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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部门是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生产部

门,农业经济思想也是人类最早出现的经济思想.农业经济关系国计民

生,舒尔茨说过:“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真正

重要的经济原理.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我们也就懂得了许多穷人

的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实践性,跨越经济学、管理

学、社会学等学科,又具有很强的政策导向性.我国是农业大国,改革开

放以来,城市化和工业化迅猛发展,与之相对应,我国农业也发展迅速,农
业的生产能力、产业形态、要素交换、经营主体、政策体系都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这些都为农业经济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也提出了新的挑

战.

　　本书既注重农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前沿理论,又关注农业经营中

最新的生产实践和政策导向,注重理论与实践、要素与增长、产业与政策

的有机结合,适合作为高等学校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

材.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吸收最新的理论成果和政策实践,参阅并引

用了大量的国内外已有教材和研究文献,并进行了相应的总结和提升.

在参考文献的引用列示方面,或难免有遗漏,对于前辈学人的辛勤劳动,

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本书的编写分工如下:李斌负责第一章(农业和农业经济学);刘静负

责第二章(农业增长阶段与变革模式)和第三章(农地制度的变迁);王雅

丽负责第四章(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王常伟负责第五章(农业家庭经

营);张锦华负责第六章(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供应链)和第九章(现
代都市型农业);严孝坤负责第七章(农产品流通与贸易);张军伟负责第

八章(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和第十章(农业支持政策);张锦华、王
常伟负责全书统稿.

　　感谢上海市学位点引导布局与建设项目和上海财经大学学科建设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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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资助,正是由于以上项目的资助,本书才得以正式出版.由于学识及

时间有限,本书难免存在不够妥善甚至错误之处,欢迎各位读者批评指

正,以便今后修改完善.

张锦华

２０１７年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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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业和农业经济学

第一节　农　业

一、农业的概念

　　“民以食为天”,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物质生产部门,是人类社会

基本生活资料的来源,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在

农耕时代,农牧业是社会生产力的标志,农业的兴衰决定着一国的兴衰.

而进入工业化阶段,农业则可以为工业提供粮食和各种工业原材料,还可

以输送城市工业部门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甚至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换

取城市工业发展所需的外汇和技术,使一国获得原始资本积累,从而为经

济腾飞创造条件.

　　在现代社会中,农业被当作国民经济的第一产业,是与工业、服务业

等二、三产业相对应的概念,主要是指利用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如土地、

水、气和太阳能等),依靠生物体的自然生长发育和转化,通过人工培育,

生产供人类生存和生活以及再生产所需要产品的生产活动.农业是国民

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

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业生产率高低的制约.

　　在我国,农业的概念存在狭义农业和广义农业之分.狭义的农业仅

指种植业或者农作物栽培业,包括粮食作物、经济作物、果林、饲料作物、

油料及能源作物等的种植或栽培;广义的农业包括种植业、林业、畜牧业、

副业和渔业,因此又被称为大农业.在我国,提到农业,第一印象就是粮

食、蔬菜等种植业,因为中国农业数千年来一直以种植业为主,包括粮食

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和绿肥等的生产,目前种植业在我国农业总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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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所占的比重为３０％~５０％.

二、农业的特点

　　与工业品相比,农业生产的对象都是有生命的有机体,最终产品的形

成还要依赖于一定的环境条件,所以,农业生产受到的客观影响较多、不
确定性较大.农业生产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农业的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不一致

　　农产品的生产除了人力的劳动付出以外,还要经过生产对象的自然

生长过程,这造成了农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劳动时间是指

根据农产品生产的实际需要而投入劳动的时间,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主

要集中在农产品生长的前期以及后期,因为农产品具有较长的自然生长

周期.如对于种植业来说,由于劳动时间仅仅是生产时间的一部分,同时

由于劳动的投入时间与投入数量,是由错综复杂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

决定的,事先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规定,即劳动者什么时间整地、

播种、浇水、施肥、除草、中耕、除虫、收割等,只能根据不同地点、不同作物

品种、不同气候、不同技术措施,机动而又灵活地决定.

(二)土地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生产资料

　　农产品的生产受到生产活动所处区位土地品级的影响.土地是植物

生长的场所,为其提供养分、水分,是动、植物生长发育的重要环境条件.
因此,土地的数量、质量和位置都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制约因素.另外,不
同区域的土地具有不同的气候、水源、土质、肥力、耕作方式、人文特征、制
度法规,这决定了农作物的长期生长状况和产出水平.不同的农作物适

宜在不同的土壤和气候状况下生长,也就体现了地域性对农业生产的制

约作用.
(三)农业生产具有周期性和季节性的特点

　　由于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而动、植物的生

长发育有其生命活动周期.比如,农作物生长发育受热量、水分、光照等

自然因素影响,这些自然因素随季节而变化,并有一定的周期,所以农业

生产的一切活动都与季节有关,从播种到收割需要按季节顺序安排.同

样,捕鱼、造林、畜牧等也有季节性和周期性.上述情况决定了农业生产

中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利用的季节性、资金支出的不均衡性和产品收

获的间断性.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一方面表明根据农时安排生产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表明农户多种经营和兼业经营的必要性.多种经营和兼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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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不仅可以比较充分地利用剩余劳动力和剩余劳动时间以增加生产,
同时也可以用其经营的收入弥补资金支出不均衡和农产品收获间断所造

成的收支缺口.
(四)生产经营过程的不确定性大

　　气候、天气、温度、疫情、自然灾害等自然因素都会对农业生产构成较

大冲击.因此,农产品的生产相对于工业品,面临更大的风险性,这种风

险主要来源于自然和市场的双重不确定性.农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
受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农业的自然风险主要表现在气象灾害、病害和

虫害三个方面.特别是我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和气候千差万别,自然灾

害不仅种类多、频率高、强度大,而且还具有时空分布广、地域组合明显、

受损面广、损害严重等特征.在农业生产和农产品销售过程中,由于市场

供求失衡、农产品价格波动、经济贸易条件等因素变化、资本市场态势变

化等方面的影响,或者由于经营管理不善、信息不对称、市场前景预测偏

差等,会导致农户经济上遭受损失.另外,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周期性,生
产和销售时间的不一致性,农产品供给弹性、产品差异性较小,农产品易

腐、不耐保存等特点,都加大了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五)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也是本身的生产资料

　　农业最基本的功能是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必需的食品、衣物等生

活资料.除了提供衣、食等生活用品外,农业还会为农业部门以及非农业

部门提供生产原料.在工业化早期,工业一般都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如
食品加工业、造纸业、纺织业等要依赖农业提供的大量原材料.农业也需

要自身的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比如种植业需要种子、牲口等,养殖业需要

谷物等作物作为饲料.

