2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每天摄入的营养素量及其来源

年份 热量 (kcal) 蛋白质 (g) 脂肪 (g) 来自动物的蛋白质 ( %) 来自植物的脂肪 ( %)

1996 2225. 04 60. 99 83. 24 31. 97 47. 83

1997 2191. 01 60. 53 84. 99 34. 06 47. 55

1998 2243. 76 61. 72 88. 64 34. 51 48. 48

1999 2330. 05 64. 14 94. 68 35. 73 47. 93

2000 2427. 58 66. 35 102. 01 36. 51 48. 15

2001 2411. 37 66. 05 101. 31 36. 44 48. 90

2002 2568. 70 71. 09 118. 54 41. 77 43. 37

2003 2644. 78 72. 73 123. 75 41. 98 44. 55

2004 2563. 76 69. 93 117. 25 39. 86 47. 54

2005 2621. 50 71. 40 124. 39 41. 82 44. 76

资料来源 :根据 1996～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估算。

研究表明 ,城镇居民人均每天食物提供的热量由 1985 年的 2103. 69kcal 逐年增长 ,到 2005 年达

到 2621. 50kcal 的水平 ;蛋白质人均每天摄入量由 1985 年的 57. 05g 增长到 2005 年的 71. 04g ;脂肪人

均每天摄入量由 59. 34g 增长到 124. 39g (见表 2) 。在数量增长的同时 ,营养素来源结构日趋均衡。

动物性食物提高的蛋白质富含各种人体必须的氨基酸 ,和植物性食物提供的蛋白质相比 ,更适合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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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 ,被称为优质蛋白 ,中国城镇居民由动物性食品提供的蛋白质所占比例由 1985 年的 21. 63 %增加

到 2005 年的 41. 82 % ,增幅较快 ,膳食营养结构显著改善。

动物性食品提供的脂肪主要成分是饱和脂肪酸 ,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可使血浆胆固醇增高 ,引发各

种心血管疾病 ;而来自植物的不饱和脂肪更有益于人体健康。虽然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物的消费

量增长较快 ,来自植物性食物的不饱和脂肪所占比例下降仍相对比较缓慢 ,由 1985 年的 50. 19 %缓慢

下降到 2001 年的 44. 8 %左右的水平 (见图 10) ,考虑到脂肪摄入总量增加较快 ,这个变动幅度并不算

大。来自动物的蛋白质比例增加 ,表明动物性食品迅速增加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趋向合理 ;来自植物

的脂肪仍在减少 ,表明食物消费中植物性食品下降迅速 ,食物消费结构仍在不断改善 ;就食物消费结

构和膳食营养水平来看 ,中国城镇居民的膳食营养已远离植物为主型 ,人均日摄入热量超过

2400kcal ,动物蛋白超过 40 % ,植物脂肪低于 45 % ,更接近动植物产品并重型结构。

图 10 　中国城镇居民营养素来源变化

(2)农村居民由食物提供的膳食营养素水平也有一定增长 ,热量摄入水平由 1978 年的人均每天

2229kcal 增长到本世纪初的 2503kcal。近年来 ,由于农村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较快 ,人均每天热

量摄入水平有所降低 ;虽然蛋白质摄入量一直维持在人均每天 60 多克的水平 ,变化不大 ,但是来自动

物性食品的优质蛋白增长很快 ,由 1978 年的 4 %迅速增长到 2005 年的 16 %(见表 3、图 11) ,这与农村

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中动物性食物的增长趋势是一致的。同样由于动物性食物消费的快速增长 ,农村

居民由食物提供的脂肪摄入水平增加较快 ,由 1978 年的人均每天 26g 增长到 2005 年的 52g ,其中来

自植物性食物的比例由 1978 年的 74 %下降到了 2005 年的 51 % ,以植物为主的膳食营养结构正在改

图 11 　中国农村居民营养素来源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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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数据显示 ,相对于城镇居民的膳食营养水平 ,农村居民由食物消费提供的膳食营养素中 ,来自动

