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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产品加工是把农产品按其用途分别制成成品或半成品的生产过程。食品产业是农产品加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现代
食品产业发展的整体技术水平和现代化程度往往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区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程度的
重要标志。本文阐述了我国食品产业发展的战略背景、分析了当今我国食品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剖析了目前我国食
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食品产业的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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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Strateg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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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s the process of manufactur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o finished and semi-finished products. Food industry is the essential par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The overall technic level and the degree of modernization
of food industry are important indicator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of a nationality, a
country or a region.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roblems faced by Chinese
food industry are analyz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food industry in China is also proposed.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food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ategy

一、前言

盐加工业及其他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含糕
点糖果制造业、乳品制造业、罐头食品制造业、发

农产品加工是把农产品按其用途分别制成成品

酵制品业、调味品制造业及其他食品制造业）、饮

或半成品的生产过程。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类，通

料制造业（含酒精及饮料酒、乳饮料制造业、制茶

常将以下 12 个行业作为农产品加工业的主要大行

业等）、烟草制造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

业，即食品加工业（含粮食及饲料加工业、植物油

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

加工业、制糖业、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水产品加工业、

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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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橡胶制品业。食品产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04―2014 年，我国食品工

业是农产品加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

业总产值及与农、
林、
牧、
渔业总产值比例如图 1 所示。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最重
要的物质基础。食品产业上牵亿万农户，与“三农

（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带动食品消费及食品产

问题”密切相关，下联亿万国民，与公众的饮食安

业的快速转型

全和健康息息相关，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至关重

按照国际经验以及国外经济发展阶段划分的

要，是人类的生命产业，是一个最古老又永恒不衰

相关理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的常青产业，是世界制造中的第一大产业。因此，

6 000 美元以上时 [1]，其经济发展将进入到一个重

食品产业发展水平成为反映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要的转折期，处于由“工业化后期”向“后工业化

水平及人民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现代食品产

社会”过渡的阶段，也标志着进入向高收入国家和

业是一个涵盖农业食品原料生产、储运保鲜、食品

地区行列迈进的关键时期 [1]。在这一阶段里，国家

加工、食品制造、食品物流服务业、食品装备制造业、

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增长速度、产业结构、城市功

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等，从田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能和居民消费生活等方面都将呈现出一些共性的改

各环节独立的现代食品产业体系。

变。2013 年我国人口达到 13.68 亿，城镇化率达到
53.73 %，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 35 % 和
37.7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6 767 美元，这预示

二、我国食品产业发展背景

着我国产业经济及消费结构将发生重大转型（数据
( 一 ) 食品产业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体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
步，世界食品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食品工业

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13》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3
年 版 ）。 图 2 为 1994―2013 年 我 国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值。

生产总值快速增长，从 2004 年的 17 600 亿元，发
展 到 2014 年 的 108 000 亿 元。2014 年， 我 国 国 内

（三）中国传统饮食文化深厚，传统食品内涵丰富

生产总值（GDP）为 636 000 亿元，其中，食品工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人类饮食文明的发

业 生 产 总 值 为 108 000 亿 元，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的

展史，而中国凝练了五千余年的饮食文化更是其中

17 %；农、林、牧、渔业生产总值为 102 000 亿元，

最为璀璨的一颗明珠。中国饮食文化萌芽于夏商时

占比约为 16 %，标志着我国食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

期，兴盛于两汉（东汉、西汉）之后。传统的中式

食品工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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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4―2014 年我国食品工业总产值及其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之比

数据来源：《中国农产品加工业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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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由历代宫廷、官府和各地方食品组成，主体是

食品安全的期望日益提高。

各地方特色风味食品。中式饮食主要以植物性膳食

三、我国食品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为主体，辅以蒸、煮、煎、炒、烹、炸、炖等制作
工艺，在满足人们自身温饱的同时，注重食疗和养

（一）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变给食品产业带来机遇与

生等辅助功效。直至今日，中式食品以其原料丰富

挑战

考究、工艺精湛完整、制作方法复杂多样等特点在
世界饮食历史上独树一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饮食

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也是衡

文化。孙中山先生曾说：
“我中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

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还是促进传统农业

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

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要素。2013 年国家现代农业

[2]

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报告显示，我国 2013 年

不及 ”。

共有 153 个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示范区内农作物
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2.5 %，农业生产

