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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供求结构的发展及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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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食品供求结构经历了3个发展阶枝，分别阐述了食品需求和供应所具有的发展

特征，并得出我国食品，打赍结构将呈现高度化、多样化、个性化，农业、食品加工业的结构将有较大改变的趋

势，抸出了实现我国未来食品付费结拘的均衡和优化的对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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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食品供求结构的发展变化

（ 一）食品供求结构的发展阶段

食品供求结构具有 一 定的历史阶段性。 解放以来，大致经历了粗杂粮替代时期(l949 —

1978年）、主粮替代时期(1978— 1985年）、主副食替代时期(1986-2000年）等阶段。粗杂粮替

代时期食品需求的主要特点是恩格尔系数较高（在 o. 6 以上），食品需求量低而不稳，食品种类

不丰富，结构以植物性食品为主，营养水平较低，温饱问题没有解决，热量供给明显不足。 主粮

替代时期食品生产大幅度增长，人均收入和食品需求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恩格尔系数下降到

o. 6 ％以下，食品结构以植物性食品为主，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量也增加较快，人均细粮消费量以

线性速度增长，温饱问题基本解决，营养结构有较大改善。 主副食替代时期食品需求由数量型

向质量型转变，恩格尔系数降到 o. 5左右，人均粮食需求量从1994年开始缓慢下降，营养结构

得到改善，各种副食品、加工食品也开始进入食品消费市场。

（二）食品需求结构的发展特征

1. 城乡差异性。 从人均食品需求量的变动趋势可见，在我国食品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明显

的城乡二元结构：（1）城市人均粮食需求量逐年下降，而衣民则在1978年到1984年一 直呈上

升趋势，之后出现有降有升的波动。(2)动物性食品需求中，城市猪牛肉的消费量约为农村消费

量的2倍左右。(3)副食品蔬菜的消费城乡间的差距不超过20公斤。总的来说，城市居民的食

品需求已经接近或达到食品发展第三阶段的中期， 而农民食品需求的增长主要是数量上的增

长，对食品质扯的要求不太高，处于食品发展的第二阶段，比城市大约滞后了一个发展阶段。

2. 地域差异性。 由千经济发展水平相应呈现出高、中、低 3 个梯度，食品需求水平也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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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特征：东部开始进入数量型向质量型的初步转变，动物性食品消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粮食、蔬菜等植物性食品的消费量低千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粮、油、菜消费盐高千全国平均

水平，肉类、家禽、水产品低千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除肉类外，其余各类食品人均消费量均

低千全国平均水平，其中粮食和蔬菜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温饱间题基本解决。此外，不同城市的
所有自价格弹性都为负，在 0 到—1 之间。 所有支出弹性都为正，在 0 至 1 之间。估算的自价格

弹性和支出弹性存在一些地区差异。粮食的自价格弹性在 — o.71（南昌）和— o.37（成都）之间，

支出弹性在 o.52（成都）和 0.81（长春和北京）之间。粮食的支出弹性看来与城市的地理位置而

不是与城市的规模有关。南方城市（广州、成都和南昌）的粮食的支出弹性比北方城市（北京、长
春、安阳和扬州）较小。 这可能受南方和北方城市不同食品需求模式的不同影响。

3. 食品支出在总支出的比重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减少。 1978 年以来，以现价和不变价

计算的衣村和城市的人均收入都增加了。而按不变价计算的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在城镇
从 1985 年的 52.30 ％下降到 1996 年的 48.60%，在衣村从 1985 年的 57.73 ％下降到 1996 年

的 56.30% 。
4 ． 食品需求结构向方便与营养型转变。 未加工的食品所占比例越来越小，加工食品所占

比例越来越大。 食品的消费结构向营养型转变。
s. 实物性消费与货币性消费的替代。 随着农村商品化的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额

中，实物性消费与货币性消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95 年全国衣村居民人均货币性生活消费

支出额达到 859 元，比 1990 年增加了 9. 2 倍，货币性生活消费支出额占生活消费支出额的比

重提高了 13.9%，实物性生活消费比重则下降了 14 个百分点。 1980 年到 1995 年衣村居民人

均用于购买食品的现金性支出占全部食品支出额的比重由 37. 1％提高到 46%，提高了 8.9 个

百分点。 可见，食品市场的发展和消费的商品化促进我国居民的食品需求结构向高级化发展。
6． 人口和消费的结构性变动是决定食品需求的首要因素。 中国的粮食消费正发生着一 系

列结构性变化，人口变动、城市化、商品化、市场化和收入增长是这种结构性变化的根源，并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食品生产的发展。
（三）食品供应结构的发展特征
L食品生产发展水平滞后于食品的消费需求。 较之于随着居民收入快速增长而迅速提高

