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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进行测算，明确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时空变化及重心转移路径，为提高

我国粮食安全水平、降低粮食安全脆弱性提供参考依据。【方法】基于综合指数法测算2000—2018年我国粮食安全脆

弱性指数，运用GIS分析工具分析其空间变化和重心运动轨迹。【结果】从时间来看，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呈下降

态势，表明我国粮食安全性越来越高，抵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从空间来看，2000年我国粮食安全低脆弱性地区主要

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较高脆弱性地区主要处于中部地区，高脆弱性地区主要是内蒙古和西藏两地；2005年我国粮

食安全脆弱性呈现中、高脆弱性地区增加，较高脆弱性地区降低的空间特点；2010年粮食安全脆弱性变化相对较大的

省份是四川和上海两地；2015和2018年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化趋于稳定，主要表现在较低风险区主要集中在东北、

江浙及四川等地，中脆弱性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南地区，较高脆弱性主要集中在京津翼、云贵及西北地区。从重心转

移路径来看，较低脆弱性和中脆弱性路径变化相对较大，较高和高脆弱性路径变化相对较小，重心相对集中。【建议】

强化灾害预警功能建设，加大灾后重建工作力度；多渠道提高农户收入，降低农户与非农户之间的工资差额，提高农

民生产积极性；争取政策扶持，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以科技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扩大粮食消费需求量，建立符

合地方实情的粮油质量标准体系和粮食生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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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To measure 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dex，to clarify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and the path of gravity shift，to improve the level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and
reduce the vulnerability of food security.【Method】Based on the comprehensive index method，the China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dex from 2000 to 2018 was measured，and the spatial variation and center of gravity motion trajectory
were analyzed using GIS analysis tools.【Result】From the time point of view，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dex
showed a downward trend，indicating that China’s food security wa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and its ability to resist
risks was getting stronger and stronger. From a spatial perspective，China’s food security low vulnerability area in 2000
was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regions，the vulnerability area were mainly in the central region，and
the highly vulnerability areas were mainly in Inner Mongolia and Tibet. In 2005，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showed an increase in medium and highly vulnerability areas，and decrease in vulnerability areas. The areas with rela-
tively large changes in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 2010 were Sichuan and Shanghai；the spatial changes in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 2015 and 2018 tended to be stable，the lower risk are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Northeast，Jiangsu，
Zhejiang and Sichuan，the medium vulnerability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western areas. The vul-
nerability area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Yunnan-Guizhou and Northwes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hift of gravity，the path changes of low vulnerability and medium vulnerability areaswere relatively
large，paths of the vulnerability areas and highly vulnerability areas were relatively small，and the center of gravit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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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粮食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粮

食安全已纳入国家战略，在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

的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长期而艰巨的任

务（高延雷等，2019）。粮食安全受自然、社会和经济

因素的综合影响，一方面，我国是人口大国，农业生

产条件复杂，且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地非农化现象

日益严重，粮食安全面临极大威胁（彭锁，2019）；另

一方面，农地非农化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反作用于

农业生产，提高粮食产量，保障粮食安全。从人地耦

合系统的视角来看，脆弱性是指自然、社会、经济和

环境因素共同决定的系统对其过程胁迫的易损性，

以及系统在受到破坏和伤害后的恢复能力，主要取

决于系统的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3个要素（李文

龙等，2018）。因此，将粮食安全与脆弱性结合研究

粮食安全脆弱性，对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降低粮

食安全脆弱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前人研究进展】

粮食安全一直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领域（李俊高

等，2019），主要集中在粮食安全脆弱性的评价、驱动

机制、政策建议及单一因素对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影

响。公茂刚和王学真（2009）以发展中国家为例，分

析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原因，认为自然灾

害、战乱冲突等是导致粮食安全脆弱性的主要原因；

刘杰（2013）认为气候变化对粮食安全脆弱性的影响

较大；方修琦等（2014）以气候变化直接影响粮食生

产水平为起点，分析得出耕地、人口、政策及外来势

力均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起放大或抑制的作用，气

候变化影响的驱动—响应关系不能归结为简单的因

果关系；蔡文香等（2015）认为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

应通过加强对各类气象灾害的预防和防御、加大对

粮食生产的补贴力度等方式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姚

成胜等（2019）认为我国粮食安全系统脆弱性的主要

驱动因子是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和城乡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本研究切入点】目前针对粮食安全脆