（四）公众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促使食品营养和食
品安全备受关注

方式已主要依靠现代设施和机械作业。在全国范围
内，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59.5 %，

城市居民的心脏病、高血压、癌症、糖尿病
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逐年增高，不断上

比 10 年前提高约 27 %。目前，我国小麦生产基本

升的非传染性慢性疾病发病率导致我国为此支付

实现全程机械化，但玉米、水稻等的机械化水平还

的医疗费用也持续升高。近几十年的流行病学调

有待进一步发展 [3]。食物生产方式的转变，势必会

查研究已经在人群的水平上证明了大多数慢性非

给食品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比如：在

传染性疾病与膳食结构的相关性。随着公众消费

实现机械化生产的前提下，如何降低生产成本；如

水平的提高和营养健康意识的不断增强，对食品

何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品质等。另外，我国的集

的要求除了风味和口感以外，营养健康特性的关

约化生产模式也对农产品的贮藏与加工提出了新的

注度逐年攀升。社会各界也越来越意识到合理的

要求。

饮食结构和膳食营养对国民体质健康的重要性。
（二）农业发展模式与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不一致

同时，各种食品安全事件的频频发生，也推动了

近年来，我国食品工业发展迅速，但农产品的

公众食品安全意识的提升。食品营养和食品安全

产后贮藏、产地初加工技术等环节的发展依然落后。

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备受关注，公众对食品营养和
4.5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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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1994―2013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4―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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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农民贮粮仍占主体地位。虽然 2012 年国家

整体形象造成不良影响。我国食品安全事件发生

农业部和财政部实施农产品产地加工补助项目，共

的主要原因包括：存在非法添加物（占比 35 %），

建设了 28 268 座贮藏、烘干设施，新增马铃薯和果

原料掺假、造假（31 %），加工过程中食品被污染

5

蔬贮藏能力 8×10 t，但仍有 60 % 多的粮食、60 %

问题（15 %）和原料被污染问题（12 %）等。食

[4]

的苹果和 90 % 的马铃薯贮藏在农户手中 。农户所

品安全问题始终是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形势依然

采用的加工方法原始、设备老旧、工艺落后，再加

严峻。

上产地基础设施的落后和不完善，致使产地初加工
技术的落后。此外，由于不规范的贮藏方式导致的

（四）食品源头染污问题突出，同时食品产业节能

食物数量和质量的安全隐患难以消除、农业生产组

减排任务艰巨

织化程度较低以及农产品产地初加工标准体系建设

我国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分散经营为主，农

的不完善，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食品工业的发展。

产品生产全过程质量监控难度大，种植业、养殖业
的源头性污染短期内难以彻底根除。主要的源头性

（三）食物安全与食品安全的形势依然严峻

污染包括超量使用、违禁使用农药、兽药、有害添

食物安全主要是指食品数量方面的安全问题。
如图 3 所示，1973―2013 年，我国人口数量迅速增

加剂，导致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突出，食源性
疾病和食源性食物中毒事件屡有发生。

长，但耕地面积大幅减少，粮食生产资源不断减少，

在我国大力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耕地、水等

大众对于肉、禽、蛋、奶的需求增大，导致对饲料

资源的短缺不可逆转，而诸如土壤污染、极端气候

用量需求也大幅增加。粮食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庞

等环境恶化问题则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干制食

大的人口基数所带来的巨大需求。

品吨产品耗电量是发达国家的 2~3 倍，罐头食品吨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食品国际贸易的增加，食

耗水量为日本的 3 倍；发酵工业的废水排放量占全

品安全不仅是世界各国的国内问题，也是全球性的

国总量的 2.3 %[5]。再如，目前我国的淀粉分离工

重大问题。近年来，我国食品出口多次遭遇食品

业大多为湿法加工，这种技术不仅造成水资源的

安全问题的困扰，如出口水产品抗生素超标、出口

浪费，也造成加工的能耗增加及环境污染，欧洲

蔬菜农药残留超标、三聚氰胺等事件，不仅直接

等发达地区正在大力研发与推广新型绿色的干法

影响相关食品的出口，而且对我国食品产业出口的

分离技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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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2013 年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73―201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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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的 54.77 %。而预计在未来 5~10 年实现“新

