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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农问题聚焦】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丁声俊
摘

要：深刻剖析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真实意图，以及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原因，得知造成中美货物贸

易逆差的责任完全在美国，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实质在于转移国内的结构性矛盾，扼制中国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
把握中美经贸摩擦必然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把战略的持久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
来，做好持久、积极应对的准备；保持沉着和定力，调整农业粮食对外贸易的原则和结构，坚持适度、适用和双赢。
同时，坚持制度自信和自觉，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专注锻造内功，夯实底气，强固根基，强健主体，强大
柱石，强化机制和强劲命脉，以经受任何风险的洗礼和考验，确保国家农业和粮食安全的主动权。
关键词：中美经贸摩擦；理性认识；从容应对；粮食安全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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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１９７９ 年 中 美 建 交 和 签 订 双 边 贸 易 协 定 到

２０１６ 年的近 ４０ 年间，中美两国贸易在协商中发展、
在曲折中前进、在论争中扩大，实现了互利双赢。 然
而，２０１６ 年，美国的新主政者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
逆差以及所谓的“ 美国吃亏” 和“ 盗窃技术” 等论调
为借口，拉开了中美经贸摩擦的序幕。 从 ２０１８ 年 ４

一、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的历史背景
美国挑起并升级经贸摩擦并非偶然，而是具有
深刻的历史背景。

１．美国霸权地位每况愈下

１９ 世纪 ７０ 年代和 ９０ 年代，美国的 ＧＤＰ 先后超

月到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美方挑起并不断升级摩擦，多次

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其间，１９４４

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特朗普又宣称要将征税范

开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简称布雷顿森林会议） 。

无端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惩罚性关

年 ７ 月 １ 日，４４ 个国家或政府的经济特使在美国召

围进一步扩大至 ５０００ 亿美元，最终将关税提高到

在美国的主导下，会议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地位的

３０％，几乎覆盖了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全部商品。 从
中美经贸摩擦伊始至今，由于美方态度多变，致使经
贸摩擦时紧时缓，时有演变，直到最近才达成第一阶
段协议。 然而，纵览世界百年未有之巨变，可以明察
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与多个国家经贸摩擦的背景、
起因及其实质。 本文着重以事实为根据，戳穿美国
肆意挑起经贸摩擦的幌子，并阐述我国应该采取的
基本方针和策略。 在农业粮食方面，要确保我国农

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 １９４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２２ 国代表在《 布雷顿森林协定》 上签字，正式
成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简称 ＩＭＦ） 和国际复兴
开发银行（ 即世界银行，简称 ＷＢ） 。 之后，又签订了
《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 简称 ＧＡＴＴ） 。 由此，美国确
立了世界经济的霸权地位。 从此，美国历任主政者
都不遗余力地巩固和保持这种霸权。 然而，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美国国力开始趋向衰退，为保住每况愈下

业粮食主动权，特别是确保民众口粮绝对安全，把中

的霸权地位，其便不择手段地打压威胁其霸权地位

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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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国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与美国相对照，中国经过 ４０ 多年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 放、 探 索 创 新，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取 得 巨 大 成 就。

１９７８ 年，中国确立并实施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

１．美国贸易政策的错误

一直以来，美国对华出口政策带有严重的歧视

性。 迄今，美国仍严格控制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
成为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的基本前提。 美国在长期奉

解放和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促使国民经济快速发

行这种不平等贸易政策的同时，却指责中国通过设

展。 迄今，我国数百种工农业产品总产量居世界第

定高进口关税和对出口行业进行非法补贴获得不公

一，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９０ 多万亿元；年货物进出口

总额高达 ３０．５ 多万亿元，而且结构优化，稳中向好，
稳居世界第一的地位。 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３０％，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

第一引擎，国际地位蒸蒸日上。 ① 中国的快速崛起，
必然会引起世界“ 守成大国” 与“ 新兴大国” 之间的
博弈。 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生怕丧失世界霸
权地位，对新兴大国抱有高度警觉和戒心，因此力图
遏制和阻止中国发展强大。

３．中美关系再次来到“ 十字路口”