三、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一)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存之本,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是提

供人类生存必需品和生产资料的部门,任何社会都需要农业部门提供的

基本生活资料特别是食物,同时农业也是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基

础产业,国民经济其他部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都要受到农业生产力发展

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高低的制约.因为,这些部门进一步发展所需要

的土地和劳动力都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可见,没有农业的发展,其
他经济部门就不能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即使能够分离出来,各经济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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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进一步发展也需要农业发展的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工业、服务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分工的不断深

化,农业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但这并不会动摇农业的基

础地位,因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不能单以产值比重和从业人员数量来衡

量.

　　就我国而言,绝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农村,农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广

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目前我国农业相对还比较落后,已成为国民

经济中的短板.因此,农业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现代化建设、社会

稳定的基础,并最终决定着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我

国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关键.

(二)农业的作用

　　农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影响并左右国民经济发展全局,是工业等其他

物质生产部门与一切非物质生产部门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农业对国

民经济的作用可以归结为产品贡献、要素贡献、市场贡献、资本贡献和文

化贡献等方面.

　　１增加城市农产品供应

　　当非农部门逐渐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发展成为手工业、工业以后,
城市也随之产生,但只有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生产出超过农民所必需的

剩余农产品时,其他生产部门所处的城市才可以获得基本食物保障,从而

持续发展.除为非农部门以及城市供应食品外,农业部门还要为其提供

生产原料.在工业化早期,工业一般都是以农产品加工为主,因此,工业

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发展状况,如食品加工业、造纸业、纺
织业等要依赖农业提供的大量原材料.虽然化工产业的发展使得化工产

品(人造纤维、皮革、橡胶)逐渐替代了一些农产品原料,但是农业为工业

所提供的原材料仍占较大比重.

　　２向非农业部门提供剩余劳动力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原先全部用于生产农产品的劳动力获

得了极大释放,农业部门出现了富余劳动力,并逐渐向非农产业部门转

移,从而推动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劳动力要素的转移,为非农产业的发

展创造了条件.不断转移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为非农产业提供了大量廉

价劳动力,从而为经济起飞以及资本的原始积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３为其他部门提供资本

　　农业可以为工业等其他非农产业的发展积累资金.在工业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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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农业依然是社会主要的生产部门,社会财富也主要通过农业生产积

累.通过行政力量的强制执行,比如对农业征税或实行工农产品的价格

“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原始资本积累.当工业资本积累达到一定

阶段,工业超过农业成为支柱产业后,农业部门的资金仍会继续向非农产

业部门转移,这种转移主要通过储蓄和直接投资来实现.

　　农业还可以通过出口农产品及其加工品为国家赚取外汇,或通过生

产进口替代农产品为国家减少外汇支出,从而为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做出

贡献.对于处于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工业基础薄弱,产品国际市场竞争

力差,为了获得国外先进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必须发挥本国的相对

比较优势,依靠农业部门来实现出口创汇.

　　４为其他部门提供产品市场

　　由于产业分工,农业的市场贡献来源于农业与其他部门的交换,包括

农民购买日用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工具、服务、知识、化肥).虽然产业存

在分工,但是,基本生活消费需求在城乡之间却是一致的.农民生活所需

的服装、家具、家电、日用工业品、耐用消费品等都需要从非农产业购买,
从而成为这些产业的目标市场.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农业部门是经济

的主要部门,无论是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都较大,这使得农民成为工业

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另外,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业对农药、化肥、
农膜、机械、电力、能源等工业品的需求日趋增加.

　　５民族的文化根基

　　农业文化不仅是继承下来的作为人类共同财富的文化形态,而且是

一种经济社会生产方式,充分体现了系统要素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农业文化系统中,人(农民)的参与是十分重要的,可
以说,没有农民就没有遗产的存在.在我国,农业文明直至今日,依然深

植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已成为中华文明

立足传承的根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息发展中,凭借着独特多样的自

然条件和勤劳与智慧,创造了种类繁多、特色鲜明、经济与生态价值高度

统一的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人类与所处环境长期

协同发展中,创造并传承至今的、独特的农业生产系统,这些系统具有丰

富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传统知识与技术体系和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对我

国农业文化传承、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功能拓展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和实践意义,并成为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文化根基.



◆６　　　　 农业经济学


四、农业的生产要素及配置

　　农业生产要素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获得人们需要的各种农产

品所必须投入的各种基本要素的总称.农业生产要素主要包括以土地和

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农业劳动力、农业资金以及农业科技等.
(一)以土地和水为代表的自然资源

　　农业自然资源是指人们在农业生产中利用的或可能利用的、存在于

地球表层自然系统中的参与农业生产过程的物质和能量,主要包括土地、

水、气候、生物、农用矿物等,是农业生产所依赖的物质性基础.按照在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和角色的不同,农业自然资源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

是作为经营对象的生物资源,包括森林资源、草地资源、农作物资源、动物

资源、水产资源和遗传资源等;第二类是仅为农用生物提供生存载体或生

长环境,其本身没有生命体征及物质生产能力的农业自然资源,比如土地

资源、水资源、气候资源等.

　　自然资源主要以两种形式作用于农业生产:一种是作为动、植物的营

养被直接吸收、转化的;另一种是作为辅助动、植物生长发育的环境和载

体而存在的.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会反向作用于自然资源,一方面,它可

以创造良好的自然资源和环境,集约化地利用可以节约的资源,并使土地

资源得到休养和修复;另一方面,农业粗放式的发展,通过牺牲环境资源

扩大耕地面积等掠夺式行为,森林资源、淡水资源、土地资源甚至空气都

会受到了较大程度的破坏.

　　农业自然资源优化配置包括区域化配置和时间优化配置.农业自然

资源区域化配置是由资源的属性和特点决定的,主要包括区域内部主体

之间的各种生产活动所需资源的优化配置、区域内部各产业之间的资源

优化配置、区域之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区域通过参加国际经济活动而实

现的资源优化配置.另外,农业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是一个动态化的

过程,需要根据资源的动态特征,得出资源在不同时段的最优分布,实现

资源动态优化.

