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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通过对改革 开放以来人 口变化与水 产品消费 的动态实证 分析后发 现 ,人口 数量增加、收入水 平提高和城 市化水

平提高是 影响我国转型时期 水产品消费 需求变化的 主要因素 ,而预测 结果表明 ,随着经 济的持续增 长 ,城 乡居民对水 产品的
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 ,因此如何在满足人 们对水产品日益增 长的需求同时 ,保护我国有限的 海洋与淡水资源成 为政府与学界
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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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70年代以来 ,我国人口增长模式 发生了根本

管我 国人口 规模在 过去的 20年 里有明显 的增加 ,但 是随着

性的变化 ,经过 30多年的努力 ,我国已进入以人 口转变为主

人均收入的提高 ,人均水产品消费水平也呈直线上升。因此 ,

要标志的阶 段。 在生育率下降的同 时 ,中国经济 开始稳定快

我们有必 要动态地考察 20年来诸如人口数 量、城乡构 成、收

速地增长 ,居民购买力水平在稳定提高。 例如 , 1999年 ,城市

入分配等因素与水产品消费之间的 内在变化关系。

居民 人均每 年可支 配收入 为 5854元 ,而 农村居 民人均 每年

(一 )人口数量、收入和水产品消费的变化

纯收入为 2210元 (国 家统 计 局 , 2000) ,与 改 革初 期的 1978

人们通常认 为人口数量作用于 食物消费 ,也就是指如果

年相 比 ,城市 和农村人 均净收入分 别增长了 17. 6倍 和 16. 6

在特定地区的当 前全部人口数量上 再另外增加一部分 人口 ,

倍 (按现价计算 )。尽管我国人口增长处于相对较低的生育率

那么食物的 需求量将会有所增 加。 不过 ,迅速 增加的收入水

水平 ,但不 可忽视 的是 ,我国未 来总人 口规模 预计还要 有所

平比人口数量对 食物消费的影响更 为直接 ,尤 其在食物消费

增加 (蒋正华 , 1998)。因此 ,未来人口变化的趋势对我国消费

结构迅速转 变的转型经济国家。 理 论上 ,就转 型经济国家而

结构的影响是目前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 点。

言 , 随着人均收入的 稳步增长 ,食物构成 的消费量也 会出现

转型时期的 人口增长、收入水平的提高与水 产品需求量

一些 明显的 变化 ,即在最 初阶段 ,主食 构成的 消费量 曲线将

之间存在着 一定的必然联系 ,这是本文关注 的重点。 为了充

会上 升 ,然后在 随后阶段 趋于下 降 ; 而如肉、水果、水产 品等

分探 索我国经济 转型以 来人口 变化和 水产品 消费之间 的联

非粮食消费 ,在经济转型的整个过程中都是稳步增加的。

系 ,本文首 先利用 了官方 的统计数 据来反 映人口 规模、城乡

自 从 1978年 以来 ,我国收 入增长 率的 提高比 人口 增长

分布、城市化水平以及收入 分配是如何来影响水 产品消费构

率要迅速得多。大量数据表明 ,自从经济 改革以来 ,人均收入

成的。 然后 ,我们将通过预测的方法来估计未来 2000- 2010

的 大幅 度提 高 极大 地带 动了 对水 产品 的需 求。 也就 是 说 ,

年间我国人口规 模及城市化变化对 水产品消费的影响 ,同时
也兼 顾探讨 未来水 产品消费 对自然 资源和 环境的 影响。 最

1978年以 来中 国大 陆的 人均 水产 品 量的 增加 与 人均 G DP
(国内生产总值 ) 增加之间 的正相关性比 与人口数量 增加之

后 ,我们就上述分析结果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间的正相关性更 高。从 1978年以来人口数量指数、人均 G DP