平的贸易利益，以及中国在汇率政策上通过降低人
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口等。 然而，美国的指责都是违
背事实的。 人民币汇率虽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一定
影响，但影响有限。 世界银行统计的数据表明，１９９４

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 １∶８．７，而美国对中国货物
贸易逆差仅有 ２９４．９ 亿美元；２０１７ 年美元兑人民币
汇率降为 １∶ ６．６ 左右，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却
升至 ３７５２ 亿美元。 这表明，人民币汇率与中美两国
货物贸易巨大差额没有直接关系，绝不是中国对美
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和货物贸易巨额顺差的原

近年来，美国国内一些政客鼓噪和渲染美中脱

因。 造成中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的真实原因在于，

钩的论调，诱发两国关系严重倒退，再次来到“ 十字

中美两国在劳动力成本上存在巨大悬殊：中国在中

路口” 。 中国始终坚持认为，中美经贸关系本质上

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较高的比较优势，而

是互利共赢的，只有平等合作才是唯一正确出路。

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 如果中

基于这一理念，中国始终致力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美两国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的贸易结构，那就绝不可

并希望美方能秉持和而不同的态度，同中方相向而
行，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保留分歧，在互惠互利的基
础上深化合作，共同推动包括农业领域在内的中美
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中国一贯主张美中双方要
通过建设性对话、平等性磋商解决分歧，避免冲突，
共同建设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两国关系。 然
而，美国政府把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奉为圭臬，
逆经济全球化、多边主义和经济开放之潮流，肆意挑
起经贸摩擦，对中国极限施压。 针对美国的恶劣行
径，中国发布了《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

能出现巨额货物贸易巨额逆差。 但自 １９４９ 年以来，
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
口管制政策，直到 ２００７ 年，美国商务部仍然发布了

《 对华出口管制清单》 ，规定美国及其盟国不得向中
国出口 ２０ 个大类的高科技产品，从而致使美国对中
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贸易被严重抑制，造成美国在
该类产品上逆差数额不断扩大。 ２００４ 年美国对华
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为 ３６２．９７ 亿美元，到 ２０１４ 年
这一指标增至 １２３７．４３ 亿美元。 显然，美国对中国
长期实施歧视性贸易政策，导致中美贸易结构严重

立场》 白皮书，公告了事态演变的真相，阐明了中国

失衡，进而出现两国货物贸易巨额逆差。 如果美国

的政策立场，表达了妥善解决分歧、推动合作共赢的

改变控制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到中国的政策，那么，就

决心和意志。 ② 如今，站在两国经贸关系的“ 十字路
口” ，我国必须保持定力，理性认识和正确应对。
二、造成中美贸易逆差的原因分析

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２．美国统计方法的错误

美国错误地沿袭了两种高估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的统计方法。 一是用原产地统计方法。 在当今经济

近些年，中国对美国货物出口贸易巨额增长，并

全球化的时代，遍布各地的跨国公司无不在全球布

出现货物贸易的巨额顺差，美国将造成这种失衡的

局产业链和供应链。 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当

原因完全归咎于中国，并以此为借口挑起中美经贸

然会采取加工组装方式广泛参与全球供应链和价值

摩擦。 但是，美中货物贸易逆差并没有美国统计的

链。 但必须强调，中国从中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

那么高，造成贸易失衡的责任完全归于美方。

链中加工组装环节的增加值而已。 然而，美国却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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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对中国货物贸易
进行计算，实际上是把总的商品价值计入中国的出
口额中，这就直接导致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
被错误地夸大了。 以苹果手机为例，在中国完成组

装并出口至美国，每台手机出厂价为 ２４０ 美元，而中

中货物贸易逆差不断扩大。

４．美国以偏概全的错误

美国违背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账户的整体计

算方法，只算货物贸易额，不计服务贸易额。 众所周
知，国际贸易既包括各种货物贸易，又包括服务贸

国仅负责组装部分，每加工一台苹果手机只能赚取

易，通常都以经常账户进行统计：既要统计货物贸易

中国向美国的出口，这无疑明显夸大了中国的贸易

务贸易的收支（ 包括旅游、银行及保险业等各种服

８．４６ 美元。 但美国在海关统计中将其价值总额记为
顺差。 二是用转口贸易统计方法。 所谓转口贸易是
指生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行，而通过第三方进行

