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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方振 1，李谷成 1*，廖文梅 2
（1. 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2. 江西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
摘 要：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是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文章意在评估粮食主产区政策
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基于 1997—2019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预评估，本文发现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
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增长均显著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粮食主
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结果表明：1）粮食主产区政策能够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
产安全。2）粮食主产区政策在北方粮食主产区更显著；粮食单产分位点越高，粮食主产区政策的效果越弱。3）
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路径。4）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问题
会抵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部分效果。据此，建议保持粮食主产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因地制宜完
善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支持政策；鼓励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增加对非粮食主产区保障粮
食生产安全的关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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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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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uaranteeing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is the most paramount objective of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is paper seek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In light of the pre-assessment on China's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7 to 2019,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total
grain output, grain yield per unit area and planted area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a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non-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model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can promote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ensure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2) the effect of policies for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is more remarkable in the
north: the higher the yield quantile of grain, the weaker the effect of policies for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3)
appropriate scale oper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is a crucial path for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o ensure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and 4) the issue of “Degraining farmland” in non-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can offset part
of the effects of policies for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herefore, this paper recommends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stability as well as effectiveness of the policies for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to improve the support policies
for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encourage the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an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in non-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Key words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moderate scale operation; non-grain of farm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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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一个永恒的课题，要常备
不懈，防患于未然 [1-2]。而粮食生产安全作为国家粮
食安全的基石，需要格外重视。虽然当前我国的粮
食生产安全保障程度处在历史的最佳时期 [3]，但是
中国粮食产需仍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4]。值得注意
的是，近年来，国际粮食市场不确定因素增加，对
全球粮食安全构成了较大威胁，这再次凸显出保障
粮食生产安全的重要性。只有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始终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才能为
应对各种风险挑战赢得主动，为保持经济持续复苏、
社会大局稳定奠定基础。回顾我国粮食生产的发
展历史进程，从 1949 年至 2021 年，我国人口数量
从 54 167 万人增长至 141 178 万人，年均增长率为
1.4%，与此同时，我国粮食总产量从 1949 年的 11
318 万 t 增涨至 2021 年的 68 285 万 t，年均增长率
为 2.6%。这使得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从 1949 年的
209 kg 增长至 2021 年的 483 kg，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取得这一成绩离不开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旨在保障
粮食生产安全的支持性政策安排。其中，2004 年实
施的粮食主产区政策作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核心
政策之一，备受政界与学界的关注。
现有关于粮食生产安全影响因素的文献比较丰
富。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因
素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消费变化 [5]、城镇化进
程 [6]、劳动力转移 [7]、技术进步路径选择 [8] 等都是
影响粮食生产安全比较重要的因素。在粮食主产区
政策领域，近年来也涌现出一些文献。已有学者均
基于时间维度，采用定性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
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9-10]。经验证据上，
不少学者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具有正面影响，例如
会促进小麦生产、降低农业面源污染、降低农业碳
排放以及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等 [11-14]。也有学者发
现粮食主产区政策除了会带来一些正面影响外，还
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例如会抑制农业环境全要素
生产率增长 [15]。遗憾的是尚未有文献实证分析粮
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然而，粮食
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与其设立的关联
性需要充分验证和客观评判。因此，在粮食主产区
政策实施若干年后，客观和精准评价粮食主产区政
策在实际情况中是否有利于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
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
问题。
基于此，本文利用粮食主产区政策这一准自然
实验，
基于 1997—2019 年全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
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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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影响，探讨因粮食主产区所在地区、分布效应
差异产生的粮食生产安全变化差异，运用中介效应
模型分析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
并进一步讨论了“非
粮化”问题，为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完善提供实证依
据和理论指导。