的食品消费水平，食品的生产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由千制度变迁和技术创新是过去中国粮食生

产增长的原动力，在衣业技术进步没有大的突破的情况下，中国粮食产量增长幅度将趋缓；我

国副食品发展增长方式的转变已初见成效，但现代化衣业的建立和发展仍需假于时日；食品加

工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但如果继续忽视产品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协调，轻视产品质量的提

高，忽视新产品开发，就很难刺激消费需求的进一步增长，甚至造成增产不增收。
2. 食品供给面临区域性余缺和品种结构问题。 一方面很多食品出现供过千求的局面，同

时，高度化的食品需求则得不到有效的满足，生产过剩和有效供应不足并存。因此，我国未来的

食品生产应向“投其所好，供其所需，激其所欲，适其所向，补其所缺＂的方向发展。当前，对食品
供给的区域性余缺和品种结构问题应重在适应性调整，出路在于增加供给，技术进步是关键；

供需平衡，结构调整是重点；区域平衡，市场是基础；通过国际贸易，提升供需平衡的调节能力。
3. 国家对食品生产和供应方面的政策调控强千对消费需求的调控，导致食品供应与居民

食品需求额以市场购买为主的现状有一定的不适应。

（四）未来食品供求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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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特征，到2000年，预计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将

降至 o. 49，其中城镇和衣村分别降到o. 41 和 o. 54；到2010年，全国居民平均恩格尔系数将降

至 o. 38左右，其中城镇为 o. 3，衣村为 o. 42。虽然恩格尔系数在下降，但由于收入的增加，用千

饮食支出的绝对扯将保持增加。

2.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相应的消费结构将呈现出生存资料比重减少，发展和享受资料

比重提高；供给、半供给的配给性成分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分减少，市场化、商品化成分扩

大的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划 一到多层次、多样化的演进过程。 食品消费将呈现出由传统食物

结构向现代食物结构的转换，我国居民食品消费开始摆脱过去那种简朴、单一的以粮食为主的

粗放消费方式，逐渐向讲究营养、风味、保健、方便等集约方式转轨。

3. 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的直接口粮消费将趋千下降，但随着对肉蛋奶制品的需求增长，

间接粮食需求会增加。 在口粮消费中，城镇居民将淘汰粗粮，选择细粮，淘汰劣质细粮，选择优

质细粮。农村居民对优质细粮的需求增长不如城市居民快，还保留着一部分粗粮消费。 值得注

意的是，在城市人中间，粮食越精越好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对营养丰富的杂粮需求会有所增

加。 肉类消费上升，其中猪肉消费稳中有降，禽肉、牛羊肉消费上升，水产品消费增长较快。＠蛋

类消费增长趋缓，奶类消费增长较快产蔬菜消费数扯减少的势头趋缓，质量提高。 果品消费向

多样化方向发展。Q)

4. 食品需求的层次结构的变化趋势将是：生活资料类食品需求将有所下降；享受资料类

食品需求将增加，其中酒类结构将随着人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过渡，富裕的居民将增加对

酒类的消费；同时，由于人们在饮食方面追求营养、保健和美的享受，低度白酒、葡萄酒、果露

酒、黄酒、啤酒等的需求量将增加，高度白酒需求将下降。 香烟消费总量保持目前水平，产品结

构逐步改善。发展资料类食品需求将有大幅度增加，其中各种防衰、益智、美容、抗病、职业防护

等功能性食品将得到较大的发展；方便食品有着广阔的市场；适应时代需求，反映个性文化需

要的食品将占有特殊地位；绿色食品将成为主导食品；天然、回归自然的食品仍有很大潜力。＠

5． 加工食品与非加工食品结构将发生变化。 各种成品、半成品、速冻快餐、净菜、天然保健

食品已越来越多地进入人们的餐桌。 衣产品加工成品消费将是必然趋势。

6. 衣业（衣牧渔业）将保持长期稳定的低速增长，由衣业提供的食品份额会进一步下降。

同时，食品加工业所提供食品快速增加，占据的份额上升。 饮食服务业的发展速度也较快。 这
一变化趋势与我国未来 15-20年间第一产业只能保待长期稳定的低速增长、第二产业在国民

经济中的比重继续上升、对第三产业的需求进一步加大的趋势是相符的。饮食服务业提供的食

品份额将增加。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转变，在外用餐将逐渐增多，由餐饮业所提供

食品份额会有较大上升，2000年预计可突破3 000亿元。

7. 根据预测，到2010年，种植业产值在衣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将下降到45％左右，畜牧业