的收支（ 包括有形货物的进出口总额） ，又要统计服
务业的 经 营 总 额） 。 总 之， 现 金 账 户 包 括 货 物、 服
务、收入和经常转移四大类型的项目。 基于上述分

的贸易。 在中国对美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

析，中美贸易的统计与平衡必须对经常账户进行整

转口贸易从两个方面高估了货物贸易数据：一方面，

体统计分析，不能只片面地关注和计算货物贸易而

美国把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入中美贸易

忽略服务贸易。 美国的错误恰恰在于，只片面地统

总额中，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之

计两国间的货物贸易顺差，而忽视和不计中美服务

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另一方面，在统计美国对中国

贸易的逆差。 事实上，中国与美国之间服务贸易逆

的进出口时，美国官方按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而
按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
等费用被双倍计入了统计总额中。 此外，在美国对
中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还未将通过日本、韩
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转口贸易形
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 这必然扩大中美
货物贸易逆差。

３．美国张冠李戴的错误

差一直在不断扩大。 从 ２００９ 年的 １５３ 亿美元攀升
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３３１ 亿美元，增长了 １５． ２４ 倍。 ２０１７

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 １７２０ 亿美元，其中货物贸易
顺差 ４７６１ 亿美元，较上年下降 １７９．８ 亿美元；服务
贸易逆差 ２６１２ 亿美元，较上年扩大 １７０．４ 亿美元。 ③

中国的服务贸易逆差几乎等于美国在国际贸易中获
得的全部服务贸易的顺差。 可见，美国忽略和无视
两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全貌，以偏概全地扩大

美国在计算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时，把直接投资

了中美贸易逆差。 此外，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中国

母国（ 地区） 的贸易额硬算到中国头上。 所谓直接

居民在出境旅行、留学或就医期间所购买的数以几

投资贸易（ ＦＤＩ） ，是指一国的投资者将资本用于他

百亿的美国货物商品，包括大量生活必需品和文化

国的生产或经营，并掌握一定经营控制权的投资行

用品，被统计入旅行服务贸易项目下。 这意味着，大

为。 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即直接投

量原本应进入货物贸易的商品，却被统计入服务贸

资母国（ 母地区） 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

易中。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２０１７ 年中国旅行服

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日本、

额的比重高达 ８４．８％。 其中，美国又是中国居民出

东道国对 ＦＤＩ 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及东道国对第
韩国等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密集

型出口加工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 这些
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生产设备、
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然后在中国大陆地区

务贸易逆差为 ２２５１ 亿美元，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
境的一大目的地，所占比重更高。 除了旅行服务贸
易逆差之外，还有知识产权使用费。 ２００１ 年以来的
累计逆 差 额 一 直 在 不 断 扩 大， 已 高 达 ２０４９ 亿 美
元。 ④ 上述情况表明，仅从货物贸易角度来确定中美

进行加工制作，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 实际

贸易失衡，而忽视两国服务贸易领域中国逆差的收

上这是外资企业的母国（ 母地区） 对美国的出口，但

支状况，必然放大美中贸易逆差。

是在美国的进出口统计中却被全部计入中国对美国

此外，从经济学视角看，中美之间的贸易状况从

的出口，造成完全与实际贸易额不符的结果。 这就

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两国的要素禀赋，中美贸易完全

是常说的 ＦＤＩ（ 国际直接投资） 转移效应。 客观事实
表明，第三方对中国大陆直接投资生产并出口到美

国的贸易总额都转移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造成美

是市场的力量作出的选择和决定，是互利双赢的。
“ 中美建交 ４０ 年来，双边货物贸易额增长了 ２５２ 倍。
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报告，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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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仅美国对华出口就支撑了超过 １１０ 万个美国就