(二)农业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是指从事农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水产养

殖业)生产的劳动者.传统意义上,农业生产者即是农牧民,但随着社会

分工逐渐细化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将逐渐成为专门的产业劳

动者.有关农业劳动力的概念,一般分为两个维度,即数量和质量.农业



第一章　农业和农业经济学
 ◆７　　　　

劳动力的数量,是指社会中符合劳动年龄并有劳动能力的人的数量和不

到劳动年龄或已超过劳动年龄但实际参加劳动的人的数量.农业劳动力

的质量是指农业劳动力的体力强弱、技术熟练程度和科学、文化水平的高

低.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因受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种因素

的影响而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任何社会的一切社会财

富,都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界相结合的产物.

没有农业劳动,就没有农业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

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农业劳动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存在

与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农业劳动具有

能动性,即它是在农业生产力各要素中唯一具有活力的要素.农业劳动

者的劳动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自然、经济规律认识的加深而不

断提高,而且正是农业劳动能力的不断提高,才使农业和国民经济得到了

迅速的发展,自然界为社会提供的物质财富急剧增加.重视劳动力在农

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中国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农业

劳动力规模巨大,而劳动力既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又是消费者,只有充分、

合理地利用好农业劳动力资源,才能促进农业的更快发展,否则就会影响

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农业劳动力的配置主要由供给和需求决定.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侧

来说,农业劳动力的供给资源主要来自农村人口资源.人口资源的状况

主要是由社会、经济、文化和历史传统等综合状况决定的.农村社会的综

合状况与城市社会相比,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促使农业劳动力的供给

有其自身明显的特点.农业劳动力供给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农村人口及

其结构、农业劳动的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的素质等.从农业劳动力需求

角度来讲,劳动力需求包括对农业劳动力的数量需求和质量需求两个方

面.前者是指农业部门维持再生产所必需的农业劳动力数量,后者是指

农业部门维持再生产对农业劳动力文化、技能及健康等达到一定素质水

平的要求.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主要受到农业自然资源的状况、社会人口

和经济状况、政府政策等因素的影响.

(三)农业资金

　　农业资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资金是指社会各投资主体

投入农业的各种货币资金.广义的农业资金是指国家、个人或社会其他

部门投入农业领域的各种货币资金、实物资本和无形资产,以及在农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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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各种流动资产、固定资产和其他资产的总和.广义

的农业资金实际上就是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各种财物和资源的总和,并
且总是以一定的货币、财产或其他权利的形式存在.在既定的农业资金

条件下,农业生产经营者可以根据技术条件和各种资金要素的相对价格,

以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选择最优的生产要素和产品组合进

行生产.在所有的资金形式中,最重要的是货币资金.在市场经济中,货
币资金高流动性的特点可以使其很容易地转化为任何其他形式的资金,

因此,货币资金成为农业资金研究的重点.广义的农业资金实际上已经

涉及农业管理的全过程,而目前制约农业发展最关键的资金问题是狭义

农业资金的投入问题.

　　农业资金涉及的范围很广,对农业资金概念的理解必须抓住农业资

金的本质特征.农业资金除了有一般资金的特征(流动性、多功能性、收
益性)外,还包括低收益性、外部性、政策性等特征.按农业资金的来源

(或投资主体)进行分类,农业资金包括农户资金、农业财政资金、农业信

贷资金、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投入的农业资金、国外农业资金;按农业资

金服务的对象进行分类,农业资金包括农业生产资金、农业产品销售资

金、农业基础设施资金、农业科研及推广资金、农业公共服务资金;按农业

资金投入领域的性质分类,农业资金包括用于农业私人产品的农业资金、

用于农业公共产品的农业资金.

　　尽管农业投入带来的回报率甚小,但是如果没有其他的选择机会,机
会成本完全就不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越是贫穷的地区,农户农业投资的程

度较之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投资更为积极.在劳动力要素层面,由于

固有的户籍制度存在,农户长期被拴在农业产业部门内,伴随着农村经济

发展和国家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劳动力要素市场相对流动性提高后,农户

面临的就业选择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两个选项.

面对不同的选项,农户不同的就业选择带来的机会成本也是不一样的.

至今,农村的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的普遍存在,究其原因,在于农户从事

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较大,所以在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农户更偏好

于从事非农就业选择.由此带来的对农业生产的资本要素投入则会降低

到仅仅维持生活需要的水平.

　　因此,为了提高农业资金在农业生产中的配置效率,需要积极引导资

金投入农业,实现农业资本的形成和积累,改善和提高农业资本配置效

率,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村经济增长.为此,需要从以下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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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手,搭建一个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业资本优化配置、农业产业均衡发

展的系统工程:一是重塑农业产业的市场地位;二是注重政府投资的双重

性功能;三是推动农村金融服务功能的回归;四是调动农户投资的意愿;

五是构建区域一体化资金投入机制.
(四)农业科技

　　农业科技,主要是指与农业相关的科学技术.从狩猎到养殖,从采摘

野果到种植工作,离不开劳动人民在生产中的探索和研究.今天,农业的

进步与发展更需要科技的支撑.农业科技促使农业生产模式不断变化,
如:由“平面式”向“立体式”发展、由“自然式”向“设施式”发展、由“常规

式”向“生态式”发展、由“单向式”向“综合式”发展、由“机械式”向“自动

式”发展、由“化学式”向“生物式”发展等.

　　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科技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技术创新.狭义上讲,

农业技术创新是指农业技术成果的创新和发明;广义上讲,农业技术创新

是在农业生产体系中引入新的动、植物品种或生产方法,以实现农业生产

要素重新组合和生产效率提高的一系列行为.农业技术创新主要包括农

业生产和管理中的新品种或新方法的研究开发、试验、推广、应用和扩散

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技术应用过程.农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
农民、农业科研机构和高等农业院校、农业科技企业、农业技术推广和服

务机构.农业技术创新的特点主要有:技术创新的公共产品特征,技术创

新周期长、不确定性大,技术创新的阶段性特征.

　　农业创新的分类有多重标准:按创新的对象不同,可分为种质创新、
产品创新和方法创新;按创新的性质不同,可分为农业硬技术创新、软技

术创新和硬软混合技术创新;按创新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突变性创新和渐

进性创新;按技术创新的阶段不同,可分为科研成果创新、开发成果创新

和推广应用创新;按技术创新的动力不同,可分为以经验为基础的创新和

以科学理论为依据的创新.