产值份额将上升到40％左右，渔业产值份额将上升到13％以上；在种植业内部，粮饲将分开，

蔬菜及瓜果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经济作物的比重将不会有多大变化。 种植业将向
“

粮食—饲

料作物—经济作物 ”三元结构转变。

8. 食品加工业内部的结构将有较大改变。肉制品加工业将有较大发展，按《2000年中国食

品工业发展纲要》提出的指标，到2000年，肉制品的产量要占总产量的 20%，产扯将达到800

万吨以上。 今后数年内，我国肉类加工业将会大力发展深加工、精加工的熟肉制品。 预计会引

发如下几方面变化：西式肉制品的品种将趋千多样化、高档化；中国传统风味制品的加工将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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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科学化；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低胆固醇和低钠肉制品将被开发；广泛应用大豆分离蛋白

等食品添加剂以增加花色品种；肉制品保鲜技术将会更受重视，货架期将延长；冷冻食品制造

业在我国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

二、对策设想

1．政府必须继续加强对食品供求结构的调控。 我国实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更

多地发挥市场机制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调节作用。 这一要求同样应该体现在对食品供求的调

节上。 但是，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绝不是意味着可以取消或者放松政府的调控职能。 由千历史

的因素和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自然资源有限和处千发展中国家行列的特有国情，以及食品

作为一类特殊的商品在国计民生中的特殊重要性等原因，为保证食品供求结构的基本均衡，政

府的宏观调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也是世界各国的通行做法，即使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

政府对食品供求的调控也是保证食品供求平衡的重要手段。总之，我们认为，未来10年中政府

对食品供求的调控不但不能削弱，而且应该加强。 在某些方面政府调控还应占据主要的地位。
2. 政策调控应作为主要的调控手段。 政府对食品供求结构的调控应该包括直接的、间接

的，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以及信息引导的多种。 要注意对诸多调控手段的综合应用。 其中，

应以政策调控作为主要的调控手段。可供选择的政策手段很多，包括财政政策、消费政策、产业

政策、人口政策、城市化政策、收入分配政策、价格政策、流通政策等，要注意对这些政策的综合

应用以及政策调控与其他调控手段的协同。 我们认为，对食品供求影响最大、最为关键的是要

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以农为本的政策。 要始终坚定不移地把衣业、农民、衣村问题作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大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任务常抓不懈。而在衣业政策中的关
键是要切实保护衣民的生产积极性。只要这一条抓紧了，粮食和其他衣产品食品的供给和食品

工业的原料供给有了基本的保障，我国的食品供求就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3. 对食品应采取差别性调控。 由于食品供求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差别，政府的调控有必

要实行差别性原则。具体来说：（1）在商品性食品供求和非商品性食品供求中，调控的重点应放

在商品性食品的供求上；（2）在主食、副食和其他食品供求中，调控的重点依次应该是主食、副

食和其他食品；（ 3）在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食品供求中，应该把调控的重点放在生存

资料的供求上；（4）在衣产品食品和加工工业食品供求中，应把重点放在对农产品食品供求的

调控上；（5）在所有的食品供求中，应把重点放在对粮食供求的调控上。上述设想主要是基千各

类不同食品在国计民生中的地位，同时考虑到今后若干年中这些食品供求格局的可能走势，不

同食品在食品供求总体中的比重，以及调控的可操作性等因素。
4. 对食品供求均衡的调控应该分为长期调控、中期调控和短期调控。 长期调控主要靠科

技进步和人口控制。 长期调控的首要目标是食品供求总量的均衡。 食品供给不管是农产品食

品，还是食品加工业产品，最终主要取决千农业的产出状况。由千我国在未来10年中的人口增

长将是一个客观必然，由人口增长导致的对食品需求的增长将对食品供应造成压力，而耕地面

积却无法与人口同步增长，相反却有缩减的趋势，据此，为了保证供应，除了增加进口外，唯一

的选择就是通过提高单位土地面积的产出来增加食品供应的总量，进口只能作为辅助的调控

手段，所以，科技进步理所应当成为长期调控的主要选择。人口增长会导致需求总量的增加，所

以，实现食品供求的长期均衡必须注意人口控制。 我国的人口政策巳经确定，现在的问题是如

何坚决贯彻这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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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调控主要通过产业政策、储备政策和分配政策实现。 供求均衡除了总扯均衡外，还必