弱性的研究主要为粮食安全脆弱性时间变化的评价

分析，而空间变化最能展现粮食安全脆弱性区域差

异（李洁等，2012），关于此方面鲜见报道。【拟解决的

关键问题】在建立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基

础上，分析我国2000—2018年粮食安全脆弱性的时

间变化，进一步研究2000、2005、2010、2015和2018年

4个年份粮食安全脆弱性的空间变化，并运用GIS平

均中心功能，分析粮食安全脆弱性18年间的重心转

移路径及时空变化状况，为提高粮食安全管理提供

理论参考。

1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 1 研究方法

1. 1. 1 变异系数法 变异系数法是直接利用各项

指标所包含的信息得到指标权重的客观赋权法（何

学敏等，2019），本研究在选取指标时，由于各指标所

表述内容不一致，为缩小各指标的差异性，故选取该

方法。计算步骤如下：

（1）无量纲处理。通过离差标准化进行数据

处理。

X'ij=
X ij - Xmin
Xmax - Xmin

①
X'ij=

Xmax - X ij
Xmax - Xmin

②
式中，X'ij为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Xij、Xmax和Xmin

分别为实际值、最大值和最小值。若指标为正向时，

采用公式①，若指标为负向时，采用公式②。

（2）求指标的平均数Xij和标准差Sij。

Xij=
1
m∑i = 1

m

X ij，i=1，2，⋯，m

Sij=
1

m - 1∑i = 1

m ( X ij - -X ij )2，i=1，2，⋯，m

（3）计算各项指标的变异系数Vij和权重Wij。

Vij=
S ij
X ij

，i=1，2，⋯，m

Wij=
V ij

∑
i = 1

m

V ij
，i=1，2，⋯，m

1. 1. 2 综合指数法 综合指数法指在确定指标权

重的基础上，将其与标准化的数值进行相乘得到所

relatively concentrated.【Suggestion】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saster early warning function and strengthen the
work of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multi-channel to increase farmers’income，reduce the wage difference between
farmers and non-farmers，increase farmers’enthusiasm for production；strive for policy support，increas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expand the de-
mand continuously for grain consumption and establish a grain and oil quality standard system and a grain production sys-
tem in line with local conditions.

Key words：food security；vulnerability；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shift of gravity
Foundation item：Hunan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2019JJ40199）；Educational Reform Project of Hunan Educa-

tion Department（2019291）；Doctor Initiation Project of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16BSQ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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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结果，以期能够反映出特定系统的整体状况

（刘圆圆和滕健，2011）。计算公式如下：

F=∑
j = 1

m

X'ijWij

1. 2 指标体系构建及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均来源于2000—2018年的《中国统