1 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1.1 政策背景
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安全的重
要责任。1998—2003 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出现了
“五连降”的情况，从 1998 年的 5.12 亿 t 逐年下降
至 2003 年的 4.31 亿 t。由于我国粮食的需求量在不
断提升，使得粮食的缺口在这段时期里不断扩大。
其中，2003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均处
于 1990 年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说明我国粮食生
产安全在当时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挑战。在这一现
实背景下，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我国政府在 2004
年将 13 个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
古、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四川、湖南、
湖北以及江西）设立为粮食主产区，本文将其定义
为粮食主产区政策。粮食主产区政策并非是某一项
政策，而是面向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的一揽子政策，
具体包括临时收储制度、生产者补贴以及优质粮食
产业等政策。可以预见，粮食主产区政策将会对我
国粮食生产安全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2 理论分析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保障作用主
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多种惠及农业生
产的政策和投资向粮食主产区倾斜 [16-17]。首先，例
如商品粮基地建设、产粮大县奖励、优质粮食产业
以及粮食生产核心区等政策均在粮食主产区重点实
施。除了这些以粮食主产区为依托而发展的政策，
中央支持粮食生产和农业发展的普惠政策也在向粮
食主产区倾斜。政策的倾斜首先保障了粮食主产区
农民的种粮收益，同时也缓解了粮食主产区地方政
府的财政困难，从而提高了粮食主产区种粮农民的
生产积极性以及地方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进而
有利于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其次是持续提高粮食主
产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切实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最后是
有效促进了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经营创新和机具创
新，用现代化手段促进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另一方面，粮食主产区政策进一步提高了粮食
生产的空间集聚性，获得集聚效应 [18]。农业生产在
自然条件的约束下本就呈现明显的集聚特征，而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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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区政策充分发挥了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调
整了粮食生产布局，缓解了农民对于粮食作物种植
品种的自我选择。同时，粮食生产空间集聚有利于
成片化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生产要素批量
购买以及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能够提升粮食生产
效率和种粮收益，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粮食生产的空
间集聚性。因此，粮食生产的空间集聚有利于促进
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适度规模经营被认为是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现
代化发展，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必由之路。粮食生
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在总体上能够提高生产效率，
促进粮食生产 [19]，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粮食主产区
政策通过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以促进粮食主
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 ：一方面，粮食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
现了规模化生产，能够增加替代劳动力的机械、水
利设备，增加增产型化学生产要素投入以及增加农
业技术采纳，提升粮食生产专业化水平，取得一定
的规模效应 [20]，从而实现粮食单产提高，进而有利
于粮食总产量提高 ；另一方面，由于粮食和其他作
物种植在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和劳动强度上存在明
显差异，粮食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营会进一步调整
农作物种植结构，扭转“非粮化”趋势，从而促进
粮食播种面积提高，进而有利于粮食总产量提高 [21]。
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
H1 ：粮食主产区政策能够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
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H2 ：粮食主产区政策通过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
模经营以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
安全。

作为被解释变量。Dit 为虚拟变量，如果省份 i 在 t
年实施了粮食主产区政策，那么省份 i 在 t 年以后
的观测值 Dit=1，否则为 0 ；X 表示控制变量 ；µi 为
λt 为年份固定效应，ɛit 为随机误差项。
省份固定效应；
粮食主产区政策是在 2004 年实施的，政策干
预时点为 2004 年。因此将 2004 年实施粮食主产区
政策的省份确定为处理组，未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
的省份确定为对照组。
2.1.2 双重差分模型的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 采用
双重差分模型估计的有效性依赖于平行趋势假设的
成立，即在政策干预时点之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
粮食生产安全的时间变动趋势是一致的，即平行趋
势检验。参考 Jacobson 等 [23] 的研究，为此本文设
定计量模型为 ：
（2）
式 中 ：D ±it j 为虚拟变量，当处理组为粮食主产区政
策实施前 j 年 D -itj取值为 1 ；当处理组实施粮食主产
区政策后 j 年时，D jit 取值为 1 ；当 j=0 时，D 0it =1，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除此之外
D ±it j取值为 0。以分析期第一年作为参照组，回归结
果中 D ±it j 的系数表示与此参照组相比，处理组与对
照组的粮食生产安全是否存在显著差异。通过式
（2）
，本文还可以估计得到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对
粮食生产安全的动态影响。
2.1.3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影响机制模
型设定 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 [24] 提出的中介效应分
析方法，将其引入双重差分模型，以验证上述影响
机制，为此本文设定计量模型为 ：
it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设定

it

2.1.1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影响的模型
设定 为消除粮食主产区政策干预前后处理组和对
照组在自然、地理、经济等条件上不随时间变化的
差异和来自全国层面的外部冲击，尽可能的排除其
他因素的干扰。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粮食主产
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遵循 Bertrand 等 [22]
的双重差分模型设定思想，设定基准模型为 ：

Yit = α1 + α 2 Dit + γ X it + µi + λt + ε it

（1）

式中 ：i 表示省份，t 表示年份，Yit 表示省份 i
在 t 年的粮食生产安全，本文进一步区分粮食总产
量（TYit）
、
粮食单产（UYit）和粮食播种面积（AYit）