国仍进口美国大豆 １６６４ 万吨，占进口大豆总量的

业岗位。 ９７％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与中国做生意是

１８．９％。 ⑦ 不可忽视的是，中国还是美国猪肉、棉花、

美元成本。” ⑤ 这说明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中取

的重要消费市场。 这充分表明，在市场力量的推动

赢利的。 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

８５０

得了双赢的效果，根本谈不上“ 美国恩赐” 和“ 美国
吃亏” 。 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度尊重知识产

牛皮、坚果、水果、葡萄酒以及苜蓿等许多农牧产品
下，两国农业经贸合作已形成了优势互补、利益交
融、互利互惠的贸易格局。 然而，中美经贸发展的道

权保护，一贯严格遵守世界知识产权规定，不管是政

路是崎岖的，目前美方无端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就

府还是企业，从不要求更不会强迫任何国家转让技

是一股逆流。

术。 中国还高度重视改善营商环境，为加快形成中
国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创造法律
保障。 世界银行在最新的《 世界营商环境报告》 中
赞扬道：２０１９ 年，在 １２８ 个经济体中，中国成为营商
环境改革效果最大的 １０

个经济体中的佼佼者。 ⑥ 明

３．坚守定力，灵活施策

中美经贸摩擦是大国博弈，应对如此复杂的局

面，最为关键的是坚守战略定力，全力做好自己的事
情；灵活调整策略，掌握进退自如的主动权。 应对中
美经贸摩擦，必须有针对性地精准选择策略并及时

明是中国没有要求任何国家或企业转让技术，美国

进行调整：第一，采取对等贸易制裁策略。 对于美国

却肆意诬蔑中国盗窃技术，妄图通过利益敲诈、战略

针对中国产品或投资的贸易制裁，我国必须制定和

遏制、模式打压等行径，打乱中国发展进程。

采取相应的同等规模的产品或投资贸易制裁，作为

三、理性认识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

反制措施。 第二，采取反对技术封锁和技术垄断策
略。 针对利用自身的技术垄断优势地位来获取巨额

尽管中美经贸摩擦时缓时紧，但必须认清基本

垄断利益的美国跨国公司，我国可征收专门的技术

事实，即中美经贸关系既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和发

垄断关税以及进行反市场垄断罚款。 第三，采取精

展前景，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准性博弈策略。 面对美国针对我国打出的组合拳，

鉴于这一基本认知，我国要高屋建瓴、保持定力，确

我国应分清其政治性、经济性及价值观等本质特征，

定应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方针和策略。

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精确性对策，力戒落入美国策划

１．理性认识，立足持久

所谓理性认识，就是放宽视野，在更高、更广层

面上明察世界和认识世界，包括当前的中美经贸摩

的多重博弈策略的陷阱 中。 第 四， 采 取 坚 守 ＷＴＯ

规则策略。 坚持把 ＷＴＯ 规则作为反制和谈判的权
威依据，坚决维护其权威性和合法性。 第五，采取扩

擦。 美方把经贸摩擦强加在中国头上，我国必须坚

大开放策略。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条件下，我国要更

决应对，别无退路。 也就是说，我国只能与国际社会

大地打开国门，以我们的多元化应对美方的单边化，

共同努力，共同反对贸易霸权，共同维护自由贸易规

以我们的扩大开放应对美方的贸易保护，从而取得

则和多边贸易体制。 这是一个长期而艰巨、复杂而

更大的主动，占有更广的市场，赢得更多的话语权。

反复的过程。 经过几轮磋商，中美经贸摩擦目前似
乎出现了缓和或转机的迹象，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

四、创新制度，确保我国农业粮食主动权

的协议。 但是，美国政客仍然抹黑中国和打压中国

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农业粮食领域必须要做的

企业的事实告诫我们，绝不可放松警惕，必须做好持

是，认清中美经贸摩擦对中国农业粮食的影响，坚守

久应对的准备。

战略定力，灵活调整策略，掌握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２．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自 １９７９ 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两国经贸关系日