（五）我国膳食结构的转变与西方饮食文化冲击对
食品产业提出挑战  

四化”的进程中，仍将有大量的农业人口进入城镇。

1981 年， 我 国 城 镇 居 民 的 粮 食 消 费 为 人 均

城 镇 化 水 平 的 提 高， 创 造 了 巨 大 的 食 品 消 费 需

145.4 kg，到 2012 年，这一数字减少了 45.8 %，为

求 [7]。大多数城镇人群，也包括在城市生活的农

78.8 kg。198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食用植物油消费

民工，更多地依靠经过加工处理的农产品——食

量为 4.8 kg，2012 年则为 9.1 kg，增长了近 90 %。

品，而不是传统的农产品来解决饮食问题。这对

同样的，我国城镇居民肉、禽、蛋、奶及水产品的

我国食品产业的需求量提出了极大的要求，即巨

人均消费量由 1981 年的 37.1 kg 增长至 2012 年的

大的工业食品需求。

75.4 kg，涨幅为 103 %。这说明从前普通居民的饮
食结构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而膳食结构改变后，

四、我国食品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①

肉类及油脂消费过多，谷类食物消费偏低。

从 1996―2002 年，
我国共有 600 家肯德基
（KFC） （一）产后的浪费损失严重、资源利用总体上处于
餐厅，而 2007 年一年暴增至 1 700 家，截至 2011 年

价值链低端

年末，共有 3 200 家肯德基餐馆，麦当劳在中国的门

相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浪

店总数已经超过 1 400 家，尤其受到儿童、青少年群

费达 5.5×1010 kg 以上，大约相当于 2×108 亩 (1 亩

体的青睐 [6]。这一现象成为西方快餐文化对我国传

≈ 666.67 m2) 耕地的产量 [8]。产生粮食浪费的阶段

统饮食方式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

主要包括生产收获环节、流通运输环节、仓储环
节、加工环节和消费环节。另外，我国农产品原料

（六）“新四化”发展尤其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创造

浪费现象严重，高附加值产品偏少。我国农产品综

了巨大的食品消费需求

合利用水平较低，仅停留在对产品的一级开发和二

如图 4 所示，1980―2014 年，我国的城镇人

级开发上，并存在过度加工现象，大量农产品的副

口 比 例 不 断 增 加， 从 1980 年 的 19.39 % 增 长 为

产物有待加工利用。减损即是增产，增效即是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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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80―2014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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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产品加工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迫在

品加工与制造的一个最大的目标是如何最大限度地

眉睫。

保持食品的营养。我国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
着人们消费能力的增强，人们的食物消费越来越追

（二）国产核心设备技术落后，对进口设备依赖性强

求精细化。谷物加工、油脂加工、果蔬加工等领域

食品装备包括食品加工装备和食品包装装备，

过度加工现象日益严重。这种过度加工不仅造成营

是食品加工先进科学技术应用的载体，在推动食品

养物质的损失，还直接关系到国民健康、医疗支出、

产业转型升级和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

民族竞争力，也关系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加工能耗

的作用。近五年来，我国食品装备产业保持了高速

的增加等。

增长的态势，食品装备进出口差额有不断下降之势，

案例：我国稻米过度加工状况。影响出品率

食品装备进出口情况见表 1。这表现出我国食品装

的主要因素为碾米工艺、抛光次数、稻米品种、稻

备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整体表现良好。但是同国外

谷（糙米）的杂质含量、贮藏条件、含水量等。我

一流设备相比，还存在着制造水平低、技术含量不

国典型碾米工艺包括三道碾米、四道抛光、三道色

高、稳定性差、智能和柔性低、工程化配套能力低

选或者四道碾米、四道抛光、二道色选。对粳米加

等不足。食品工业所需的技术含量高、产品质量优、

工，一般采用一砂二铁一抛一色选工艺，对籼米加

带动能力强的高端装备依然主要依赖进口。另外，

工，采用二砂一铁一抛一色选工艺。通常大米生产

随着国外先进食品工业在食品装备的智能化和信息

企业只配备 1~2 道抛光工序，目前部分大米企业的

化方面的快速发展，我国食品装备的智能化和信息

抛光工序已增加到 3~4 道，每增加一道抛光能耗增

[9]

加 8~10 kW·h，碎米率将增加 1~2 个百分点。

化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

从表 2 中可以看出，我国稻米过度加工问题
表1

非常突出，自 2009 年重新修订了《大米》国家标

2010―2014 年我国食品制造装备进出口情况表 [9]