=

0

0

+

it

1

1

it

+

2

2

it

it

+ µi + λt + ε it
3

it

（3）

µi λt ε it（4）

式中 ：Mit 为机制变量，表示粮食生产经营规模，用
来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机制。
2.2 变量选取与设定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以粮食总产量、粮食单
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为被解释变量。上述三个被解释
变量除了能够从直观上反映粮食生产，还可以反映
粮食生产安全。其中，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可以
反映粮食生产的数量安全，而粮食播种面积则可以
反映粮食生产的结构安全 [25]。
2）遗漏变量。本文参考阮荣平等 [26] 的做法，
通过考察粮食主产区政策对油料和糖料生产的影响
来检验遗漏变量是否带来了影响。具体选取以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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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遗漏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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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Variable deﬁnitions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变量定义

粮食总产量（万 t）

粮食年产量

粮食单产（t/hm2）

粮食单位面积产量

粮食播种面积（万 hm2）

粮食年播种面积

油料总产量（万 t）

油料年产量

油料单产（t/hm2）

油料单位面积产量

油料播种面积（万 hm2）

油料年播种面积

糖料总产量（万 t）

糖料年产量

糖料单产（t/hm2）

糖料单位面积产量

糖料播种面积（万 hm2）

糖料年播种面积

平均值

标准差

1 757.70

1 468.79

样本量
713

4.92

1.06

713

354.91

274.99

713

99.64

116.60

713

2.10

0.82

713

44.79

42.19

713

445.98

1 286.26

575

47.31

17.03

575

7.09

17.85

575

粮食主产区政策

实施政策赋值为 1，未实施政策赋值为 0

0.29

0.46

713

经济发展水平（万元 / 人）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35

0.46

713

财政支农力度

农林水务支出与一般公共支出的比值

0.10

0.04

713

城镇化率

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值

0.48

0.17

713

交通便利程度（km/km2）

公路线路总里程与省域面积的比值

0.66

0.48

713

机械化水平（kW/hm2）

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值

8.01

5.00

713

粮食生产经营规模（hm2/ 人）

农村家庭人均土地经营耕地面积

0.15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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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反映油料和糖料的生产，包括油料总产量、油
料单产、油料播种面积、糖料总产量、糖料单产和
糖料播种面积。
3）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是
否实施了粮食主产区政策，为二元变量。实施粮食
主产区政策赋值为 1，未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赋值
为 0。
4）控制变量。根据相关文献，本文引入控制
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支农力度、城镇化水平、
交通便利程度和机械化水平。
5）机制变量。参考游和远和吴次芳 [27] 的研究，
引入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作为机制变量，采用农村家
庭人均土地经营耕地面积进行衡量。变量含义及描
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2.3 数据来源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考虑到重庆 1997 年才
设立直辖市，故本文选取 1997—2019 年全国 31 个
省级行政单元（不包括港澳台）作为样本进行实证
分析，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
农村统计年鉴》
。

3 结果与分析
3.1 粮食主产区政策与粮食生产安全分析
3.1.1 时间趋势分析 图 1 为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
产区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平均
值变动时间趋势图。本文发现，在本文的样本期间，
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粮食单
产和粮食播种面积在 2004 年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

前变化趋势基本平行，并且粮食主产区高于非粮食
主产区，而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后，粮食主产区
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
面积的平均值差距不断扩大。本文初步推测，相对
于非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粮
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快速增长可能是由 2004
年粮食主产区政策带来的。
3.1.2 单变量分析 表 2 比较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
前后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特征。在样本
期间，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
播种面积平均水平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后一直
高于非粮食主产区，出现此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粮
食主产区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具有更好的自然资源
禀赋。在实施粮食主产区政策以后，粮食主产区与
非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
面积之间的差额分别由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的
1 842.712 万 t、0.489 t/hm2 和 373.320 万 hm2 上升到
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后的 2 604.429 万 t、0.688 t/hm2
和 445.907 万 hm2。
初步证据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似乎在促进粮
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方面取得了成功，即实现了保障
粮食生产安全。为了控制潜在的混杂因素，本文将
在下面的回归分析中控制其他因素，以检验粮食主
产区政策的有效性。
3.2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表 3 报告了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
的影响估计结果。由列（1）可以看出，相对非粮
食主产区而言，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相对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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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时间趋势变化
Fig. 1 Time trend change
Table 2