物的蛋白质比例仍然很低 ,城乡居民食物消费的膳食营养水平差距仍然较大。
表 3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每天摄入的营养素量及其来源

年份 热量 (kcal) 蛋白质 (g) 脂肪 (g) 来自动物的蛋白质 ( %) 来自植物的脂肪 ( %)

1996 2497. 39 65. 60 45. 19 9. 93 62. 34

1997 2466. 75 64. 82 46. 06 10. 59 61. 98

1998 2459. 65 64. 70 46. 09 10. 77 60. 97

1999 2453. 67 64. 63 46. 87 11. 30 59. 64

2000 2503. 32 65. 61 50. 47 11. 82 60. 38

2001 2419. 63 63. 31 50. 16 12. 41 59. 79

2002 2414. 10 63. 04 51. 18 12. 74 59. 74

2003 2285. 59 60. 18 49. 61 13. 86 57. 33

2004 2220. 71 59. 07 46. 26 13. 81 55. 02

2005 2199. 83 58. 22 51. 56 16. 29 51. 37

资料来源 :根据 1990～2005 年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农村住户调查统计年鉴数据估算。

“十六大”提出了到 2020 年 ,中国要基本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其中 2010 年中国居民的

膳食营养发展水平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衡量指标。在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

(2001 - 2010 年) 》中 ,提出了到 2010 年中国的营养发展总体目标 (见表 4) ,不妨把这个目标作为中国

居民达到全面小康社会时所应有的营养摄取标准。
表 4 　中国居民达到全面小康时的营养素摄取水准

人均日摄入标准 全国平均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热量 (千卡) 2300 2250 2320

蛋白质 (g) 77 80 75

脂 肪 (g) 70 80 65

　资料来源 :根据《2001 - 2010 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

要》整理。

对比这个标准 ,目前中国城镇居民食物消费

的膳食营养状况中无论热值 (2621. 50kcal) 和脂

肪摄入量 (124. 39g) 都已达标 ,而脂肪摄入量还

超过标准不少 ,但蛋白质摄入量 (71. 40g) 尚欠。

农村居民目前食物消费的膳食营养状况热值

(2199. 83kcal) 、蛋白质 (58. 22) 和脂肪 (51. 56) 摄

入量都偏低。城乡居民食物消费和膳食营养水

平尚需进一步提高 ,城镇居民主要是调整食物消费结构 ,控制脂肪摄入 ,适当增加蛋白质摄入 ;农村居

民则需要大力提高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量。

3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需求水平与可能耕地规模

国家粮食需求量 ,是由人口总量和人均需求量决定的。而由人口发展内在机制所决定的人口增

长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和稳定性 ,已使我们足以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模型精确预测未来人口的发展规模。

因此 ,分析和预测国家粮食需求的关键就在于人均粮食需求量。基于对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 ,我

们主张依据 TFR = 1. 8 ,甚至更高 ,来预测中国未来人口的增长情况。我们采用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

究“高生育 + 2000 年以后无‘非农化’+ 2005 年起城乡同开双独 + 2005 年起农村开单独 + 2020 年起

城市开单独 + 开放二孩递进生育率 = 0. 99”方案的预测结果 ,即 2010 年、2020 年和 2030 年中国人口

将分别增至 13. 53 亿、14. 36 亿和 14. 73 亿 ;人口高峰将在 2033 年到来 ,届时人口总数为 14. 73 亿 ,较

2003 年还要增加 1. 81 亿人。

3 . 1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 (2010～2030 年)的膳食营养结构与粮食需求水平

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在 2003 年进一步提出了中国食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 (1) 预计到

2010 年达到基本小康社会 :居民人均年消费谷物 152kg、豆类 13kg、食用植物油 10kg、蔬菜 149kg、水

果 40kg、肉类 29kg、奶类 18kg、蛋类 15kg、水产品 17kg ;人均占有粮食达到 391kg ,优质食物供给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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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加 ,食物结构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缓解。(2) 2020 年达到全面小康社会 ,居民人均年