１．中美经贸摩擦对我国农业粮食的影响

美国挑起并不断升级中美经贸摩擦，绝不会给

益紧密，逐步成长为世界上影响力强大的双边贸易

中国造成重创和阻碍中国发展，相反会损害自己的

关系。 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不仅品种多，而且

信誉和导致本国销售市场的萎缩。 然而，我们也不

数量大。 以 大 豆 为 例，２０１７ 年 中 国 进 口 美 国 大 豆

可忽视经贸摩擦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可能

３２８５．４ 万吨，占进口总量的 ３４％。 中美经贸摩擦以

来，中国进口美国大豆的数量明显减少。 ２０１８ 年中
４２

冲击甚至撕裂包括农产品在内的产业链和供应链。
例如，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撕裂亚太区的农产品产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业链和供应链，短期内会对我国产品的进出口造成

粮食的财政化、机制化和法制化措施，依靠科技进步

消极影响，导致产品贸易受阻。 二是可能给包括农

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农业牧业粮食产业，依靠智能

业粮食在内的经济带来不利影响。 经贸摩擦会抬高

技术提高大宗农产品储备的智能化、绿色化、电子

贸易壁垒，特别是提高关税，加大外国购买本国商品

化、优质化储备保鲜技术；第八，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的难度。 三是可能在短期内影响某些农产品的进

法律法规制度体系，这是“ 以法护农、依法兴农” 与

口。 例如，大宗饲料粮、苜蓿等的进口量将会减少，
短期内会引发市场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
然而，经贸摩擦对中国来说，既是大挑战，也是

“ 以法护粮、依法兴粮” ，惩治市场上“ 假冒伪劣” 行
为的必要举措； 第九， 进一步建立和健全 “ 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 的制度，这是点燃广大民众和广大科

大机遇。 从发展的视角看，我国必然会采取有力措

技人员实施科技驱动战略热情与主动性的助燃器，

施：一方面，尽快有力调整和优化结构，包括产品结

是不断推进农粮高质量、高效益发展，以及不断强化

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等，加强应对的底气和实力；

农业粮食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措施；第十，进一步利用

另一方面，根据需要发展多角化贸易地区、多元化贸
易品种以及多形式扩大经济合作，开辟新的贸易合

“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优化配置资源的制度，这是
促进二者相互结合，相得益彰，以及扩大对外合作的

作伙伴和地区，从而增强我国的实力，在中美经贸摩

正确途径。 只要不断增强对我国农产品市场制度的

擦中立于主动。

自觉和自信，就能构筑起中国农业粮食产业持续发

２．探索创新制度体系，增强根本性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

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强大的优势，是应
对或平息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决定性因素。 就农业

展及安全保障的“ 四梁八柱” ，增强其应对、缓和与

平息经贸摩擦的效能，增强我国农业粮食的主动权。
３．贯彻粮食安全新战略，增强顶层性战略保障

鉴于当前中美经贸摩擦的一个重要领域是农产

粮食领域而言，我国虽然已经建立起一套制度体系，

品，包括大豆、玉米、肉类等多种对国内农产品市场

然而，制度的成熟和定型是逐步完善的过程。 在新

稳定有密切关系的产品，因此，有必要着重对在经贸

形势下，我国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创新事关“ 三农” 改

摩擦背景下确保农业粮食主动权的问题进行阐述。

革发展的制度体系，主要包括十个方面：第一，进一

必须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 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

步健全和完善“ 三权分置” 的土地制度，这是农业粮

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粮食安全新战略，这

食产业绿色持续高效发展、农民稳定增收的牢固根

一战略是确保“ 粮安天下” 的顶层性战略设计。 要

基；第二，进一步探索和创新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需

注重趋利避害，确保国家农业粮食主动权，切实做到

要的谷物收储制度，这是确保兴农强粮、富民的关键
举措，即保护农业粮食产业的重大措施；第三，进一

“ 三稳” ：优质粮食产能持续稳定提高；粮食市场和
粮食价格基本稳定；农民收入合理稳定增长。 近年

步建立和规范农产品市场制度，这是充分发挥市场

来，有一种蛊惑人心的论调认为：国外粮食成本低、

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

价格低，我国买粮比种粮合算。 这里且不说有的发

保证；第四，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农产品价格制度，这
是建立和完善农产品价格体系和发挥市场机制，尤
其是价格杠杆调节作用的必要步骤；第五，进一步建
立和加强农产品市场监管制度，这是规范市场主体
行为和市场交易行为，保护其合法权益，以及保障和
提高农产品质量与 “ 舌尖上安全” 的有效途 径； 第