表 2 结果变量差异变化
Variance of outcome variables

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
变量

粮食主产区
（1）

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后
二阶差分
非粮食主产区
一阶差分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一阶差分
（7）=（6）-（3）
（2）
（3）=（1）-（2）
（4）
（5）
（6）=（4）-（5）

粮食总产量（万 t）

2 598.740

756.028

1 842.712

3 365.796

761.367

2 604.429

粮食单产（t/hm2）

4.683

4.194

0.489

5.546

4.858

0.688

0.199

565.937

192.617

373.320

616.330

170.423

445.907

72.587

粮食播种面积（万 hm2）

Table 3
变量
粮食主产区政策
控制变量

761.717

表 3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Inﬂuence of the policies of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1）粮食总产量（万 t）
750.118***（12.683）

（2）粮食单产（t/hm2）

（3）粮食播种面积（万 hm2）

0.205***（3.922）

75.704***（9.868）

控制

控制

控制

1 620.390***（10.486）

4.184***（30.556）

405.725***（20.24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3

713

713

组内 R2

0.493

0.698

0.357

常数项

注 ：***、** 和 *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的水平有显著性差异，括号内为 t 值。下同。

750.118 万 t，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粮食主
产区政策能显著提升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 ；由
列（2）可以看出，相对非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
主产区粮食单产相对提高 0.205 t/hm2，且在 1% 的
水平上显著，说明粮食主产区政策能显著提升粮食
主产区粮食单产 ；由列（3）可以看出，相对非粮

食主产区而言，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相对增加
75.704 万 hm2，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粮食
主产区政策能显著提升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面积。
这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增加了粮食主产区粮
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生
产安全。据此，假说 1 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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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平行趋势检
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1）平行趋势检验。图 2 绘制了当被解释变量
分别为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时，
粮食主产区政策估计系数的大小及对应的 95% 置信
区间。可以发现，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粮食
主产区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
积的估计系数值基本都不显著。由此，可以判断平
行趋势检验通过。
2）政策的动态效应。表 4 展示了粮食主产区
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动态效应估计结果，从列
（1）
、
（3）可看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总产量和

粮食播种面积前三年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从粮食主
产区政策实施的第四年开始政策效应才显现出来，
且政策效应随时间的变化不断增长。从列（2）可看
出，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对粮食单产的估计系数在
绝大部分年份虽然为正，但不显著，仅在粮食主产
区政策实施的第 7~9 年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粮食
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影
响滞后的原因可能是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初期，由
于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
产安全的影响有限。此外，未来，针对粮食主产区
需要重点颁布实施促进粮食单产增加的配套政策，
进一步提高粮食主产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能力。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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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平行趋势检验
Fig. 2 Parallel trend test
注 ：去掉第一期，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

3.4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稳健性检验
[28]

1）安慰剂检验。参考梁志会等 的做法，本
文安慰剂检验思路是将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的时
点提前，此方法可以检验是否有潜在的，与粮食主
产区有关的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安全产生影
响。基于此，本文使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前（即
1997—2003 年）的样本数据，并将粮食主产区政策
实施时点设为 2000 年和 2001 年，以验证结果是否
具有稳健性，结果见表 5。通过表 5 列（1）~（6）
可知，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

粮食播种面积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说明粮食主
产区政策实施之前不存在其他的政策效应。由此可
以认为本文的基本结论比较稳健。
2）遗漏变量检验。本文为了检验遗漏变量是
否带来了影响，本部分通过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
策对粮食主产区其他作物生产的影响。如果表 3 中
的结果不是由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而是由遗漏变量
（例如农业技术进步）导致的，那么这些遗漏变量
可能也会影响粮食主产区其他农作物的生产情况。
因此，本文进一步使用双重差分回归模型来实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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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动态效应
Dynamic effects of policies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on grain production security

