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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小麦生产 

BOABC 调查显示，当前有超过 40%的中国居民以小麦作为主要口粮；其中，秦岭、淮河

以北的小麦产区居民，口粮总消费 80%以上是小麦，农村地区甚至超过 90%。种粮农民多为没

有能力外出打工的 45-65 岁中老年人。 

当前农村地区没有建立社会化养老保障体系，农民仍然依靠土地养老，农业农地的高度分

散，制约农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成为当前中国经济转型最大障碍。小麦产业无论从居民

的消费和生产者方面来看，均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1 小麦在中国粮食作物中的地位 

1.1 小麦在中国粮食中的地位 

2004 年以后，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中国小麦播种面积经历一段时间增长；2009 年以后

小麦播种面积和产量持续保持基本稳定，2013 年中国小麦产量为 1.19 亿吨，较上年略有下降。 

2014 年，小麦主产区天气条件良好，中国小麦产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估计全小麦产量超

过了 1997 年的 1.23 亿吨历史高位，达到 1.25 亿吨。 

图 1.1  中国小麦产量和种植面积，20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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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量来看，小麦为中国第三位的粮食作物，2004-2013 年间中国小麦产量占全部粮食

产的 21.21%左右；2013 年受到黄淮主产区受到冻害的影响，小麦产量出现下降，产量比重

将为 19.84%，2014 年的比重将会明显提升，尤其是当前的秋粮主产区多地区出现旱灾，影

响秋粮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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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中国粮食分类产量构成，2004-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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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3 年中国主要粮食的产量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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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中小麦产量及其在全部的产量比重，2004-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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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中国粮食年度分品种的产量，2004-2014 

单位：万吨 

年度 粮食 稻谷 小麦 玉米 豆  类 薯  类 

2004 46,947  17,909  9,195  13,029  2,232  3,558  

2005 48,402  18,059  9,745  13,937  2,158  3,469  

2006 49,804  18,172  10,847  15,160  2,004  2,701  

2007 50,160  18,603  10,930  15,230  1,720  2,808  

2008  52,870  19,190  11,246  16,591  2,043  2,980  

2009  53,082  19,510  11,512  16,397  1,930  1,995  

2010  54,566  19,580  11,519  17,725  1,897  3,114  

2011  57,121  20,104  11,748  19,278  1,908  3,273  

2012  58,958  20,424  12,102  20,562  1,731  3,293  

2013  60,161  20,385  11,934  21,475  1,697  3,655  

2014 （预测） 61,960  20,806  12,513  22,744  1,750  3,513  

数据来源：《中国粮食市场研究周报》 

2004-2014 年，小麦种植面积占粮食作物面积的 20%以上，为第三位的粮食作物。小麦

是中国最大粮食产区---黄淮海地区冬季唯一在田粮食作物，小麦种植面积对提高土地利用率，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起着决定性作用。 
小麦种植面积大，生长周期长，但是单产低于玉米和水稻；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进一

步提高小麦单产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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