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基于

科学性、时效性、数据可获取性并结合相关文献（方

修琦等，2014），从暴露程度、敏感性及适应能力3个

系统分析，并结合每个系统压力—状态—响应准则

层确定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

暴露程度是指系统遭受的各种压力和冲击；敏感性

是指系统受到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的程度；适应能

力是指系统能够处理、适应协调及从胁迫造成的后

果中的恢复能力。

首先，从暴露程度来看，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

化发展不断加速，农地非农化现象严重，大量的水资

源、土地、劳动力等农业生产要素流向城镇和非农

业，因而，农业生产面临一定的威胁；其所表现出来

的则是在农业生产中粮食不足的发生率及农作物的

成灾率，粮食供给产生较大压力，最直接的表现是当

年农产品产量，因此，暴露程度指标压力层选取人均

耕地面积、人均粮食播种面积及单位农用化肥施用

量3项指标，状态指标包括粮食不足发生率和农作物

成灾率2项指标，响应指标主要包括农产品产量1个

指标。

其次，从敏感性来看，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非

农业比例不断上升，非农人员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农

业人员，因而人们更愿意从事非农业产业，进而引起

农业从业人口和农业产值的变化，在此压力下，势必

也会影响粮食类价格指数和农户类的平均工资水

平，最直接的变化则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因此，敏

感性压力指标包括农业从业人口、农业产值占总产

值比例及人均粮食占有量3项指标；状态指标包括粮

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平均年

工资2项指标。

最后，从适应能力来看，为保障粮食供给稳定，

国家会增加对粮食生产的支出和扶持力度，农户也

会做出相应变化，在此变化下，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

善，因而也会促使人们购买能力的变化，适应能力系

统压力指标包括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规模和农资投入

量、人为投入对环境变化认识及适应能力2项指标；

状态指标包括农业机械化水平和有效灌溉率2项指

标；响应指标包括人们通过购买粮食适应粮食短缺

的能力1项指标。

1. 3 统计分析

运用GIS 10.1的ArcToolbox工具中平均重心功

能测算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重心变化路径；将统计

年鉴等的原始数据输入GIS，Symbol功能将粮食安

全脆弱性指数划分为低脆弱性、中脆弱性、较高脆弱

性和高脆弱性4个等级。

2 我国粮食安全的脆弱性时空变化及
重心转移分析

2. 1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时间变化分析

从图1可看出，我国粮食安全暴露程度指数变

化可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为平稳

下降阶段，指数从2000年的0.325下降至2007年的

0.261，年均下降率为2.81%，暴露性指数下降表示该

阶段粮食安全脆弱性降低，向良好趋势发展，主要得

益于该阶段农作物成灾率大幅下降和粮食产量的大

比例上涨；查询相关数据可知，农作物受灾率由2000

年的62.85%下降至2007年的51.15%，粮食产量由

2000年的46217万t上涨至2007年的50414万t，年均上

涨率为1.30%。第2阶段（2008—2015年）为波动上涨

阶段，期间暴露程度指数变化相对较大，且在2008年

出现1个峰值，此时指数为0.368，主要是由于2008年

农业灾害相对较多，如雪灾、旱灾致使当年的成灾率

较高，2009—2015年出现的态势为缓慢增长，主要是

由于该阶段单位农用化肥使用量的大幅增加，由

2009年的0.33 ha/t上涨至2015年的0.37 ha/t，2015年

单位农用化肥使用量为历史最高。第3阶段（2015—

2018年）为快速下降阶段，主要得益于单位农用化肥

系统层
System
layer
暴露程度
Exposure

敏感性
Sensitivity

适应能力
Adaptability

准则层
Index
layer
压力

状态

响应
压力

状态

响应
压力

状态

响应

指标层
Standard layer

人均耕地面积
人均粮食播种面积

单位农用化肥施用量
粮食不足发生率
农作物成灾率
农产品产量

农业从业人口
农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

人均粮食占有量
粮食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从事农业生产农户平均年工资
恩格尔系数

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规模和农资投入量
人为投入对环境变化认识及适应能力

农业机械化水平
有效灌溉率

人们通过购买粮食适应粮食短缺的能力

权重
Weight

0.061
0.064
0.061
0.051
0.047
0.058
0.058
0.063
0.062
0.054
0.061
0.046
0.067
0.069
0.068
0.054
0.056

表 1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index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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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量的下降和农产品产量的上涨，2018年单位农

用化肥使用量为0.21 ha/t，该阶段暴露程度指数呈急

速下降态势。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敏感性指数可分为两个

阶段。第1阶段（2000—2010年）为上涨阶段，敏感性

指数从2000年的0.114上涨至2010年的0.178，年均增

长5.61%，主要原因是2000年以来我国农业从业人口

快速下降，且农业人业人口的工资明显低于从事非

农人员的工资；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00年农业从业

人员数为36042.5万人，2010年下降至27930.5万人，

而农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2000年为4688元，非农

产业人员平均工资为9333元，约为农业人员工资水

平的2倍，2010年农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16717元，非

农从业人员平均工资36539元，约为农业人员工资水

平的2.18倍，工资水平的差距反过来使得农业从业

人口比例下降；另外，2000年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为

50%，2010年农业从业人口占比为36%，农业从业人

口的减少直接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的缺失，对粮食

安全造成了一定影响。第2阶段（2010—2018年）为

波动下降趋势，农业从业人员基本稳定在30%左右，

大量惠农政策的实施在2010年之后也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如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健全强农惠农政