消费谷物 147kg、豆类 15kg、食用植物油 10kg、蔬菜 157kg、水果 48kg、肉类 28kg、奶类 28kg、蛋类

17kg、水产品 19kg ;人均占有粮食达到 437kg ,继续增加优质食物供给比重 ,食物结构性供需不平衡的

矛盾得到基本解决。(3) 2030 年达到向富裕阶段过渡的水平 ,居民人均年消费谷物 146kg、豆类 20kg、

食用植物油 10kg、蔬菜 162kg、水果 53kg、肉类 28kg、奶类 41kg、蛋类 17kg、水产品 19kg ;人均占有粮

食达到 472kg ,食物生产要素结构与配置合理优化 ,食物质量安全能够保证居民健康生活需求。中国

食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显示 :中国未来豆类、奶类、蔬菜、水果等的人均消费量将逐步上升 ,谷物稳定

下降 ,肉、蛋、油、水产品等基本持平。

据统计 ,21 世纪初期 ,中国肉、蛋、奶和水产品的人均产量分别在 50kg、19kg、11kg 和 35kg 水平 ,

耗粮系数大致在 2. 5、1. 8、0. 4 和 1. 0 水平 ,随着集约化程度的提高 ,未来的耗粮系数还会有所提高。

基于国务院 2000 年制定的《2001 - 2010 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和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

2003 年提出的中国食物发展的阶段性目标 ,考虑到中国粮食生产与食物消费的现状与趋势 ,确立中国

未来人口的食物消费结构和膳食营养水平 (见表 5) 。为满足人均动物性产品的消费 ,按照肉、蛋、奶和

水产品的耗粮系数分别为 3. 0、1. 8、0. 5 和 1. 2 综合推算 ,未来人口的人均粮食需求 2010 年应在 400

～410kg、2020 年在 420～435kg 左右、2030～2040 年的人口高峰时期人均粮食需求应在 450～470kg

水平。

据此推算 ,2010 年中国预期人口为 13. 53 亿 ,以人均粮食 400～410kg 计 ,粮食需求总量为 5. 41

～5. 55 亿吨 ;2020 年中国预期人口为 14. 36 亿 ,以人均粮食 420～435kg 计 ,全面小康社会的粮食需

求总量为 6. 03～6. 25 亿吨 ;到 2033 年中国人口实现零增长 ,人口规模将达到 14. 73 亿 ,以人均粮食

450～470kg 计 ,人口高峰时期的粮食需求总量在 6. 63～6. 92 亿吨。中国近年来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保持在 5. 0 亿吨左右 ,即使能通过外贸进口解决 5 %～10 %的粮食需求 ,到 2020 年的时候 ,中国至少

还要通过自己的国土资源解决 5. 5～6. 0 亿吨的粮食生产和供给 ,这比中国现阶段 5 亿吨的粮食综合

生产能力要高出 10 %～20 % ,中国农业自然资源仍将面临人口增加与消费扩张的双重压力。

3 . 2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 (2010～2030 年)的可能耕地规模

(1)中国后备耕地资源有限 ,人均不足 0. 1 亩。目前国内对后备耕地资源的估算结果分歧不大 ,

一般认为中国后备耕地资源在 670 ×104 hm2 ～800 ×104 hm2 左右7 ,略高于《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

(2001 - 2010) 》提出的土地整理可以补充的耕地潜力 (约为 600 万公顷) ,大约是现有耕地资源的

514 %～616 % ,人均不到 0. 1 亩 ,后备耕地资源十分有限。自 1998 年国土资源部执行“占一补一”的

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政策以来 ,后备耕地资源开发成为补充耕地建设占用的重要途径。1997～2003 年