一、 1978年以来我国人口变化和水产品消费的动态分析

指数和人均水产 品产量指数的变化 趋势看 ,这 种趋势大致分

改革 开放政 策的实 施对我 国食物 消费结 构的影响 是深

为 三 个阶段: 第 一阶 段 ( 1978— 1982年 ): 人 口数 量、 GD P和

远的 ,尤其是对水产品消 费数量和结构的影 响更是如此。 尽

水产品产量三者的增长幅度大致类 似 ,而 GD P比其他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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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增长的 稍微快些。 由此我们不 难看出 ,经济 增长可能是

产品消费总 量 ,这就是 流动人口。 因为他们像 城市居民一样

水产品产量增加的首要驱动力。 第二阶段 ( 1983— 1994年 ):

具有相似的食物消费模式 。 据估计 ,每年 我国有近 1 亿左右

虽然人口数量在 这个阶段的整个时 期内一直在增加 ,但与其

的流 动人口 (沈 建法 , 1999) ,他们多数 居住在城市中 ,尤其是

他两个指数相比 ,它的增长速度却非常缓慢。人均 GD P的提

沿海地区。 随着 原有的户籍制度的 松动 ,更多 的农村流动人

高比人均水产品 产量的增加速度更 快 ,再次证明 了在经济转

口将流入到城市 地区 ,因此 在未来的研究中对 他们的水产品

型的过程中 ,收入的改变 通常发生在食物产 量改变之前。 第

消费模式作进一步的调查同样是很 具有意义的。

三阶段 ( 1995— 1999年 ): 人口数量指数和前两个阶段一样保

(三 )收入差异和水产品消费量的分析

持较低的 增长速度 ,但是人均 GD P和人 均水产品产 量比以

收入分布不 仅仅是影响了人均 水产品消费量 ,而且在食

前增长快多了。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 ,人均水产品产量比人均

物消费结构 的转变过程中也起 着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 ,人们

GDP增 长更快 ,这一点是不同于前面两个阶段的。

对于不同种 类的食物 ,其收入需求弹性是不 一样的。 这说明

(二 )城乡人均水产品消费的差异分析

收入增加或减少 对主食食物影响不 大 ,但是对 于像水产品这

现有的研究文献很少涉及城乡的水 产品消费差异。 2000

样的非主食 食物影响就比较明 显。 另一方面 ,从低收入人群

年普查数据表明我国城市人口占全国人 口的 36. 09% 。 虽然

到高收入人群 ,对食物的收入需求弹性是变化的。也就是说 ,

这个百分比比发 展中国家的平均水 平还低 ,但城 市居民较高

假如不同人群的 收入增长是相同的 ,食物消费 的支出却具有

的购买力极大地 刺激了对水产品的 消费量需求 ,从而带动了

明显的差异。

我国城市地区人均水产品消费量的提高 。

自 从 20世 纪 80年 代之 后 ,我 国一 直 处在 经济 转 型时

由于缺乏城 乡水产品消费的动 态数据 ,为了 勾画出两者

期。 经济转型时 期的收入分布的一 个明显特点是 ,随着经济

之间的区别 ,我们选择了一 些年份的城乡人均水 产品消费状

的快速发展 ,人们的收入差距有拉大的趋势。许多研究表明 ,

况作比较。从 1985年之后 ,虽然我国农村人均水产品消费量

通 常用来 计算 收入分 布均 值的 基尼系 数有 所提 高 ,从 1984

增长超过一倍 ,但是城市和 农村地区之间的绝对 差距却明显

年的 0. 257增加到 1998年的 0. 455(马敏娜 , 2001)。所以 ,随