策体系，极大地提高了农户的积极性。

从图1还可看出，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适应能

力指数呈不断上升的态势，由2000年的0.157上涨至

2018年的0.402，以年均19.51%的增速上涨，主要得

益于各项指标均有较大的提高，如2000年以来政府

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大力投入，农业机械总动力由

2000年的52573万kW上涨至2018年的100000万kW，

大型机械使用量以倍增的速度用于农业生产，农业

有效灌溉面积也从2000年的5382万ha上涨至2018年

的68027万ha，农村水电建设完成投资额及农业总投

入均有了大幅度增长，因此，适应能力指数呈不断上

升态势。

从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综合指数来看，整体呈

下降趋势，表明2000—2018年我国粮食安全程度越

来越高，抵抗灾害风险能力越来越强。粮食安全脆

弱性指数从2000年的0.282下降至2018年的-0.091。

主要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为缓慢

下降阶段，该阶段脆弱性综合指数变化态势与暴露

程度系统趋于一致，主要是由于暴露程度指数呈下

降态势，适应能力指数呈快速增长态势，虽然敏感性

指数呈小幅度上涨，但整体发展态势向良好发展，因

此脆弱性指数从2000年的0.282下降至2007年的

0.173；第2阶段（2008—2015年）呈波动下降态势，期

间在2008年出现峰值，峰值指数为0.283，可见主要

是受暴露程度指数的影响，而影响暴露程度指数的

主要因素是由于2008年自然灾害，可见应通过预防

自然灾害、提高灾害修复能力等方式提高粮食安全

脆弱性水平；第3阶段（2015—2018年）呈急速下降态

势，由2015年的0.096下降至2018年的-0.091，主要是

受适应能力指数的影响，表明粮食安全脆弱性由主

要受暴露程度指数影响转为受适应能力指数影响。

2. 2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化分析

2. 2. 1 2000年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程度地区划分

对应GIS空间分析工具得出的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

4个等级，可将我国各省份归入各等级中，以表现粮

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差异。

（1）低脆弱性地区。2000年我国粮食安全低脆

弱性地区有河北、甘肃、江苏、安徽、浙江、云南和广

图 1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时间变化趋势
Fig.1 Temporal trends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vulnerability 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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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主要分布在东部和南部地区，表明这些区域粮食

安全性高，抵御粮食安全风险能力强，其中原因是南

部地区（云南、广西）水源充足、雨热同季，有利于粮

食生产的先天条件，与此同时，南部地区人口分布

少，云南人口为3756万人，广西人口为4751万人，农

作物承载率相对较小，因此，该地区粮食安全脆弱性

低；而东部地区处于沿海，地方经济带动的农业发

展，其农业人口虽相对较少，但农业机械化及农业科

技投入水平高，因此，抵御农业风险程度强。

（2）中脆弱性地区。粮食安全中脆弱性地区有

黑龙江、辽宁、四川、山东、河南、青海、福建、广东和

海南，主要是由于黑龙江、辽宁和四川农业资源丰

富，有利于农业生长，但农用化肥使用量远高于其他

地区，如2000年辽宁和黑龙江的单位农用化肥使用

量分别为0.37和0.35 t/ha，远高于我国单位农用化肥

使用量；而山东、河南和青海主要是由于人均粮食产

量处于中等水平，且无较大自然灾害；福建、广东和

海南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条件，

但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因此，粮食安全脆弱性略

高于云南和广西。

（3）较高脆弱性地区。粮食安全较高脆弱性地

区有吉林、新疆、陕西、湖北、贵州、重庆、江西、湖南、

上海、北京、辽宁和天津。其中，由于2000年吉林气

温高、雨水少，主要产区严重干旱，导致粮食产量较

上年减少三成以上，播种面积减少四成以上；由于北

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业生产逐渐转移导致；其他

地区处于中部，地势相对复杂且变化多样，雨热条件

相对较差，因此，其暴露程度指数相对较大，但其敏

感性指数相对较低，农业生产对总产值的贡献相对

较大，如湖北的农业地区总产值比为37%，因此，从

整体来看，其粮食安全脆弱性处于较高状态。

（4）高脆弱性地区。粮食安全高脆弱性地区主

要是内蒙古和西藏两地，其暴露程度指数和敏感性

指数均相对较大，对粮食安全系统冲击较大，由于其

粮食生产条件先天不足，且从事农业技术工作的人

员很少。据相关数据，两地农业技术人员仅占总农

业从业人员数量的5%，无法以农业技术支撑提高其

农业水平，与此同时，农业自然灾害较多，也在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农业发展，因此，处于高脆弱性阶段。