通过土地开发整理 ,全国累计补充耕地 157. 4 ×104hm2 ,平均每年 21. 5 ×104 hm2 。其中开发补充耕地

104. 7 ×104 hm2 ,占耕地增加总数的 2/ 3 ,而整理复垦补充耕地所占的比重较小。2005 年各地加大土

地整理复垦力度 ,全年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补充耕地 30. 67 ×104 hm2 ,全国建设占用耕地 13. 87 ×

104 hm2 ,实现了数量上的补充大于占用 ,后备耕地资源成为耕地补充的主要来源。

(2) 21 世纪初期以生态退耕为主要原因 ,耕地面积可能下降到 1. 2 亿 hm2 (18 亿亩) 。2005 年中

国耕地面积已降至 1. 22 ×108 hm2 (18. 3 亿亩) ,突破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提出的 2010 年

我国耕地保有量必须控制在 1. 28 亿 hm2 的目标。土地利用调查结果显示 ,1996 年全国 > 25°的陡坡

耕地 607. 15 ×104 hm2 (西部地区 80. 33 %) 。据西部省、市、自治区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分别制定的退耕

规划 ,到 2010 年西部地区退耕面积约为 588. 2 ×104 hm2 ;据国土资源公报 ,1998～2005 年中国生态退耕

面积已达 669. 87 ×104 hm2 ,其中西部地区退耕面积应该占 85 %以上 ,如果在 2010 年前全部实现 ,仅此一

项就将减少耕地 261. 6 ×104 hm2 。加上耕地其它占有 ,2010 年耕地可能减少到 1. 2 亿 hm2 (18 亿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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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中国未来人口的食物消费水平与粮食需求预测

项 　目
“十一五”末期

2010 年

全面小康社会

2020 年

人口高峰时期

2033 年

恩格尔系数 40 %～49 % < 40 % 30 %～39 %

营养素日均摄

入量

热量 (kcal) 2400～2500 2500～2600 > 2600

蛋白质 (g) 77 (30 %) 80 (50 %) > 80 (50 %)

脂肪 (g) 70 78 (35 %) > 78 (35 %)

植物性产品年

消费量

口粮 (kg) 175　 165　 150～140

谷物 (kg) 152　 140　 130～115

豆类 (kg) 13 15 15

蔬菜 (kg) 149 157 162

水果 (kg) 40 48 53

植物油 (kg) 10 10 10

动物性产品年

消费量 3

肉类 (kg) 30～50 30～50 40～50

蛋类 (kg) 17 20 20

奶类 (kg) 18 28 40～50

水产品 (kg) 20 25 25～30

年人均粮食需求量 (kg) 400～410 420～435 450～470

预期人口规模 (亿) 13. 53 14. 36 14. 73

粮食需求总量 (108 t) 5. 41～5. 55 6. 03～6. 25 6. 63～6. 92

3 动物性产品生产量与消费量数据存在矛盾与争议 ,此处分类别折衷处理。

(3) 2010～2030 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数量将趋于稳定 ,耕地资源规模有望保持在 1. 2 亿 hm2 (18 亿

亩)的水平。随着生态退耕任务的完成 ,耕地安全与粮食安全将成为影响中国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问

题。自 1998 年起 ,中国就出台了多项耕地保护措施 ,包括以法律形式确立“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

土地 ,切实保护耕地”为基本国策 ,建立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制度 ,建立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制度等 ,

而且连续多年基本都实现了建设用地的占补平衡。由此预计 2010 年后中国的耕地资源数量将趋于

稳定 ,耕地资源规模有望保持在 1. 2 亿 hm2 (18 亿亩)的水平。

(4) 2020～2030 年随人口持续增加 ,人均耕地将较目前减少 1/ 5 左右。预计随人口持续增加 ,中

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将减少到 2010 年的 0. 88hm2 (1. 35 亩) 、2020 年的 0. 82hm2 (1. 26 亩)和 2035 年的