准（GB1354—2009） 后， 大 米 产 品 中 以 优 质 大 米

时间

进出口总额
/ 亿美元

进口额
/ 亿美元

出口额
/ 亿美元

2010

60.38

39.41

20.97

米所占比重很低。以 2012 年我国稻谷加工量为例，

2011

72.85

48.11

24.74

2012

68.25

39.28

28.97

2012 年我国实际处理稻谷为 1.37×108 t，出品率为

2013

73.97

39.38

34.59

2014

77.01

39.03

37.98

及一级大米产品占主体，而二级、三级、四级大

63.4 %；如果将出品率提高 5 %，将可以减少精米损
失 6.85×106 t。相当于 4 000 多万农村居民一年的口
粮（按照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170.7 kg
计算）；1 500 多万亩良田的产量（按照稻谷单位面
；减少电耗 2.6×109 kW·h，
积产量为 445 kg·亩 –1 计算）

（三）总体上尚处于追求口味的阶段，过度加工严重

相当于 600 多万人一年的电力消费量（人均电力消

食品的色、香、味、形、营养等是食品产品的

费量按 418 kW·h 计算）[10]。

核心要素，简单的说是要美观愉悦、营养健康。食

                                    表 2

(×104 t)

2008―2012 年我国的大米产品结构

时间

优质一级
大米

优质二级
大米

优质三级
大米

一级
大米

二级大米
( 特等米 )

三级大米
( 标一米 )

四级
大米

糙米

2008

—

—

—

—

1465.7/30.6

2944.6/61.6

( 标二米 )
266/5.6

47.7/1.0

2009

—

—

—

—

1606.5/28.1

3565.4/62.3

( 标二米 )
370.6/6.5

76/1.3

2010

—

2284.4/31.3

—

3553.3/48.7

964/13.2

329.7/4.5

75.9/1.0

87.5/1.2

2011

2896/35.3

943/11.5

324/3.9

2713/33

804/9.8

384/4.7

81/1.0

70/0.9

2012

3239/36.5

1173/13.2

359.4.0

2757/31

855/9.6

365/4.1

68/0.8

6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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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食品产业科技占农业科技总体投入的比例
偏低

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
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近年来，我国食品产业领域科技创新能力逐步

同步发展。推进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

增强，支撑产业发展能力显著提高。但是，总体上

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

我国食品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不足，与发达国

在这种新形势下，食品工业一方面肩负着提高人们

家差距甚大。学科研发经费的投入是影响食品学科

生活水平和质量的使命，同时是新型工业化与信息

科技创新与发展最直接和最重要的因素。

化融合的实践者，也是推动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带动

政府投入是食品学科研发经费投入的重要来

者。这无疑为我国食品工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更

源，它的投入力度直接影响食品学科研发经费的投

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第四，目前，我国食品工业总

入总量。从 2002―2008 年，在美国学科研发的经

体发展水平仍较低，国际竞争力不强。美国、日本

费投入中，政府投入占学科研发经费总投入的比重
均在 66.97 % 以上，而我国政府对学科研发经费投

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食品工业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一
般为 2.2~3.7:1，2011 年我国约为 1:1。我国食品工

入占学科研发经费总投入的比重尽管在逐年增加，

业虽然已跃居世界第一，并占世界食品工业总产值

但到 2008 年为止，仅占 57.9 %。可见政府对学科

的 1/5，但属于一次加工或初级加工的农副食品加

发展研发经费投入不足是导致我国学科研发经费不

工业比重仍占 57 %，属于精深加工的食品制造业

足的重要原因

[11]

。

和饮料制造业仅占总产值的 34 %，这充分说明我
国食品工业仍属于以初级食品加工为主体的资源型

五、我国食品产业发展战略

产业，大部分处在食品产业价值链的低值端，通过
食品产业的科技创新，瞄准世界食品产业科技前沿，

随着世界及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与持续变

推动我国食品产业向食品产业价值链的高值端延伸

革，环境与社会需求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食品产

与发展，将是我国食品产业未来 5~10 年科技创新

业已不再仅仅追求数量与温饱，安全、美味、营养、

与发展的重要使命。

方便、多样化等成为新时期食品产业发展的重要导
向，食品产业也已成为集原料种植生产、食品加工
制造、食品流通和服务业于一体的战略新兴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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