须 实现结构性的均衡。合理的食品产业政策有助千形成与食品需求相适应的食品供应结构。由

于食品的生产，特别是衣产品食品的生产受自然的影响很大，容易造成供应的波动，适当的食

品储备能起到调节食品供求的蓄水池作用。 为此，建立国家储备、地方储备和民间储备相 结合

的储备体系是必要的。 建立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分配政策，将

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食品的消费。通过科学的产业政策、储备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的综合 运

用及其与其他政策的配套， 能实现食品供求的中期均衡。

短期调控主要通过财政政策、价格政策和流通政策实现。短期的食品供求失衡往往是由千

供给方或需求方， 或者两方面同时发生较大的波动造成的， 相比而言， 供给方的因素更 为主要

和常见。 通常， 自然因素决定的衣业收成的好坏， 价格信息不对称使食品生产者对某些食品的

生产作出反应，以及食品流通渠道的阻塞等引起的食品供给的波动被历史证明是主要的原因。

政府可以加强对气候等自然条件变化的研究， 作好衣产品生产的预测， 分别针对供求失衡的性

状和原因，采取相应的财政、价格和流通政策，达到较快地调节供求的目标。 应该认识到，适时

调节食品进出口的政策， 对食品供求的短期均衡也具有一定的作用。

5．实现食品结构优化的调控主要从消费和生产两个角度进行。国外一般对食品消费不作

直接干预， 而采取政策引导和鼓励的措施。我国应该借鉴国外的这一做法。要引导城乡居民树

立科学合理的食品消费观念和食品消费结构。不可否认，我国城乡居民的食品消费观念和消费

结构有不合理的地方。我国恩格尔系数与国外同 等生活水平相比明显偏高， 这固然同我国居民

的消费结构与国外不同 有密切关系， 但我国居民食品消费观念与消费结构上存在的不合理因

素也是事实。要组织力量展开研究，确立中国人民的科学的膳食结构。 中国人民长期形成的以

植物性食物为主 的膳食结构，将会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以及外国饮食的示范效

应逐渐发生变化。但 是，一个民族的膳食结构是一个关系到食品生产发展方向和影响到民族身

体素 质的大事， 需慎重处之。我们认为，适当增加动物性食品是必要的， 但要注意适度。莹素搭

配、粗细搭配、干稀搭配的食物结构符合我国的传统，也能保证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脂肪达到

合理的结构，值得提倡。在增加动物性食品中，要注意在增加肉禽类的同时，更应重视牛羊等节

粮型动物产品的消费。在增加动物性蛋白质的同时，更要注意增加植物性蛋白质。要通过各种

途径和措施，宣传、引导科学的食品消费观念和方式，扭转普遍存在的大吃大喝、烟酒的过量消

费等现象。此外，要运用价格、税收等杠杆进行必要的调节，限制这些不合理、不科学的消费。产

业导向是优化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为实现食品供求结构的优化， 有必要实行科学合理的食品

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设想必须以居民食品消费的趋势为依据。在衣业产业方面：就粮食生产

而言，应注意发展细 粮，逐渐减少粗粮，适度发展杂粮；就肉类生产而言，应注意发展牛、羊、兔、

家禽业，基本稳定养猪业；就蔬菜生产而言，应注意发展各种特色菜、高档菜、绿色蔬菜、功能类

蔬菜，适当压缩大路菜；就果品生产而言， 不但要增加产量，更要发展品种， 提高质量；积极发展

水产养殖业和海洋捕捞业；积极发展蛋类业和奶业， 大量增加蛋品和牛奶的供应量。 在食品工

业方面：应控制酒类生产的数量， 压缩高度白酒的生产，适度发展低度白酒、葡萄酒、果露酒、黄

酒、啤酒等有利千保健的酒类；控制卷烟业的生产，以生产低焦油、低 烟碱、高品质、低危害的卷

烟；大力发展肉制品加工业、冷冻食品制造业、大米加工业、面粉加工业、粮油食品加工业、油脂

加工业；积极发展各类功能性食品、方便食品、绿色食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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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中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前景》，《中国渔业经济研究》1998 年第 1 期。

＠《奶类饮品城市需求有多大》，新生代市场监测机构供稿，葛道执笔，《经济参考报》1999 年 3 月 30 日。

＠朱忠玉：《我国 35 个城市副食品消费特点和
＂

菜篮子工程
”

发展趋势》，《农业经济》1998 年第 5 期。

＠赵国良、王凌彬：《谈未来十年我国食品供求结构的预测及对策》，《食品研究与开发》1998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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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Structures of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and the Cou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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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three stag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supply and de

rnand structure of food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ructures,and their 

future trend. It is believed that government should continually regulate food supply and de

mand, that the food policy should be the main regulation. Instrument and that the regul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depending on the different objectives and peri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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