Table 4

（1）粮食总产量（万 t）

粮食主产区政策
实施前 6 年

（2）粮食单产（t/hm2）

（3）粮食播种面积（万 hm2）

0.117（0.747）

-7.623（-0.359）

3.027（0.019）

实施前 5 年

47.936（0.305）

0.248（1.580）

-9.417（-0.443）

实施前 4 年

-215.620（-1.370）

-0.115（0.733）

-26.563（-1.249）

实施前 3 年

-196.744（-1.251）

-0.193（-1.233）

-25.038（-1.179）

实施前 2 年

-18.281（-1.151）

-0.081（-0.514）

-33.189（-1.560）

实施前 1 年

-343.995*（-2.183）

-0.257（-1.634）

-44.261*（-2.079）

实施当年

-81.860（-0.520）

-0.012（0.078）

-31.177（-1.466）

实施第 1 年

71.361（0.452）

0.017（0.108）

-4.838（-0.227）

实施第 2 年

203.201（1.289）

0.136（0.867）

7.764（0.365）

实施第 3 年

287.628（1.824）

-0.030（-0.191）

38.451（1.805）

实施第 4 年

457.699***（2.907）

0.148（0.940）

42.102*（1.980）

实施第 5 年

417.385***（2.647）

0.022（0.138）

48.166*（2.262）

实施第 6 年

554.789***（3.497）

0.156（0.986）

57.562**（2.687）

实施第 7 年

656.660***（4.158）

0.344*（2.183）

50.285*（2.357）

实施第 8 年

714.356***（4.524）

0.337*（2.141）

54.114*（2.537）

实施第 9 年

777.601***（4.918）

0.395*（2.510）

54.840*（2.568）

实施第 10 年

762.285***（4.815）

0.248（1.569）

58.621**（2.741）

实施第 11 年

833.157***（5.250）

0.306（1.935）

59.762**（2.788）

实施第 12 年

1 196.795***（7.527）

0.213（1.345）

129.560***（6.033）

实施第 13 年

1 183.908***（7.398）

0.208（1.307）

119.079***（5.509）

实施第 14 年

1 187.683***（7.466）

0.071（0.449）

124.024***（5.772）

实施第 15 年

1 269.718***（7.798）

0.140（0.883）

126.343***（5.8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1 757.037***（12.782）

常数项

4.232***（30.898）

控制
420.551***（22.65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3

713

713

组内 R2

0.621

0.714

0.479

表 5 安慰剂检验结果
Table 5 Placebo test results
粮食主产区政策实施时点
变量

粮食主产区政策
控制变量
常数项

2000 年
（1）粮食总产量
（万 t）

（2）粮食单产
（t/hm2）

-232.266（-1.338）

-0.262（-1.220）

控制

控制

2001 年
（3）粮食播种面积
（万 hm2）

（4）粮食总产量
（万 t）

（5）粮食单产
（t/hm2）

（6）粮食播种面积
（万 hm2）

-25.613（-0.639）

-202.711（-1.160）

-0.253（-1.172）

-24.309（-0.608）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 217.146***（4.623）4.367***（12.928）217.306***（3.420）1 217.560***（4.336）4.541***（13.230）188.882***（2.939）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7

217

217

217

217

217

0.712

0.460

0.667

0.712

0.466

0.672

2

组内 R

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主产区油料和糖料生产的
影响，结果见表 6。
由表 6 列（1）~（3）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
政策对粮食主产区油料总产量、油料单产和油料播
种面积均未产生显著的影响，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
并未对粮食主产区油料生产产生政策效应。由列
（4）
~（6）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政策没有对粮食主产

区糖料单产产生显著影响，但对糖料总产量和糖料
播种面积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该变动情况与粮
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变动情况刚
好相反，体现出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
面积对糖料总产量和糖料播种面积具有替代作用。
因此，说明本文的基本结论依然成立。
3）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的延续性。参考 Acemog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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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表 6 遗漏变量检验结果
Test results of missing variables

油料
变量

（1）总产量
（万 t）

粮食主产区政策

31.715(1.408)

控制变量

控制
54.213***(4.193)

常数项

糖料

（2）单产
（t/hm2）

（3）播种面积
（万 hm2）

0.067（1.444）

0.398（0.214）

控制

控制

（4）总产量
（万 t）

（5）单产
（t/hm2）

（6）播种面积
（万 hm2）

-301.423***（-4.400） -0.661(-0.253)
控制

-4.324***（-5.076）

控制

控制

1.298***（10.687） 42.843***（8.825） 338.706*（1.844） 40.664***(9.933）

4.917**(2.153)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3

713

713

575

575

575

组内 R2

0.237

0.602

0.103

0.122

0.305

0.091

等 [29] 的做法，本文通过将经济发展水平这个控制
变量滞后一期，以控制社会经济环境带来的影响，
结果见表 7 列（1）~（3）
。可以看出，在考虑社会
经济环境的延续性后，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总产
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依旧显著为正，基本
结论成立。
4）剔除直辖市。考虑到直辖市的农业发展与
其他省份具有显著的差异，结果见表 7 列（4）~
（6）
。可以看出，在剔除直辖市后，粮食主产区政
策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依旧显
著为正，基本结论仍然成立。
3.5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异质性分析