0. 78hm2 (1. 22 亩) ,较 21 世纪初期分别减少 13 %、19 %和 23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 ,中国人均

耕地持续减少的势头难以逆转 ,由此导致的国家耕地与粮食安全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

3 . 3 　中国未来耕地资源 (2010～2030 年)的粮食生产能力与保证程度

1980 年代末期以来 ,一些研究机构利用不同方法估算了中国未来粮食的生产潜力 ,认为中国的粮

食生产尚有足够的发展空间8～14 。综合这些成果 ,比较乐观的估计是 2010 年、2020 年和 2030 年粮食

总产可能达到 5. 92 亿吨、6. 75 亿吨和 7. 34 亿吨 ,比较保守的估计是 2010 年 5. 7 亿吨、2020 年 6. 25

亿吨和 2030 年 6. 77 亿吨 (见表 6) 。研究者普遍认为 ,中国通过挖掘粮食生产潜力 ,能够满足 2010 年

的人均 400～410kg 的粮食需求。对于 2020～2030 年中国能否满足自己的粮食消费需求则存在不同

的观点 :乐观估计是 ,如果最大限度挖掘自身粮食生产潜力 ,2020～2030 年中国粮食产量能够满足本

国人均 420～450kg 的消费需求 ;但保守观点认为 ,消费水平提高到 435～470kg ,会导致 2020～2030

年中国粮食生产与消费需求间存有少量缺口 ,尤其是耕地资源的急剧减少会成为潜在威胁。

《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7 ,保持 18. 5 亿亩耕地规模 ,灌溉耕地面积达到

10 亿亩 ,农作物播种面积保持不变 ,中国耕地资源的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超过 8 亿吨 ;《中国农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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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认为15 ,耕地资源保持在 19 亿亩水平 ,灌溉耕地面积达到 10 亿

亩 ,灌溉水效率提高到 1. 9kg/ m3 ,中国 2050 年预期耕地资源的粮食产量可以超过 7 亿吨。由此来

看 ,在确保耕地资源维持在 18 亿亩水平 ,中国未来耕地资源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支持中国 2030～

2040 年人口高峰时期人均 450kg 的粮食需求 ;但耕地继续减少难以避免 ,进一步提高中国未来人口人

均粮食占有水平的空间有限 ,适度消费应成为中国食物发展战略的一种明智选择。

表 6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生产能力预测 亿吨

预测方法
年 份

2010 2020 2030 2050
备 注

农业生态区法 (A EZ)
7. 05 中国土地资源的潜在人口支持能力项目组

5192 6177 7147 中国农业资源综合生产能力与人口承载力研究组

投入占用产出分析
6. 25 6. 85

6. 75 7. 2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

趋势预测 5. 80 6. 60 7. 34 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组

趋势预测 5. 70 6. 59 本课题组

乐观估计 5. 92 6. 75 7. 34

保守估计 5. 70 6. 25 6. 77
综合推断结果

4 　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耕地与粮食安全战略及政策建议

中国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问题与耕地保证程度研究表明 ,随着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 ,中国未来人

口的耕地规模和人均耕地面积会进一步下降 ,人均粮食消费水平和粮食需求总量将进一步提高 ;2020

年在人均粮食 420～435kg 的消费水平上 ,基于 18 亿亩耕地资源保证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

14. 36 亿人口的粮食需求 ;在人均 450kg 的消费水平上 ,中国未来耕地资源的粮食生产能力足以支持

人口高峰时期 14. 73 亿人的粮食需求 ,但受 18 亿亩耕地资源约束 ,人均粮食占有水平很难有进一步

提高。从耕地、粮食与人口关系来看 ,中国未来人口的粮食安全必须向食物安全转变 ,从耕地资源约

束的粮食生产与人口增长驱动的食物消费两端着眼 :一方面要重视耕地与粮食安全 ———藏粮于土 ,全

面提高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 ;一方面要关注食物与消费安全 ———倡导适度消费 ,建立动植物并重型