　　农业技术资源的优化配置是指农业技术资源在各种可能的用途之间

做出选择,以获取最佳效率和效益的过程.我国农业技术资源的优化配

置,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两种主体和计划、市场两种配置方式的

作用,以实现长短结合和优势互补,防止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另一方面

要坚持以市场化配置改革取向为基础.对于政府在农业技术配置的角

色,一是要发挥政府在技术资源配置领域的导向和保障作用;二是要依托

小城镇和科技园区建设,增强农业技术资源的集聚能力和扩散能力;三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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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快体制改革,构建以刺激农业技术供给与需求为主要内容的双向激

励机制;四是要有效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合理配置农业技术和人才

资源;五是要构建快捷、高效的农业技术风险防范机制.另外,一般来说,

采取市场配置方式更有利于农业技术的创新和转移,实现农业技术的市

场化配置,需从供给、需求和中介三个方面进行构架.

第二节　农业经济学

一、农业经济及其结构

　　农业经济是以农业为主,以利用自然力为主,生产不必经过深度加工

就可消费的产品或工业原料的经济形式.其范围各国不尽相同,一般包

括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和采集业.农业经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最初

农业经济采用的是原始技术,使用的是犁、锄、刀、斧等手工生产工具和马

车、木船等交通运输工具,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辅以手工业.在这几千年

中,尽管科学技术有所发展、生产工具不断改进,但在工业革命之前,这种

生产格局没有改变.随着产业分工的逐渐深化,农业经济作为第一产业,
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到基础性支柱作用.作为一个经济类型,农业经济的

结构也在不断演化.

　　所谓农业经济结构,是指农业经济中诸要素、诸方面的构成情况与数

量比例.农业经济结构主要包括农业经济关系结构与农业生产力结构.
前者包括经济形式结构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关系结

构;后者包括农业部门结构、农业技术结构、农业区域结构等.此外,农业

经济结构按集约化程度划分为粗放型结构与密集型结构等;按照商品化

程度划分为自给型结构、半自给型结构、商品型结构等.上述各种农业经

济结构内部还可细分,如农业区域结构既可分为种植业区、林业区、牧业

区、渔业区等经济结构,又可按地貌形态划分为山地、丘陵、高原、平原、盆
地等农业经济结构.农业经济结构是一个多类型、多层次的经济网络结

构,其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同时受资源条件、社会需要

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

　　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在考察

农业经济结构时,需要了解农业总产值中农(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各

生产部门的组成情况,一般用农、林、牧、副、渔各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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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来表示.判断农业经济结构是否合理,需要把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结

合起来,包括:资源是否得到充分的合理利用,经营体制是否适应生产力

发展的水平,经济效果如何,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要,有关经济政策是否

能够促进生产的发展等.具体来讲,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须达到以下要

求:首先,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合理地发挥当地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

等方面的优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其次,保障粮食安全.使粮食与经

济作物,农业与林、牧、副、渔各业互相配合,互相促进,协调发展,形成良

性循环.再次,注重经济效益.从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方面看,都能够

取得最佳的经济效果,不能只看产量高低、产值大小,还要考虑土地生产

率、投资效益率、劳动生产率等指标.

二、农业经济学定义

　　农业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土地、劳动力、资金、技术、

信息等稀缺资源的约束条件下,研究农产品供给与需求、要素价格与市

场、微观组织、宏观政策等内容的部门经济学科.其内容包括农业中生产

关系发展变化、生产力诸要素的合理组织与开发利用的规律及应用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和应用对于系统阐明社会主

义农业制度的发生、发展规律,以便正确地进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

会主义建设,对于合理利用农业资源和科学技术成果,对于加速发展社会

主义农业生产,以及对于加强对农业经济活动的宏观和微观管理等,都具

有重要意义.

　　现代西方的农业经济学主要以美国为代表.俄亥俄州立大学于１８９９
年便开设了“农村经济学”课程.最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场管理,主要

学者有泰勒、斯皮尔曼和沃伦等.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农业经济研究颇

为活跃,农业经济学者如泰勒、诺尔斯、伊利、约德、卡弗等人各有侧重地

分别对农场经营的理论与实务、农产品的价格与运销以及土地经济、农村

经济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布莱克的«生产经济学导论»则为农业生产经济

学的创立作出了贡献.经过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资
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加强了对农业生产的干预,农业经济学的研究也发生

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舒尔茨发表«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将农业

放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加以考察,运用新古典学派的经济理论,为政府制定

农业政策、解决农业收入低和不稳定等问题提供依据.由于农业专业化、

社会化的发展以及 “农工商联合企业”等的出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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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农业经济学的新发展还表现在更加系统地运用新古典学派的理论与方

法,更加系统地应用数学方法包括应用电子计算机来分析、研究农业经济

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农工联合企业管理学、农业发展经济

学、农业资源经济学和食品经济学等.

　　目前,农业经济学研究中,有三个比较前沿的领域获得广大学者的关

注.第一是持续多年的农业贸易谈判;第二是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

农业改革;第三是资源环境退化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可以说,农业政策

问题常常位于国际贸易谈判议程的中心.在关贸总协定回合谈判中,争
议最多、谈判最艰苦的领域就是农业政策,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也将农产品贸易作为重要的谈判内容.同

时,农业政策改革一直是各国关注的重点,也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领

域,中国成功的农业改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因此,在新

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对农业进行新一轮的改革,促进现代农业发展,推动

经济新一轮增长,也是中国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另外,农业技术的

快速发展,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

技术进步带来的农业生产集约化和专业化,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社会和

环境,环境保护与“绿色”关切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并不断凸显在政治议

程上,成为具有重大吸引力的农业经济研究新领域.