性，但政策实施范围内不同地区、不同分布效应对
政策的响应是否存在一定差异？对于该问题的讨论
有助于深入理解粮食主产区政策的作用机制和边界
条件。因此，本文分别从地区特征和分布效应特征
两个方面对粮食主产区政策影响粮食生产安全的异
质性进行讨论。
1）地区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粮食主产区政策
下的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影响是否存在不同。首
先，本文将 13 个粮食主产区划分为北方粮食主产区
（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和河
南）和南方粮食主产区（江苏、安徽、江西、湖北、
湖南和四川）
，然后进行分组回归，结果见表 8。从
列（1）
、
（3）
、
（4）
、
（6）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政

尽管本文已经论证了粮食主产区政策的有效
Table 7

表 7 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的延续性和剔除直辖市检验结果
Test results of conside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 continuity and excluding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考虑社会经济环境的延续性

剔除直辖市检验结果

变量

（1）粮食总产量
（万 t）

（2）粮食单产
（t/hm2）

粮食主产区政策

771.429***(12.397)

0.206***（3.791） 79.387***（9.897） 697.542***（10.137） 0.295***(5.120) 71.381***（7.969）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3）粮食播种面积
（万 hm2）
控制

（4）粮食总产量
（万 t）
控制

（5）粮食单产 （6）粮食播种面积
（t/hm2）
（万 hm2）
控制

控制

1 669.461***(10.670) 4.317***（31.625）410.792***（20.367）1 990.389***（11.826）4.071***(28.871）462.777***(21.12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82

682

682

621

621

621

组内 R2

0.793

0.698

0.347

0.536

0.709

0.402

Table 8

表 8 地区异质性分析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alysis

北方粮食主产区
变量

（1）粮食总产量
（万 t）

（2）粮食单产
（t/hm2）

南方粮食主产区
（3）粮食播种面积
（万 hm2）

（4）粮食总产量
（万 t）

（5）粮食单产
（t/hm2）

（6）粮食播种面积
（万 hm2）

粮食主产区政策 1 122.781***（16.006） 0.460***（7.174） 107.400***（11.367） 280.826***（7.458） -0.135**（-2.268） 31.175***（5.699）
控制变量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1 143.540***（6.539）3.861***（24.137）354.419***（15.047）1 186.259.***（12.824）4.141***（28.255）287.148***
（21.36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575

575

575

552

552

552

组内 R2

0.569

0.722

0.418

0.367

0.708

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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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对北方粮食主产区和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
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北方
粮食主产区的作用效果更为明显。从列（2）
、
（5）
可以看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北方粮食主产区的粮
食单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南方粮食主产区
的粮食单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上述异质效应可
能归因于以下原因，第一个原因在于，北方粮食主
产区和南方粮食主产区在政府管制和市场化程度上
具有显著的差异 [30]。北方粮食主产区由于受到的政
府管制力度相对较强，且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使
得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加显著。而南方粮
食主产区由于受到政府管制的力度相对较弱，且市
场化程度相对较高，使得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效
果大打折扣。具体来看，一方面，南方粮食主产区
会相对增加种植经济作物的占比 ；另一方面，南
方粮食主产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用了大量的良
田，但补充的田块在数量上可能不足，在质量上可
能较差，从而抑制了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
播种面积的增加。因此，对于南方粮食主产区，要
加大监管力度，遏制耕地“占多补少”和“占优补
劣”情况的发生，对于少补耕地要补齐，而对于已
补“劣地”
，需要通过多种措施提高质量。第二个
原因在于，相较于南方粮食主产区，北方粮食主产区
受到的政策、资金、技术等的倾斜力度相对较高 [31]。

