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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食品农业部和中国农业农村部在中国的双边合作项目

• 中德农业中心（DCZ）（2015年）

• 中德畜牧业发展合作项目（2015年）

• 中德青年农业实用人才交流项目（2019年）

• 中德作物生产与农业技术示范园（DCALDP）（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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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期间中国提出优先发展“三农”（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全面实施农
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农业和农村发展战略包括：

• 提高农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 促进国内生产和消费，打造成功的双向流通模
式

• 把脱贫攻坚和农村振兴结合起来

• 促进绿色发展，提高质量和资源利用效率

我们的项目非常适合当前和新的农业发展情况



2035年远景目标——全面现代化

•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 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

强
• 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购买力、基础设施……）

我们的合作项目不仅为进一步推进现代化和国际合作做出
了重要贡献，而且已成为推广“知道做”和“如何做”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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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密度 与……竞争 农业用地占比

2020: 14亿人口 2.6亿 >60 年
(148/km²) > 2亿 农民（0.7公顷） 2030: > 1.5亿

2050: 12亿人口 (?) 5亿 >60年
5000或者仅2000万 农民 ?（7公顷）

2100:    ??? 亿人口 ??? >60 年 ??
德国> 25万 农民（70公顷）



关于德国的一些事实和数据

• 德国几乎和云南省一样大（35.7万平方公里=3570万公顷，
230 人/平方公里）

• 人口与江苏省一样多（8200万人口）
• 14%的城市和基础设施用地
• 33%的森林用地（其中98%可被使用）
• 51%的农业用地（约1650万公顷）：

其中，耕地占比70.6％ （谷物、土豆、玉米、油菜籽、蔬菜……）
草地占比28.2％ （饲料、牛奶生产）
其他农业用地占1.2% （园艺、葡萄种植园、啤酒花……）



德国农业基本数据

• 约8200万人口
• 5000家食品加工公司
• 每61个德国人中有1人在食品行业工作
• 90％的公司为中小型公司（平均100名员工）
• 欧盟内的自由市场（28个成员国，5亿人口），

竞争非常激烈
• 每月约12％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



农民：在1650万公顷的土地上生活有26.5万农民（家庭农场，2-3人/农场），另
有3.5万农民在160万公顷的土地上进行有机生产。
平均农场面积： 60公顷（900亩），每年种植一种作物
总附加值： 205亿欧元
农业占德国GDP的比重： 0.6％
食品行业： 1800亿欧元，出口份额33％



自1950年代以来，德国农业不断经历转型，经营规模化不断扩大，
经营主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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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食品行业产值：约2000亿美元



• 面积： 950万平方公里（= 9.5亿公顷）
• 农业用地： > 5 亿公顷（美国4亿公顷）
• 耕地（可耕地）： 1.35亿公顷（1.2亿公顷，约13%）
• 草原： 4亿公顷（占土地面积的42%）
• 灌溉面积： 约 7000万公顷（2010年：6600万公顷）

• 森林： > 2亿公顷（22%）2050：26%（荷兰10%）

• 70%的耕地用于粮食生产（大米、玉米、小麦）
• 粮食产量： 6.7亿吨（2020年）

• 中国仅有10%的耕地和20%的世界人口，人口密度为148人/平方
公里，在人口密集地区（占全国1/3）约为420人/平方公里，
但…

• （荷兰仅有0.08%的耕地和0.24%的世界人口，人口密度为413 人
/平方公里）

中国农业和土地利用基本数据



中国农业和土地利用基本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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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9年欧盟对华农产品与食品贸易结构



中国农业和土地利用基本数据

肉类产量： 2015年：8500万吨
2020年：7000 万吨（？）
2029年：9800吨（？）

牛奶产量： 2018年：3000万吨
2020年：3200万吨（？）
2029年：4000万吨（？）

中国希望年轻消费者成为终身牛奶消费者
计划：牛奶消费量将从2020年的3200万吨增加到
2029年的4100万吨

牛奶是健康的，可以使您保持强壮和聪明
乳制品业是健康产业（乳业振兴计划）



中国农业和土地利用基本数据
禽肉 肉类产量

2015 1900万吨
2019 2200万吨
2029 2600万吨

牛肉
2015 620万吨
2019 670万吨
2029 790万吨

猪肉
2015 5400万吨
2019 4200万吨
2029 6000万吨

鸡蛋
2019 3300万吨
2029 3500万吨
约5000亿鸡蛋/年
（鸡蛋/天/人）



1980-2018年中国粮食产量（百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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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众传媒近期头条

• 中国将不惜一切代价确保粮食安全（2020年11月2日）

• 习近平强调消费的关键作用（2020年11月6日）

• 理念：美好食物，美好生活！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

• 提高农业质量、效率和竞争力；

• 符合国家和人民的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完善农业支持和保
护体系；

• 保证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例如谷物、棉花、油、糖和肉，并提高
调控购买和存储行为的能力

• 开展节约粮食行动



• 肉类消费和其他“食物消费”将会增加（“生活质量”，快乐
和幸福，我能用我的钱做什么？）

• 城镇化率持续提高

• 从农村地区到大城市的迁移仍将继续

• 挑战：生产足够数量和质量的食品，并以公平的价格每天在市
场上向所有利益相关者出售：

农民、商贩和消费者……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展望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问题

……为应对这一日常挑战：

• 充分利用我们的合作项目

• 避免陷入陷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在增加粮食浪费



感谢您的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