食物结构 ;从人口发展的“口”、“手”两重性 ,即生产与消费两方面来认识和解决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

的食物安全与耕地保障问题。由此 ,我们考虑到国际背景和中国实际 ,提出了如下两条战略措施和相

关政策建议。

4 . 1 　政策建议之一 :倡导适度消费 ,建立动植物并重型膳食营养结构 ,应该成为中国人口中长期发展

的食物安全战略

由小康生活走向富裕社会 ,食物消费结构会逐渐发生变化。一般是口粮下降、粮食消费总量增

加 ,动物性产品消费量增大 ,膳食营养水平提高 ,中国也莫能例外。中国 1978～1987 年自动完成了第

一次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构的调整 ,扩大了动物性产品生产 ;1993～2000 年随着人均粮食占有水平提高

到 390～400kg ,目前正在进行食物生产与消费结构的新一轮调整。研究表明 ,未来 30～40 年 ,在人均

400～450kg 占有水平上 ,中国基于耕地资源约束的粮食供求可以基本保持平衡 ,粮食消费水平很难

有较大幅度提高 ,人口增长与消费扩张的双重压力依然存在。因此 ,我们必须倡导适度消费 ,走动植

物产品并重型食物发展道路。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

第一 ,在进入小康阶段前后 ,各发达国家食物消费结构的变化特点都是谷物作为口粮的直接消费

量下降 ,而包括饲料等其他用粮在内的人均粮食消费总量增加 ;肉类、奶类、蛋类以及水果、蔬菜和食

糖的消费量都呈稳定增长 ,食物消费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中国刚刚步入小康社会 ,人均粮食水平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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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动物性消费增长 ,正处在新一轮膳食结构调整期 ,食物消费的发展空间很大。

第二 ,日本和美国的食物消费分属于动植物食物并重型和以动物性食物为主型 ,各自代表了欧美

高脂肪高热量的消费模式和东方相对较低的脂肪和热能摄取模式。日本人多地少、粮食占有不到

400kg ,美国地多人少、粮食占有水平在 1. 5 吨 ,不同的人口与资源特征 ,决定了基本的食物消费结构

取向。中国人多地少、粮食占有水平将在 400～450kg ,日本动植物并重的食物发展模式 ,既较好地满

足了居民的膳食营养和健康要求 ,又相对减轻了粮食生产压力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们借鉴。

第三 ,1980 年代开始 ,中国居民的膳食营养水平有较大提高 ,来自动物的热量和蛋白质比重一直

不断上升 ,而来自植物的脂肪比重降幅也较大 ,居民食物消费已呈现向动植物并重方向发展的趋势。

中国的食物消费数量已基本能够满足需要 ,但就膳食结构和营养水平而言 ,动物性食物比重过低、优

质蛋白质不足。

第四 ,无论是能量、蛋白质 ,还是脂肪 ,与发达国家相比都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 ,特别是人均蛋白

质日摄入量尚未达到国家标准。与典型的动植物并重型消费国家日本相比 ,中国居民来自动物性食

物的蛋白质 (2001 年为 35. 4 % ,日本为 55. 5 %)比重明显偏低 ,亟待提高。中国未来人口的膳食营养

有待通过建立动植物并重型结构 ,进一步调整、优化。

最后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膳食结构改善与营养水平提高是由小康社会走向富裕生活的一个必然过

程。倡导适度消费 ,走动植物产品并重型发展道路 ,应该成为中国中长期食物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

412 　政策建议之二 :实施“藏粮于土”工程 ,全面提高中国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 ,应成为中国人口中

长期发展的耕地与粮食安全战略

2000 年以来 ,世界谷物连续 4 年出现大额缺口 ,粮食储备降至 30 年来的最低水平。联合国粮农

组织 ( FAO)和国际应用系统研究所 ( IIASA) 对未来 20 年世界谷物市场的预测均得出了需求大于供

给和贸易量不增的结论。在全球粮食形势严峻、国家粮食生产徘徊不前、耕地人均量持续下降、粮食

生产面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人口增长双重压力的情况下 ,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耕