三、农业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

(一)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思想

　　前资本主义农业经济思想的代表是重农抑商的思想.中国古代农业

经济思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中国春秋时期,孔子和孟子的著作中已有

多处论及农业经营、土地制度和发展农业经济、安定民生的问题.战国初

李悝创平籴之法、汉代董仲舒“限民名(占)田,以澹(赡)不足”的主张以及

宋代王安石推行的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政策等,都是中国奴

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农业经济思想的代表.重农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

思想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之一,在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重农抑商”构
成了中国古代政府的基本国策.«管子»确立了农本学说的开端,强调农

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是国家积累和财政收入的基础,是国防的物质后

备.战国初期,随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出于巩固政权的目的,地主阶

级宣扬重农理论,鼓励人们从事农业生产,以为国家积累财富,重农思想

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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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西方的农业经济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随着

奴隶制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当时许多思想家在其论著中都曾对农业

进行过论述.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在公元前４００年前后写的«经济论»是
古希腊流传至今的第一部经济著作.公元前２世纪到４世纪的６００年间,

罗马先后出现了４部涉及农业问题的著作.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农业

经济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却是农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发展源

头.欧洲中世纪的农业经济思想也是强调重农抑商的思想,其代表人物

是弗朗斯瓦魁奈、杜尔阁.欧洲的重农抑商思想无论从文化背景,还是

思想体系本身,特别是自然秩序学说、«经济表»的思想、重农理论、赋税思

想等都与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存在相通之处.法国重农学派认为农业供

给社会所有生产的原材料,为君主和土地所有者创造收入,给僧侣、劳动

者以收入;认为农业创造的是不断地在生产的本源的财富,维持国家各个

阶级的运转,给所有其他职业者以活动力,是发展商业、增殖人口、活跃工

业进而维持国家繁荣的基础.

　　农业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的商

品化而逐渐形成的.早在１８世纪中叶,法国重农主义经济学家魁奈已应

用投入产出对照表方法研究农业经济,提出只有土地和农业才是一切超

过生产费用的“纯产品”或剩余的唯一源泉,宣扬自由竞争和重农经济学

说.

(二)近代资本主义农业经济发展

　　近代农业经济思想主要产生在英国、法国和德国,主要包括在古典政

治经济学之中.在最早出现资本主义农业经营的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杨

格在其所著«英格兰及威尔士南部游记»和«法国游记»中,在鼓吹资本主

义农业制度的同时,提倡作为近代农业特征之一的诺福克轮作制度,论证

了大农业经营的优越性,生产要素配合比例和生产费用、收益的关系等问

题,可视为近代西方农业经济学的先驱.与此同时,马歇尔通过农村调查

写了题为“农村经济”的报告.１９世纪中叶,«皇家委员会报告»中,出现了

“农村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的名词,似为这一学科名称的始源.１９１３
年,牛津大学成立农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农业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德国,

１８世纪中叶,经济学界的官房学派已对作物耕种、农地利用、农事经营等

有较具体的研究.泰尔所著«合理的农业原理»一书首先提出农业经营的

目的是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并大力宣传轮作制,以代替三圃制.泰尔的学

生屠能的主要著作«孤立国»着重于分析农业经营集约度,创“农业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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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级差地租理论的贡献尤大,被视为农业配置学的创始人,也是德国

农业经营经济学派的奠基者.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代表学派:

　　１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认为金银或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

态,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取金银,并且认为,除了开采金银矿以外,

只有对外贸易才是财富的真正源泉,只有在流通领域中才能得到增加的

货币量.因此,重商主义主张,在国家干预下,积极发展对外贸易,遵循多

卖少买、多收入少支出的原则,使货币尽可能地流向国内.该学派最具代

表性的就是威廉配第提出的地租理论,把地租的本质归结为剩余劳动

的生产物,正确地理解了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配第是最早提出级差

地租概念的经济学者,认为级差地租是由于土地丰度不同和距离市场远

近不同而引起的.配第还提出了土地价格的问题.他认为,土地价格就

是预买一定年限的地租,实际上,他已经认识到“土地价值无非是资本化

的地租”.

　　２重农主义

　　以法国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是重商主义的坚决反对者.

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财富观,认为货币并不是财富,而是为便利交换而产生

的流通手段,真正的财富是土地的产物.与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是财富

源泉的观点相对立,布阿吉尔贝尔强调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农
业繁荣,则百业兴旺.虽然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缓慢和落后,使布阿吉尔

贝尔将资产阶级财富的形式局限于土地产品,但他把对经济问题的分析

从流通领域转移到生产领域,从而为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

基础.布阿吉尔贝尔认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它起互通有无

的作用.在商品交换中,各种商品价格必须保持一定比率,他意识到这种

比率是由个人劳动时间在各个产业部门的分配决定的,而自由竞争是造

成这种正确比率的社会过程.但他又认为,货币破坏按照比率价格进行

的交换,是使人民贫困和社会产生罪恶的根源.他承认商品交换的必要

性,又把货币看作是交换的扰乱因素,实际上是颂扬没有货币的商品生产

和交换,反映了小生产者的观点.

　　３古典政治经济学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来研究农业的,从而探讨地

租理论、农产品价格理论、生产要素的投入与收益间的关系以及有关农业

的各种政策,真正进入了农业经济的理论探讨.李嘉图是古典政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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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集大成者,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创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

中最完备的地租理论.他把地租看成是利润的派生形式,从而认为利润

是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在近代资本主义思想中,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

逐渐开始注意到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几个环节来分析社会生产,注意

到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经营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或规律,即土地报酬

递减规律,这既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又被用来作为地租理论的基础.

　　４相对独立阶段

　　相对独立的农业经济理论产生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其

中,英国经济学家阿瑟扬格被认为是农业经济学的开创者,他在１７７０
年出版了«农业经济学»,比较具体、详细地论述了农业生产要素配合比

例、生产费用和经营收益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大农场具有比传统小

农经济更大的优越性,主张按追求利润的原则,建立大型的、以雇佣农业

工人为主的资本主义农场经济.同时,农业经济学在德国也得到了更大

程度的发展.其中,贝克曼在１７６９年出版了«德国农业原理»一书,成为

第一次专门为高校撰写的农业教科书,并主张农业改革,分配共有土地,

合并分散耕地地块,消除农民的杂役负担.

(三)近代资本主义后期农业经济思想

　　１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抽象劳动所

创造.劳动决定价值这一思想最初由劳动经济学家配第提出.亚当斯

密和大卫李嘉图也对劳动价值论做出了巨大贡献,马克思在继承二者理

论科学成分的基础上,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从根本上改造了劳动价值

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包括以下内容: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的原理;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原理;价值形成过程的原理;价值增值过程的原

理;商品价值构成的原理以及价值是商品经济历史范畴的原理等.马克

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理解农业报酬有着重要指导意义.另外,马克思以

及恩格斯在土地国有论和农业计划论、社会主义农业的组织形式和农民

身份、农民改造理论、社会主义城乡一体论等方面也有重要的理论创新.