Table 9
变量
粮食主产区政策
常数项

（3）0.75 分位点

470.742***（13.674）

554.991***（83.088）

控制

控制

465.553***（7.149）
控制

88.830（0.934）

129.172（0.563）

447.110*（2.486）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713

713

713

0.825

0.825

0.849

0.239***（3.590）

0.179**（2.237）

0.020（0.325）

控制

控制

控制

4.279***（23.277）

4.858***（21.942）

5.056***（30.333）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3

713

713

0.762

0.756

0.752

56.140***（15.435）

46.941***（4.657）

46.964***（5.503）

控制

控制

控制

15.796（1.572）

34.806（1.250）

68.772**（2.917）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713

713

713

0.892

0.882

0.894

样本量
粮食主产区政策
控制变量
常数项

Pseudo R2
粮食主产区政策
控制变量
常数项
粮食播种面积

（2）0.50 分位点

年份固定效应
Pseudo R2

粮食单产

表 9 分布效应异质性分析
Distribution effect heterogeneity analysis
（1）0.25 分位点

控制变量
粮食总产量

具体来看，一方面，北方粮食主产区受到的政策支
持力度更大。例如，玉米、大豆临时收储制度和生
产者补贴政策的实施地区都属北方粮食主产区 ；另
一方面，北方粮食主产区在人均耕地面积、地块平
整度等方面具有优势，这也有利于北方粮食主产区
在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受到相对较多的支持。
2）分布效应异质性分析。本文为了检验不同粮
食生产安全水平下粮食主产区政策效应可能存在的
异质性，采用分位数回归对基准模型进行估计。表 9
给出了 0.25、0.50 和 0.75 三个代表性分位点的估计
系数。可以看出，总体上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主
产区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的正向影响随分位
点的增加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且在 0.75 分位点
上的正向影响相对较低。表明在粮食总产量和粮食
播种面积相对较高的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政策
对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的增量效应呈趋弱态
势。可能的解释是，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均
排在前列的粮食主产区为粮食生产核心区，粮食生
产核心区由于粮食播种面积占比相对较高，使得继
续增加粮食播种面积的难度相对较大，从而对粮食
总产量的增加作用不明显。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
食主产区粮食单产的正向影响随着分位点的增加而
减弱，在 0.75 分位点上，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
主产区粮食单产的估计系数不再显著。表明在粮食

Pseudo 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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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产相对较高的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
食单产的增量效应呈趋弱态势。可能的原因是对于
粮食单产相对“高量”的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单
产的提升较为困难。这意味着对于粮食单产相对
“高
量”的粮食主产区而言，
需要进一步增加资金、
技术、
人才等要素的支持力度，以促进粮食单产增加。
3.6 粮食主产区政策影响粮食生产安全的机制检验
如上文所述，粮食主产区政策能够促进粮食主
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本部分对其具
体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基
于式（3）和（4）
，本文从粮食生产经营规模的角度
展开具体分析。同时参考 Heckman 等 [32] 和 Gelbach[33]
的做法来对影响机制进行量化分解，机制检验的结
果见表 10。
表 10 列（1）中的估计结果显示，粮食主产区
政策能够显著促进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
模经营，这反映出粮食主产区政策支持粮食生产进
行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效果十分显著。列（2）~（4）
的估计结果表明，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与粮食总产
Table 10
变量

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均为显著正相关。进
一步将其与表 3 中的列（1）~（3）进行比较，发
现当模型中加入粮食生产经营规模后，交互项的系
数值有所减小，粮食主产区政策的系数值分别从
750.118、0.205 和 75.704 减 小 至 187.004、0.105 和
6.129，这说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粮食总
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一部分促增作用
来源于粮食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具体来看，粮食主
产区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
食播种面积的促增效应分别有 33.63%、26.46% 和
50.22% 可由粮食生产经营规模这一影响机制解释。
换言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
和粮食播种面积的促增效应中分别至少有 3 成、2
成和 5 成是由粮食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导致的，这一
结论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本文理论分析中的论述。
相较于非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政策促进粮食主
产区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催生出了促进粮
食生产的规模效应，进而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据此，
假说 2 得到验证。

表 10 粮食生产经营规模的中介效应
Mediating effect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scale

（1）粮食生产经营规模（hm2/ 人）（2）粮食总产量（万 t） （3）粮食单产（t/hm2） （4）粮食播种面积（万 hm2）

粮食主产区政策

0.052***（10.645）

粮食生产经营规模
控制变量

799

方振等：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

187.004***（4.315）

0.105*（1.652）

6.129（1.010）

4 851.242***（12.886）

1.043*（1.926）

731.865***（13.880）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0.202***（15.728）

820.932***（6.457）

3.926***（21.116）

279.927***（15.72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样本量
组内 R2

496

496

496

496

0.400

0.559

0.525

0.519

3.7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进一步讨论
通过前文的实证研究，可以得出粮食主产区政
策可以促进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
全。其中，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主产区粮食播种
面积的政策效应要高于粮食总产量和粮食单产。虽
然我国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自粮
食主产区政策实施以来均得到了稳步增长，但是粮
食播种面积的增长速度要明显慢于粮食总产量和粮
食单产。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非
[34]
粮化”问题 ；二是粮食种植结构调整，表现为
玉米的占比提高较快 [35] 和大豆的占比不断下降 [36]。
由于本文没有区分粮食品种，故本文不讨论粮食种
植结构的问题，下面的讨论着重于“非粮化”问题
对粮食生产安全的影响。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扛
起了粮食生产安全的重任，致使非粮食主产区在保
障粮食生产安全中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因