拉大。例如 , 1985年城乡人均水产品消费量的差距只有 5. 44

着经济的转型 ,人们收入水平的差距在加大。现在 ,我们关注

公斤 (城乡人均水 产品消费量分别为 7. 08和 1. 64公斤 ) ,而

的焦点是 ,收入分配是如何来影响水产品消费的。我们从表 1

在 1999年 城市和农 村地区 之间的 差距却 达到 6. 5公斤 (城

不难 发现 , 城市 高收入家 庭比 低收入 家庭 消费更 多的 水产

乡人 均水产品消费量分 别为 10. 34和 3. 82公 斤 )。 就是 说 ,

品 ,除粮食 消费以 外 ,在 最低收 入户和 最高收 入户之 间主要

虽然农村人口规 模远远大于城市 ,但是城市地区 消费的水产

的消费差异在于人均水产品的消费 ,差异的幅度在 13. 7% 到

品总量却高于农村。另外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 高 ,城乡之间食

18. 0% 之间。 即使像 我们这样经历经济 转型的国家 ,城市最

物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城乡家庭消费数据表 明 , 1995年

高收入 家庭消费 的水产品量 占所有食 品总量的近 1 /5,这就

农村的谷 物与水产品的比为 1: 0. 46,而城 市则为 1: 0. 67,这

意味着随着居民 平均购买力的提高 ,人们对水 产品消费的需

从另 一个角度 说明 ,城市 随着收入 的提高 ,居 民对水产 品的

求量会不断增加。同时可以推断 ,在不久 的将来 ,高收入家庭

需求在不断增加 ,这种趋势在农村地区也同样存在。

比例的增加将大 大刺激水产品的消 费需求 ,这 一方面有利于

理论 上 ,城市化 水平迅速 提高在 于以下 两个因 素: 一是
人 口自然 增长 ; 另一个 是人口 迁入。 然而 ,在转 型时期 的中

人们生活质量的 提高 ,另一 方面也会对环境和 自然资源造成
一定的负面影响。

国 ,我们常 常忽略 第三个 因素 ,它也能 够影响 城市地区 的水
表 1
收

1999年城市地区不同收入人群之间的人均食品消费量的差异比较
入

最

低

低

收

中

等

入

户
209

偏下户
215

中

等

中

等

高

收

最

高

收入户
212

偏上户
216

入

户
224

收入户
240

分 组
粮食

元

收入户
200

禽类及其制品

%
元

30. 4
288

27. 6
340

25. 9
378

23. 6
415

22. 4
451

21. 4
492

21. 0
525

蛋类

%
元

43. 7
53

44. 9
59

45. 5
62

46. 4
66

46. 5
70

47. 1
72

45. 9
80

水产品类

%
元

8. 1
90

7. 8
112

7. 5
128

7. 4
146

7. 2
163

6. 9
179

7. 0
206

奶及其制品

%
元

13. 7
27

14. 8
37

15. 4
47

16. 3
56

16. 8
69

17. 1
78

18. 0
93

合计

%
元

4. 1
658

4. 9
757

5. 7
830

6. 3
895

7. 1
969

7. 5
1045

8. 1
1144

%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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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未来人口与水产品消费变化趋势预测