展中大国贪吃美国的“ 便宜粮” ，放松国内粮食生产
而沦为“ 饥饿之国” 的教训，只要考察一下世界粮情
就清楚。 目前全球粮食贸易总量每年在 ４ 亿吨左
右，大体占我国年消费量的 ２ ／ ３ 左右。 其中，谷物贸

易量更少，大米约为 ４０００ 万吨，小麦约为 １．５ 亿吨。
说实话，就是把这些贸易粮全部供应中国，也远远不

六，进一步加快建立健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的法

能满足国人需要。 事实告诫我们：单纯仰仗和依赖

律制度，这是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包括绿色

国外粮食养活国民的思想只能是一种空想。 我们必

低碳生产、加工、供应和消费的必要举措；第七，进一
步加强和充实农业支持保护制度体系，这是长期发
挥良好效应的长效手段，诸如：依靠多元化融资渠道
开辟资金来源，尤其是必须建立公共财政支持农业

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障近 １４ 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只能立足国内，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上，而且要装自己
的粮食。
当然，强调立足国内，并不意味着排斥扩大开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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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优先选择在与我国东北接壤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合作

的辩证统一关系。 所谓立足国内，是指持续稳定提

种植经营，也可与美国、阿根廷和巴西等国进行大豆

高国内优质粮食产能，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

贸易。 大米可优先选择南亚和东南亚诸国，像泰国、

自己手上。 我国不排除适量进口优质粮食等农产

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 小麦可

品，但不能脱离国内需要过量进口，加重国内市场压

优先选择从乌克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阿根廷、

力。 换句话说，满足民众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必须立

欧美等地进口。 玉米可考虑从美国、俄罗斯、巴西、

足国内生产，只应适度进口适用的农产品。 以此，避

乌克兰、阿根廷等国引进。 菜籽和菜籽油可优先选

免“ 国产粮食进粮仓、进口粮食进市场” ，以及“ 粮食

择从印度、加拿大和欧洲进口。 此外，对于乳品、畜

增产、库存增长、进口增加” 等“ 三增” 这一匪夷所思

禽、果类等土特产品的进口，都要采取主动有效的措

的现象。 所谓农业和粮食扩大开放，是指既包括农

施，实现进口多角化、品种多样化。

牧业产品的进口和出口，又包括引进或输出现代农
业粮食先进工艺技术装备，还包括在国内外更广阔
的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 例如，走出国门建设种植
园、农业园或加工企业，并融入全球产业链、供应链
和价值链，其生产经营与当事国形成利益共同体，实
现互利共赢。

４．调整贸易策略，增强精准性策略保障

５．狠抓改革“ 主线” ，增强合理性结构保障

以农业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深

化合理性农业粮食产业改革，促进实现“ 三高” ，即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供给和高效益经营。 采取这一
策略，既是推动农业粮食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内容，
也是应对经贸摩擦的重大措施。 实现“ 三高” ，核心
是满足民众不断升级的消费结构升级的需求；重点

一个国家的农产品进出口结构，攸关农业粮食

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提高供给质量；途径是调整

的主动权，攸关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总结

和优化农业粮食“ 供给侧” 结构，与“ 需求侧” 结构升

和反思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历史，亟须在吸取经

级相适应；目标是提升农业粮食产业的创新能力、竞

验教训的基础上，转变和调整粮食等农产品进口结

争能力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而增强新动能，加快实现

构，建立健全进口产品合理化，进口国家和地区多角

由农业粮食大国向农业粮食强国转变。 农业粮食产

化，确保农业粮食产业安全化等“ 三化” 的进出口结

业向“ 三高” 转变越快、成效越大，我国应对经贸摩

构，避免依赖个别国家酿成被动局面。 “ 如今，中国
已成为全球最大农产品进口国，进口额占全球农产

品贸易额的 １ ／ １０，粮棉油糖肉奶等大宗农产品全面

擦的实力和底气就越足。

６．坚持创新思维，增强先导性思维保障

应对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必须以创新思维为

净进口。 ２００４ 年以来农产品贸易持续逆差，目前逆

先导，坚持底线思维的方法，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做

产品进口额的 ７０％左右来自美国、巴西、东盟、欧盟

强抵御市场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突发事件风险的

差额已达每年 ４００ 亿—５００ 亿美元的规模。 中国农
和澳大利亚。” ⑧ 这意味着，我国既是世界上最大的
粮食肉类生产国，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农牧产品净
进口国，预计我国对优质农牧产品的需求量和进口