2. 2. 2 2005年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化 相

对2000年而言，2005年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呈现中、

高脆弱性地区增加，较高脆弱性地区减少的特点。

其中：（1）低脆弱性增加的是四川、广东和山西，四川

主要得益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其主要农产品向优

势区域集中，形成了4个优质水稻和3个双低油菜优

势生产区域，从而直接带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与此

同时，“万名农业科技人员下乡行动”直接提高了农

产品产量；广东和山西主要得益于先进农业技术的

发展。（2）高脆弱性增加的是新疆和北京，新疆主要

是由于农业种植成本较高，农户农业收入低，农户人

均年收入2482元，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255元），无

法带动农户种植的积极性；而北京主要是由于二三

产业的高速发展、农地非农化现象严重，人均耕地面

积及人均粮食产量下降明显，人均耕地面积由2000

年的0.06 ha/人下降到2005年的0.04 ha/人，导致北京

粮食安全脆弱性增加。（3）较高脆弱性减少的是吉

林、天津、重庆和贵州，主要是由于人均粮食产量的

增加及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田水利基本设施投入的

增加，基础设施投入约以年均7%的速度增加。

2. 2. 3 2010年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化 2010

年粮食安全脆弱性变化相对较大的是四川和上海。

四川从2005年的低脆弱性上升至较高脆弱性，主要

是由于2008年的自然灾害使四川省农业生产水平下

降，2009—2010年属于农业灾后修复期，四川省虽通

过“抢补“等多种方式修复农业生产，但依旧增加了

其农业风险性；上海从较高脆弱性上升到高脆弱性，

主要是非农产业的高速发展使得许多农户从事非农

产业，农业从业人口大量减少，据相关数据统计，上

海农户人口以年均5%的速度下降，对粮食生产造成

了直接损害。

2. 2. 4 2015和2018年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

化 2015和2018年粮食安全脆弱性空间变化相对于

2000、2005和2010年而言趋于稳定，主要表现在较低

风险区主要集中在东北、江浙及四川等地。东北地

区较高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和得天独厚的先天条件决

定其低风险；江浙地区虽农业种植面积少，但得益于

农业高科技人才及高度发达的农业机械化水平；四

川主要是得益于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从业人员的增

加。中脆弱性主要集中在中部和西南地区，这些地

区农业发展速度相对平稳，抵抗农业风险程度相对

较好。较高脆弱性主要集中在京津翼、云贵及西北

地区。

2. 3 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重心转移变化分析

数据分析表明，我国粮食低脆弱性重心转移路

径为浙江—安徽—黑龙江—四川—四川，其重心区

域差异性相对较大，表明经历了相对复杂的变化过

程。其中，2000—2005年从浙江向安徽转移，不断向

长江中下游方向移动，表明这段时间长江中下游地

区粮食安全程度高，抗风险能力强；2005—2010年从

安徽向东北地区移动，主要是由于随着农业化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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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化的快速发展，东北地区农业水平相对较高，同时

也给农户带来了较大收益；2010—2018年重心在四

川趋于稳定，表明四川周边区域粮食脆弱性向良好

态势发展。中脆弱性重心转移路径为黑龙江—吉

林—山西—江西—江西，整体上从东北向中部地区

偏移，2000年东北地区粮食安全程度高，脆弱性低，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部地区粮食安全程度也在逐