自然资源面 临着严峻挑战。 而且 ,城市化水平 的提高将会对

我国虽 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人均 GD P水平较低 ,然而

未来 水产品 需求量的 增加有 着重要 的影响 ,根据 我们预 测 ,

21世纪初的我国经济将保 持高速发展。 据估计 ,中国的人均

这将是影响我国未来水产品消费的 直接因素。

GDP 在 2000年、 2005年和 2010年将 分别达到 900、 1250和

我们的实证 研究结果预示 ,水产品消费的 需求量增长与

1760美元 (李京文 , 1998)。我们需要认识到 ,较高的水产品需

环境和自然资源 的保护之间存在着 矛盾 ,原因 在于水产品的

求量将不仅仅影 响我国的环境和自 然资源的承载力 ,而且在

产 量 (淡 水和海水养 殖业 )增加 主要受 到工业 化和城 市化水

中国经济发展和 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条件下 ,它将 会影响到整

平提 高的制 约 ,而 人口密 度的增 加、淡 水资源 的减少 以及可

个世界水产 品的生产和消费。 因此 ,我们有必要 根据未来经

利用 的养殖水生 作物的 土壤和 水的污 染将有 可能影 响到我

济发展的趋势分析人口变化与水产品消 费变化的内在关系。

国未来淡水和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 目前 ,我国 50% 以上

为了粗略地 勾画未来我国人口、收入和水产 品消费之间

的水产 品是海产品 ,尽管海产品的比重 在 20世纪后 10年有

的内在变化趋势 ,我们利用 预测方法估算上述三 个因素之间

逐渐下 降的趋势。 因此我们不 难预见 ,我国 人口、社会、经济

的动态变化关系。事实上 ,要想比较精确地描 绘人口变化、收

的可持续发 展正面临着海洋环 境和淡水资源的挑 战。 同时 ,

入 增长和 水产 品消 费之 间 的变 化 ,我们 还需 要考 虑以 下因

大多 数城市 ,特别 是我国 北方城 市 ,正 面临着 淡水资 源的短

素: 一个是考虑收入水平提 高的同时也要考虑收 入分配的变

缺而不能满足由 于 G DP的 增加而带来更多对 水产品需求的

化 ; 另一个 是考虑 人口变 化 ,包 括人口 数量和 城乡分布 等因

增加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 ,我们可 以推断 ,随着人口数

素 ,这些不 仅仅影 响水产 品的总产 量 ,而且影 响人均水 产品

量的 增长 ,城市化 水平的 提高和 对水产品 需求量 的增加 ,淡

消费 ,这一点我们通过前面 城乡水产品消费差异 的分析不难

水资 源的短 缺、生 物多样 化的减 少、日 益加重 的污染 和海洋

看出。 此外 ,环境和自然资 源的变化也是影响我 国未来水产

生物资源的减少等问题将会更为严 重。 毋庸 置疑 , 21世纪中

品消费的重要因 素 ,因为水 产品的生产主要依赖 于现有的海

国正 面临着 前所未有 的挑战 ,如 何来处理 人口变 化、消费水

洋环境以及淡水资源。

平提 高以及保证 代际之 间经济 发展和 资源环 境保护 的均衡

水产品消费 量的预测和人口趋 势预测有着一定的 不同 ,
因为后者通常需要一个长期的预测。为了对我国未来十年的

关系 ,政府决策对于解决这个困境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当然 ,我们现有对人口 变化和水产品消费 之间关系的研

水产品消费趋势作一个清晰的描绘 ,我们给出了 2000- 2010

究还是初步的 ,需要今后通 过适当的统计模型 做进一步的研

年水产品消费量的预测趋势估计。在此我们不仅考虑了人口

究探讨 ,从而能够在众多的 影响因子中确定制 约和影响我国

结构如生育水平 和城市化 ,而且考虑了城市和农 村地区之间

水产品发展 的关键因素。 另外 ,我们在后续研 究中还要注重

水产品消费模式的变化。 假定城市居民在 2000— 2004年间、

综合评价政府决策对于自然资源与 环境的影响。

2005— 2009年 间 和 2010 年 的 人 均 水 产 品 消 费 量 分 别 是
9. 539公斤、 10. 112公斤和 10. 704公斤 ,而农村居民 在同样
的时期内分别为 3. 785公斤、 4. 422公斤和 5. 068公斤 (陈启
杰 , 2000)。 随着我 国经 济的可 持续 发展 ,我们 可以 看出 ,人
口数量的增加仍 然对水产品总量的 增加有着明显的影 响 ,说
明随着未来人口 数量的增长 ,人均水产品消费量 的增加将会
导致对水产品市场的需求量扩大。
而在水产品 消费等因素相同的 条件下 ,城市 居民比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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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了前面 得出的结论 ,即伴随着人均 GD P的提高 ,城市化
水平的提高将会 大幅度增加水产品 的需求量 ,尤 其在经济转
型时期更是如此。
三、几点思考
前面的 实证研究表明 ,自从 1978年以 来 ,虽然我 国生育
率水平持续较低 ,但人均水 产品消费却一直保持 着持续的增
长。同样 ,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消费更多的水 产品 ,由此我们
不难推断 ,水产品消费的迅 速增长不仅仅受到人 口数量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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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而且也受制于人口构成的因素。如前 面所述 ,购买力
水平的持续增加 是影响水产品消费 的重要驱动力 ,而且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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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主要依赖 于海水和淡水 ,因此它同时使我 国的环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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