　　２李斯特对农业作用的阐述

　　德国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List)对农

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有着非常深刻的论述.他认为,纯农业国

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要使工业发展,需要高度发展的农

业;只有建立和发展工业,农业本身才能进一步发展.纯农业国资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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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低;纯农业国分工协作发展程度低;纯农业国农业常处于残缺状态;
纯农业国贸易常使其处于发达国家的从属地位;纯农业国普遍存在分散、

保守、迟钝,缺乏文化、繁荣和自由.

　　３戈尔兹的«农业经营学»

　　特奥多冯戈尔兹曾任耶拿大学、波恩大学等校的教授,在李比希

影响下研究农学,曾讲授过农业经营学、土地评价学、农业簿记、农业政

策、农业制度、农业史等课程,并于１８８６年出版了«农业经营学».戈尔兹

力图使农业经营学从李比希影响下的农业化学转回到经济学,深受其影

响的是他的两个学生艾瑞保和布林克曼,他们后来都成为著名的农业经

营学家.

　　４艾瑞保«农业经营学概论»和布林克曼«农业经营经济学»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农业经济科学从经济学体系中独立出来.弗里

德里希艾瑞保和特奥多布林克曼将农业经济学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

理论体系.艾瑞保所著«农业经营学概论»,发展了农业经营经济学;布林

克曼集德国农业经营经济学之大成,在其主要著作«农业经营经济学»中,

围绕农业集约化和农业经营制度两大主题,论述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投
资收益界限、部门配合理论以及生产规模等问题,还应用动态分析方法,

分析了影响农业集约度和农业经营制度变革的各种主要因素,使当时以

农业经营经济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农业经济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形成一个较

为完整的体系,并为当代生产经济学准备了基础.此外,德国还出现了强

调发挥农业政策作用的农业政策学派,代表人物有戈尔兹、康拉等.
(四)现代农业经济学

　　进入２０世纪以后,现代农业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

人们把农业科学研究领域分成四大类:农业生物科学、农业环境科学、农
业工程科学和农业经济科学.这四大类可以归为三大研究领域:农业经

济、管理科学;农业机械、工程科学;农业生物、环境科学.

　　如果说农业经济学前期的思想中心在欧洲的英国和德国,那么进入

２０世纪以后,美国的农业经济学科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农业经济

学的中心.泰勒的«农业经济学概论»和博伊尔的«农业经济学»都是２０
世纪２０年代运用微观经济学原理研究农业经济问题的重要著作.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以后,农业经济理论进一步深化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学科体

系.这一阶段的农业经济学研究更加系统地运用了一般经济学的原理和

方法去研究农业经济问题,并强化了定量分析,扩大了研究领域.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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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代农业经济学研究涉及农业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已经发展成一个

有基础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它包括农业经济学(又分

为农业生态经济学、农业资源经济学、农业生产经济学、农业发展经济

学)、土地利用、农村金融、农村市场学、农业财政、农业会计、农业技术经

济学、农场经营管理学、国际农业经济、农产品贸易、农村社会学等.

　　早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现代农业经济学人物有布莱克、海地等.

１９２６年,美国的布莱克(JDBlack)应用新古典理论,综合农场生产数据

统计分析结果,出版了«生产经济学概论»,这是以农业生产经济学命名的

第一部著作.１９５３年,海地(EOHeady)运用微观经济学和２０世纪４０
年代统计学、数量经济学的各种新成果,出版了«农业生产经济学与资源

利用»,系统引入生产函数和线性规划,使农业生产经济学成熟和完善起

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农业生产经济学进一步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定量

分析,并出现研究农产品市场与需求、研究生产中风险与不确定性、研究

大范围农业与多层次农业的明显趋向.

四、农业经济学以及现代农业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近代农业经济学约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介绍到中国.早期主要是一些

经济学家包括不少外国经济学家用西方农业经济学的观点来考察中国农

村生活、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著作有陶孟和的«中国农村生活»、贝克

的«农业与中国的将来»、泰勒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和卜凯的«中国农家

经济»等.３０年代以后,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和讲授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社会

科学研究所、中山文化教育馆、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以及金陵大学、浙江

大学、中央大学等机构中展开,许璇、梁庆椿、吴文辉、章植等先后发表了

不少有关农业经济学概论、土地问题、佃农问题等的论著.毛泽东的«中
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的发表,为应用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农村经济问题掀开了新的一页.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有陈翰笙、薛暮桥、孙晓村等为其成员的中国农村经济

研究会,对中国农村经济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以后,早期的研究主要受苏联农业经济学的影响.１９８０年以后,由于

更多地结合了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和农业发展的实践,社会主义农业经济

学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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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增长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经济长期增长和结构变迁的过程中,农业的增长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

学家库兹涅茨曾说过:“经济增长就是向本国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产

出能力的长期提高,且这种日益增长的能力是以不断进步的技术以及制

度和思想意识的调整为基础的.”根据这一思想,我们把农业增长看作技术

进步推动下农业产出结构的不断优化及农业供给能力的不断提高.农业增

长不仅可以为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粮食保障,而且为其他部门的持续增长

奠定基础.与增长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发展,经济发展要求产出的增加,它
包括经济增长,但不等于经济增长.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意味着经济增长过

程中经济质量的提高、经济结构的改善以及经济体制的创新.

第一节　经济增长阶段理论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作«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基于主导产业

的序列变化,把经济增长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的准备阶

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消费阶段,１９７０年又添加了一个阶段,

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罗斯托从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个方面对各个

阶段进行了描述,此理论的提出为后续很多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基础和依据.

一、传统社会阶段

　　传统社会阶段是指近代科学技术产生以前的社会.在此阶段还没有

产生近现代的科学技术,人们普遍缺乏现代的科学意识和思想观念,所以

传统社会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技术水平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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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活水平很低,而且没有持续的经济增长,即使在某一时期实现了一定

程度的经济发展,也很难持续下去.由于生产率低下,无法创造出充足的

生活资料,人们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又必须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的生

产资源和劳动资本,因而从这种农业体系中产生了一种分层的社会结构.

这种社会结构的纵向流动性很小,家庭和宗族关系在社会组织中发挥很

大的作用.人们尊奉的价值观是长期的宿命论.但这种宿命论不排除短

期的个人选择权,在一个较大的范围内,个人在一生中为改善自己的命运

而努力是可能的和合法的.虽然中央政治统治经常以各种形式在传统社

会中存在,但是政治权力的重心在那些土地所有者手中.