渐提高，抗风险能力强，主要是由于其农业发展虽未

经历过大幅度上升阶段，但整体态势发展相对稳定，

因此，中脆弱性重心缓慢向其靠近。较高脆弱性重

心转移路径为陕西—广西—广西—广西—广西，高

脆弱性重心转移路径为西藏—西藏—西藏—西藏—

新疆，两者重心区域差异性不显著，主要围绕广西和

西藏发展，其中原因是广西、西藏等地先天粮食生产

条件处于弱势，农业技术人员偏少，再加上雨水不

足、干旱等原因，因此，较高和高脆弱性重心区域差

异性不明显，主要围绕广西和西藏两地发展。

3 讨论

本研究运用综合指数法对2000—2018年我国

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指标体系进行测算，结果表明

粮食安全脆弱性指数呈下降态势，表明我国粮食安

全性越来越高，抵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强，该结论与蔡

文香等（2015）在分析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测算所得

出的结论基本一致。本研究在对脆弱性指数进行进

一步测算的基础上，运用GIS 10.1分析其空间变化

和重心运动轨迹，结果显示较低脆弱性和中脆弱性

路径变化相对较大，较高和高脆弱性路径变化相对

较小，重心相对集中，较低脆弱性和中脆弱性变化表

明，农民收入和抗风险能力是缩小区域间差异的主

要原因，能够提升各区域的粮食安全水平，维护粮食

安全。该结论与殷培红和方修琦（2008）的结论有所

不同，其研究认为夏季季风区边缘地带的农牧交错

带和秦岭地区，以及南方贫困的丘陵地区属于资源

型粮食短缺地区，广西、广东南部及东部沿海等地区

属于结构性粮食短缺地区，过低的粮食自给率已影

响到粮食安全应急保障能力。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

可能是研究指标体系和研究时间不同。

4 建议

4. 1 提高灾害预警功能，加大灾后重建工作是基础

本研究结果显示，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及粮食

安全影响相对较大。因此，在不能避免自然灾害的

难点下，要提高灾害预警功能，如加强自然灾害预警

能力建设，建立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机制等，强化技术

指导服务，同时要加强灾害监测网站及预警信息发

布能力建设，通过各种手段解决灾害预警发布，重点

防范洪涝、台风、旱霜等灾害。同时，在自然灾害一

旦发生时，要加大灾害重建工作力度，确保农户生活

和农产品产量不受影响。

4. 2 提高农户收入，减小农户与非农就业者工资

差额是关键

农户从业人员大幅度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

农户与非农就业者工资差额巨大，导致农户转非农

工作者较多，因此，一方面，必须让农户收入得到保

证，不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稳步提高农户

工资，降低农户与非农就业者的工资差额；另一方

面，让农户享受到在家工作也能实现生活富裕，可同

步通过稳定农民家庭经营收入，通过规模经营以保

证农业生产经营者收入持续增长，还可增加农民财

产性收入，如盘活农村集体资产等方式能极大增加

农民财产性收入，达到增加农户总体收入的目的，从

而减小农户与非农就业者的工资差额。

4. 3 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

是保障

近些年来粮食安全脆弱性降低的主要原因得

益于农业水利及农业机械的投入，因此，为确保粮食

安全，应继续保持并加大投入力度，把握乡村振兴的

良好机遇，优先发展农业农村事业，通过引入农业科

技人员等方式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以保障粮食安

全，降低粮食安全脆弱性。与此同时，可依靠高校、

农业科学院等核心机构开展农业机械化研发工作，

提高机械化研发水平。

4. 4 推进经济增长，进一步优化粮食生产体系

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粮食消费总量持续扩大，

一方面，粮食生产总量和人均粮食占有量在保证粮

食安全方面依旧是重要因素，国家应大力发展并扩

大粮食生产力，通过优化粮食生产体系等提高粮食

生产力，加快建立土地流转市场，培育农业大户，发

展农业合作组织，同时调整粮食种植结构，以达到最

优粮食生产体系，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应

根据各地区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如甘肃等地，对优

质小麦、马铃薯、玉米、油橄榄及特色杂粮作物应优

先扶持；中部沿黄地区、河西灌区等地，大力发展优

质春小麦种植；陇东南可发展优质冬小麦种植，河西

杂交玉米制种；陇东及中部地区可发展小杂粮产业；

在此基础上，制定并完善特色粮油质量标准体系，作

物种植上形成以小麦、玉米、马铃薯为支撑，特色杂

粮为补充的粮食生产体系。

夏汉军等：我国粮食安全脆弱性时空变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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