此，应该将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区分来看。
下面通过比较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
化”程度（非粮化程度 =[1-（粮食播种面积 / 农作
物总播种面积）]×100%）来解释粮食播种面积增
长速度相对较慢的原因。从图 3 可以看出，1997—
2019 年，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
平均程度分别为 28.10% 和 37.37%。在 1997 年，粮
食主产区的“非粮化”程度为 25.30%，非粮食主产
区的“非粮化”程度为 29.38%，两者仅相差 4.08%。
1997—2003 年间，
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
粮化”程度均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03 年，粮食主
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程度分别上升到
了 33.61% 和 37.22%，较 1997 年分别上升了 8.31%
和 7.84% ；2004—2019 年，粮食主产区“非粮化”
程度呈下降趋势，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程
度继续呈上升趋势。到 2019 年，粮食主产区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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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化”程度较 2003 年大幅下降，下降至 23.88%，
而非粮食主产区的“非粮化”程度继续快速上升，
突破了 40%，上升至 44.06%。这表明“非粮化”问
题发生在非粮食主产区。综上所述，可以得出非粮
食主产区的“非粮化”问题抵消了粮食主产区政策
的部分效果，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产生了消极影响。
若要提升非粮食主产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能力，
需要严防耕地“非粮化”
。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40.0

35.0
30.0

2019

2017

2015

2013

2011

2009

2007

2005

2003

1999

20.0

2001

25.0

1997

“非粮化”程度（%）

45.0

图 3 “非粮化” 程度
Fig. 3 “Degraining farmland” degree

4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1）总体而言，相对非粮食主产区而言，粮食
主产区政策能够显著增加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
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积，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2）异质性分析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对粮食
生产安全造成的外力冲击具有地区以及分布效应差
异性，其中对北方粮食主产区的影响更为强烈，而
对粮食单产处于高分位点上的粮食主产区的影响不
明显。
3）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粮食主产区政策可以
通过促进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
对粮食主产区粮食总产量、粮食单产和粮食播种面
积起显著的促增作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4）进一步的讨论表明，
非粮食主产区出现了“非
粮化”问题且会抵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部分效果，
对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产生了消极影响。
4.2 政策建议
1）保持粮食主产区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有
效性。实践证明，粮食主产区政策能够促进粮食主
产区粮食生产，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具体而言，考
虑到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应保障政策连续
性和稳定性，并合理把控粮食主产区政策执行力度。
同时应以提高粮食主产区粮食单产水平为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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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粮食种业研发投入，规范良种推广，从而有
效发挥粮食主产区政策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作用。
2）因地制宜完善各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支持
政策。要改变以往大水漫灌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
因地制宜，分地区、分分布效应合理调整粮食生产
支持政策，提高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精准性、靶向
性。具体而言，对于南方粮食主产区，一方面，要
加强政府监管力度 ；另一方面，要加大政策、资金、
技术等的倾斜力度。同时对于粮食单产处于高分位
点上的粮食主产区，可以将种业振兴行动和高标准
农田建设等向其倾斜。
3）鼓励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在未来的政策改革中，进一步向粮食主产区粮
食规模种植户倾斜，增加粮食规模种植户的底气，
以更好的发挥粮食主产区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中的
作用。鉴于此，一方面，种粮补贴要向粮食规模种
植户倾斜，实现种粮补贴“普惠制”向粮食规模种
植户“专惠制”转变。另一方面，要引导和支持各
类金融机构为粮食规模种植户提供信贷等金融服
务，改善农业生产要素配置。
4）增加对非粮食主产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的
关注度。研究发现，保障粮食生产安全不能只盯着
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也要行动起来。因此，
非粮食主产区要遏制耕地“非粮化”问题的进一步
加剧，稳定粮食播种面积。同时要通过加强农业基
础设施建设、农技推广等多种手段，提升非粮食主
产区粮食单产。尤其在当前农民种植粮食净收益不
断下降背景下，还需重点关注非粮食主产区种粮
的比较收益，实现保障农民种粮收益和社会稳定的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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