　　罗斯托认为,传统社会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地中海文明、古代埃及文

明、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处于封建社会时期的中国.他还认为:“把这些多

种多样的、经常变化的社会归为一类的根据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
经济技术生产率的进步是有限的.”可以看出,罗斯托定义传统社会的标

志就是生产率低下、进步缓慢,然而当这些缓慢的、有限的进步开始发生

并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常态的时候,社会就进入了转变的过程中,即罗斯托

所说的起飞前的准备阶段.

二、起飞前的准备阶段

　　起飞前的准备阶段也就是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的阶段.这一阶段是

从传统社会向“起飞”阶段发展的“正在过渡中的社会”.起飞的前提条件

最初是在１７世纪末１８世纪初的西欧发展起来的,那时世界范围内的殖

民扩张和国际竞争产生了一个动态环境,在这个环境下,现代科学知识开

始在农业和工业中发挥效力.大量先进的近代科技知识开始应用于工业

和农业生产,使得农业生产水平和生产率都有了大幅的提高,有能力为人

们提供更多的食品等基本的生活物资,同时也为工业的加快发展提供了

更加广泛的市场.与此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始出现,这为资本的循

环和积累创造了条件,投资率也有了很大的提高.随着交流的增加,外国

资本也开始大量流入,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资本市场的扩大.在这种情

况下,“新型企业家在私人经济中和在政府部门出现了,他们愿意在追求

利润或现代化过程中调动储蓄和承担风险”.随着这些企业家实力的迅

速增长,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的机会也开始增加.

　　西欧国家中,英国由于地理、自然资源、贸易机会、社会和政治结构的

优势,成为第一个充分做好起飞前准备的国家.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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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在农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向工业化过渡,社会经营资本或者基础资

本迅速积累,为现代工业结构准备了一个可以持续存在的基础.在社会

中,人们受到重视不是由于氏族和阶级关系,甚至不是由于他们的行会,

而是由于他们履行某些特殊的、日益专门化的职能的个人能力.而当起

飞需要的各种条件逐步成熟、完善的时候,现代社会生活中巨大的分水

岭、社会发展阶段中最重要的阶段———起飞阶段就到来了.

三、起飞阶段

　　“起飞”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论中一个核心

的概念,“起飞”的理念和思想至今仍然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究竟什么

才是起飞,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一书中曾经这样说

过:“起飞是稳定增长的障碍和阻力得以最终克服的时期.”所以在这一阶

段,各种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已经被逐渐克服,传统的、缓慢的、低效的经

济发展模式已经被突破,经济增长成为一种稳定的、持续的状态.就像罗

斯托所描述的那样,“起飞”被定义为一种工业革命,与生产方法的剧烈改

变直接有关,在比较短的一段时间内产生有决定意义的后果.

　　起飞阶段可以看作是工业化的开始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社会经济结

构和生产手段发生了重大变革,引入新技术后的工业制造水平发展迅速,

工业制造业也已颇具规模,而从农业转移到新兴工业的资本和劳动力更

大大加速了工业化的进程.同时,工业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了农业、服务

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例如,工业部门的扩张必然加大对农产品的需求,

这就相应地要求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农民为了提高生产率就要采用新

技术和新方法,农业生产率也相应地随之提高,而“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

变化是成功起飞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将急剧增加对

农产品的需求”.同时,通过对罗斯托起飞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在

经济增长阶段论中,罗斯托很重视对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主导部门的研

究,而对主导部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他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任何阶段中,甚至在一个成熟并且继续增长的经济中,前进的势头能

够得以保持是因为少数主要增长部门迅速扩大的结果,而这些部门的扩

张具有重要的外部经济效应和其他间接效应.”当起飞所需的因素产生并

且稳定以后,持续而稳定的增长便有可能继续下去,在这种情况下,经济

的发展不仅高效而且持久,也就迎来了社会的第四个发展阶段———向成

熟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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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向成熟推进阶段

　　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中,罗斯托关于成熟阶段的论述表明,成熟主要

是指技术上的成熟.在成熟阶段,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已经有效地推广

到各个经济领域,使得国家有能力生产自己想要生产的任何产品.同时,

现代科学与工业生产技术的结合日益紧密,工业发展朝着大型化、多样化

的方向迈进,很多新兴工业迅速崛起,经济结构也相应地随之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产业重心也不再是起飞阶段的铁路运输业、纺织业等传统经济部

门,而是钢铁、机械、化学等部门,而且各个产业之间的关联度也大大增

加.

　　传统部门的发展在这一阶段趋于稳定,通常情况下,建筑、铁路、钢铁

工业以及大量使用钢铁的通用机械、化工设备、采矿设备、造船工业和电

力工业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一国经济成熟的标志.同时,伴随着工、农业之

间的劳动力转移,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农村向城市集中,劳动力也逐渐高学

历化、专业化和熟练化.在罗斯托看来,成熟阶段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

点,即“在这个阶段中,经济展现出超越曾推动它起飞的初始工业的能力,

以及在非常广泛的资源范围上吸收和有效地采用现代技术的最先进成果

的能力”.基于此,罗斯托给成熟阶段下了一个准确的定义,即“成熟阶段

是一个社会已经把(当时的)现代技术有效地应用于它的大部分资源的时

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水平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大,经济发展

的主导部门也逐渐转向了耐用消费品和服务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进

入了另一个发展阶段———高消费阶段.

五、高消费阶段

　　罗斯托认为,当社会达到成熟后,注意力就将从供应方面转到需求方

面,从生产问题转到消费问题和最广义的福利问题.大众高消费阶段有

两个特征:一是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使得众多的人可以消费耐用消费品、

家用电器等;二是劳动力结构改变,城市人口和脑力劳动者及熟练工种的

人数比重增加.经济增长对消费需求从而对充分就业的依赖性并不强

烈.也正是在这个成熟以后的阶段,西方社会通过政治程序选择把更多

的资源用于社会福利.如果消费者主权占优势,则资源越来越倾向于被

引导到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大众化服务的普及上.