到思有所“ 虑” 、心有所“ 戒” 、行有所“ 惧” ，不断增
能力，确保“ 粮安天下” 。

第一，确保“ 天下粮田” 根基。 土地，尤其是土

地中的精华耕地，是农业粮食生产的基础，必须严守

量还将进一步扩大。 因此，农产品进口必须转向上

１８ 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１５．５ 亿亩，到

所谓多角化，就是指从多个国家或地区选择最

粮食优质产能， 年总产量要稳定在 ６． ３ 亿吨以上。

述的“ 三化” ，特别是转向多角化。

适宜的多元化进口对象。 其选择条件是：完全符合
国内各项需求，包括品种、数量和质量，以及供货的
稳定性和性价比的最佳性；运用市场化规则进行贸

２０２２ 年建成 １０ 亿亩高标准农田，以持续稳定提高
其中，重点提高优质专用稻谷、小麦和玉米及多种杂
粮作物的产量，为“ 粮安天下” 奠定牢固的基础。
第二，确保“ 天下粮人” 主体。 农民是农业粮食

易，坚持平等、互惠、互利原则；遵守 ＷＴＯ 规则，奉

产业的主体和力量源泉。 基于此，我国必须把保障

本，有利保质减耗。 按照这些条件，我国要根据不同

措施包括： 坚持实施和完善土地 “ 三权分置” 的 改

行多边主义与贸易开放主义；物流便捷，节约运输成
农产品品种，选择不同进口国或地区。 例如，大豆可
４４

广大农民群众权益置于改革发展的核心地位。 关键
革；坚持实施和完善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制度，以

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理性应对

及实施优质优价政策，保障农民的财产权和受益权，

资源保护涵养工程，增强水资源可持续供给能力。

如是，切实做到“ 五个确保” ，就强固了根基，强

促使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第三，确保“ 天下粮仓” 柱石。 国家粮食储备是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的
“ 定海神针” 。 我国要进一步改革和健全国家粮食

垂直储备制度，建立数量足、质量优以及结构合理、
技术方法先进的粮食储备，并通过科技创新提高机

健了主体，强大了柱石，强化了机制和强劲了命脉。
全面实 现 “ 五 强” 之 日， 即 中 国 农 业 粮 食 “ 由 大 变
强” ，牢牢掌握主动、立于不败之时。
注释

械化、科学化和智能化的储粮水平，进一步夯实国家

①《 改革开放 ４０ 年： 中 国 国 际 地 位 显 著 提 高， 国 际 影 响 力 明 显 增

第四，确保“ 天下市场” 机制。 保障粮食市场稳

理性应对挑战———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 ，《 经济

粮食储备的“ 圧舱石” 和“ 定海神针” 。

定攸关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 其基本途径是充分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发挥政府
的调控作用。 推广普及现代业态和“ 互联网 ＋ ” 流通
模式，包括建立健全城乡一体化的连锁体系，保持粮
食市场供应稳定、粮食价格稳定和市场秩序稳定，为
社会安定和经济稳中前进提供保障。
第五，确保“ 天下水利” 命脉。 完备的农田水利
工程设施是农业粮食稳产高产、提质增效的必要条
件，亟须对水利设施提档升级。 必要措施包括：总体
上要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大治理，抓紧实施“ 三
大工程” ：大兴农田水利工程，夯实农业粮食生产的

强》 ，《 统计微讯微信》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 ②欧阳优：《 保持战略定力
日报》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③《 美国夸大了中美贸易逆差额》 ，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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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基础；建设高标准粮田工程，集中打造优质高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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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绿色生态安全的高标准永久性粮田；实施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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