地与粮食安全问题 ,即使在“两种资源、两种市场”的资源安全战略之下 ,90 %以上的贡献仍有赖于中

国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因此 ,我们必须注意中国食物总量需求增加与农业自然资源供给能

力的矛盾 ,实施“藏粮于土”工程 ,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综合生产能力。实施“藏粮于土”工程 ,近期应从以

下方面入手 :

第一 ,切实保护耕地 ,建立国家级耕地保护区。严格"耕地动态总量平衡"和"建设用地占补平衡"

制度 ,强化土地用途管制 ,必要时实施"耕地储备"制度 ,切实保护耕地。在现有各类耕地保护区基础

上 ,与主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相适应 ,有计划、有目的的建立一批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级耕地保护

区”, 稳定我国耕地资源保有量 ,保护和提高耕地综合生产能力 ,以确保国人粮食安全。

第二 ,合理开发利用荒地、继续土地整理 ,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一方面实施“拓荒计划”,有计

划、有步骤地开发现有的 1 亿亩后备耕地 ,以补充耕地之不足 ;一方面搞好土地复垦 ,继续土地整理 ,

把城镇与乡村改造和土地复垦有机结合起来 ,有望增加耕地 1 亿亩。只有这样 ,才可能在保持耕地面

积稳定的前提下 ,全面提高生产能力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第三 ,开展农田基本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 ,提高土地资源单位面积产出率。要因地制宜地配套农

业基础设施、推动区域农田基本建设和基本农田建设。首先是实施坡地梯田化和平地园田化工程 ,其

次是农田水利化、规模化和机械化建设 ,再次是因土配方施肥和模式栽培 ,最后是山、水、田、林、路综

合整治。以全面推动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建设 ,提高土地资源综合生产效率。

第四 ,实现区域化、专门化生产 ,提高区域土地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中国地域辽阔、农业生产地

域分异明显 ,必须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分区规划 ,突出区域优势 ,建立区域平衡与协调机制 ,实现区域

化、专门化生产 ,以提高区域农业资源的宏观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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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立足全部国土 ,广辟食物来源 ,全面提高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充分利用 144 亿亩国

土资源和广阔的海洋资源 ,在切实保护耕地、充分挖掘粮食生产潜力的基础上 ,还应积极开发草山草

坡和草地、林区木本粮油作物和浅海滩涂、内陆水面的淡水养殖、海水养殖业和远洋捕捞业 ,广辟食物

来源 ,以弥补耕地资源不足 ,全面提高我国土地资源的综合生产能力和食物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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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Food Security and Arable Land Guarantee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food security and arable land guarantee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esult s indicate that the increase of future population and food consumption will be definitely coupled with a decrease in

total arable land and per capita arable land area , as well as an increase in per capita food consumption and total food de2
mand. The findings highlight that a total of 120 million ha of arable land will have to be reserved for ensuring grain de2
mand of about 1. 44 billion people at a per capita consumption level of 420 - 435 kg grain . And at a per capita consump2
tion level of 450 kg grain , the grain production capacity of arable land could meet grain demand of about 1. 47 billion

people - estimated peak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However , further increase in per capita grain occupancy is not opti2
mistic , thanks to the rest riction of limited arable land resour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able land area , food pro2
duction and population suggest s that emphasis on future food security be t ransferred into grain security , and the focus

be placed on food production rest ricted by arable land and on the increasing grain consumption driven by population

growth. Thus , special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 on the one hand , to the arable land area and food production , i. e. , im2
provement in land productivity , and on the other hand , to the security of food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hrough for2
mation of moderate consumption ideology and establishment of reasonable food st ructure for proper intake of animal and

plant nutri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both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actors should b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for ensuring the Chinese food security and arable land for popul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and lo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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