　　美国是第一个由成熟阶段迅速进入大众高消费阶段的国家.在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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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２０年代,汽车、家用电器、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等改变了美国人的基

本生活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进入

了这一阶段.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由于战后几年经济水平的迅速增长,
西欧和日本也进入这一阶段.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人们的基本生

活需要等物质方面的欲望得到了满足,这时科技与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

面效应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人们开始意识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并

不总是好的方面,这就引发了人们的反思.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如何

才能真正生活得更好,人们也不再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发展和物质需要的

满足,转而开始追求生活质量的提高.这时,社会的发展就进入另一个阶

段———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六、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１９７１年,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论:非共产党宣言»的基础上稍作修

改,在最初对社会阶段划分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

阶段.社会的发展引发了罗斯托的思考,在经历了高消费阶段之后,由于

工业生产水平的高速进步,尤其是汽车工业的迅速发展带来了诸如环境

污染、交通拥挤、噪音污染等许多城市问题,人们不再一味地追求汽车一

类的耐用消费品,转而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如优美的生存环境、舒适的

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享受,也就是说,人们开始更加重视生活质量的提

高,而不仅仅是物质条件的改善.在对这些社会现实进行观察研究的基

础上,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论中增加了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当经济增

长到这一阶段,主导部门不再是生产有形产品的工业部门,而是提供劳务

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服务业,其中包括公共投资的教育、文化娱乐、旅游、市
政建设、社会福利等.这一阶段主要是以改良和渐进的态度对大众高消

费阶段引发的环境污染、犯罪增加、城市衰败等问题进行解决.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强调了物质积累和确立主导产业部门对区域

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这六个阶段中,最重要的两个阶段是起飞阶段和

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起飞阶段主要是使社会经营资本、农业、出口等部门

现代化,向工业化过渡,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主要任务则是促进新的主

导部门的技术进步.如果说起飞阶段相当于工业化的开始,那么追求生

活质量阶段则是工业社会生活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的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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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业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农业的发展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般来说,人类农业的发展可

以划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阶段.农业发展既有其内

在的规律性,又受制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农业表

现出不同的特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一、原始农业

　　原始农业是人类农业的初级阶段,是人类从直接利用天然生产的动

植物和微生物到初步圈养和驯化野生动物、开始栽种植物的农业活动阶

段.这一时期的基本技术特征是以人力为作业动力,依靠人类自身手足、

天然石器、骨器和树木或对石、木、骨加工后形成的简陋工具来从事农业

活动.随着劳动经验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原始农业在下述几个方面获得

了进步:

　　第一,在农产品方面,人类不再局限于采摘野生植物、狩猎野生动物、

采伐林木、捕捞水生动物,开始努力圈养和驯化野生动物并栽种植物.公

元前７０００年的中国长江流域已经开始种植水稻,今天人类种植的小麦、

水稻、玉米和饲养的猪、牛、羊、犬、鸡等都是在原始农业阶段驯化的,这一

演变使农产品生产从天然生产延伸到人类生产,开启了农业再生产的人

类活动过程,有效地促进了农产品产量的增加和农作物疆界的扩大.

　　第二,在工具进化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广地开始对工具(农具和战

具)进行加工,使之成为更顺手、更有效的工具.从把天然石器、骨器和树

木作为工具发展到打制、打磨工具,甚至发展到以青铜器为代表的冶炼金

属工具.

　　第三,在农业耕作制度方面,创造了火垦火燎的撂荒制耕种方式.虽

然这种原始耕作技术对自然环境产生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毕竟为农业生

产提供了种植面积、熟化土壤和草木灰肥.

　　第四,在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方面,人类开始认识到农业生产条件与农

产品产量的关系.突出的例子是人类对水与农业关系的认识,如中国历

史上大禹治水的传说,反映了公元前约２２００年人类大规模利用和改造自

然的水利活动.除了排涝活动外,甚至在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简陋的灌溉

农业,如公元前５０００年的埃及尼罗河流域出现的灌溉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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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在劳动关系方面,由于原始农业的工具简陋,农业生产条件较差,
原始农业需要集体合作,因此,原始农业主要是氏族制度以及后来出现的领

主制度中的共同耕作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原始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依然十

分落后,只是单纯依靠物质循环来恢复地力,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

二、传统农业

　　人类农业在原始农业的基础上过渡到传统农业.传统农业在人类农

业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阶段,经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发达国

家一直延续到１８世纪中期.在农业工具方面,传统农业不再像原始农业

那样依靠天然石块、兽骨和树木加工形成的简陋农业工具,而是大规模地

使用人类有意识制造的符合科学原理的生产工具.铁制农具或铁木结合

农具成为基本农具,并且人类已经拥有了农业生产所需要的一整套基本

农具系列.同时,传统农业不再像原始农业那样单一地以人力为农业作

业动力,而是大量采用畜力为动力.由于农业实践经验的积累,形成了一

套行之有效的生产经验,如掌握了一整套精耕细作栽培体系以及一整套

动、植物疾病的诊治知识和处理体系.农业生产已经有一定的科学知识

作为依据,比如中国农业气候上指导农事活动的“二十四节气”,又如秦朝

吕不韦在公元前２３９年编成的«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
«审时»４篇世界上最早的农学专著向农民传授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家

庭不仅仅是生活单位,也是农业生产单位和财产单位.主流农业史认为,

我国战国时期是传统农业的奠基时期,战国时期的中国农业和印度农业

处于世界农业的先进水平,因此,从公元前４７５年中国的战国时期算起到

１９１８年美国率先用机器广泛替代畜力作为农业作业动力,传统农业时期

经历了近２４００年.

　　经济学家对传统农业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综合起来,传统农业具有以

下主要特征:

　　１技术停滞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指出,传统农业的农民世世代代都

以同样的生产方式进行耕作,产品和要素的变化并没有进入社会,对他们

来说,消费和生产都不会增添什么新花样.通过长期的经验,他们熟悉了

自己所依靠的生产要素,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生产要素是“传统

的”.这就意味着,农民年复一年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同样的谷物,

使用同样的生产技术,并把同样的技能用于农业生产.美国农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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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罗伯特D史蒂文斯和凯瑟L杰勃勒把传统农业定义为“由缺乏或

无法获得科学技术知识的人们通过对自然的敏锐观察而发展起来的技术

农业,它建立在对本地区生产的长期而大量的观察和经验之上”.美国发

展经济学家马尔科姆吉利斯也指出,“传统技术的特征是变化很慢.这

样,农民就不会必须对变化的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做出反应;相反,他们对

各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进行长期的实验,直到发现适合于一定技术的正确

方法为止.这种情况下,所说的长期指几十年,甚至若干个世纪”.

　　２低水平均衡

　　由于技术停滞和劳动力剩余,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呈下降的趋

势,加之可供开垦的荒地有限,扩大耕地面积的增长方式越来越失去发挥

作用的余地,传统农业的生产水平很低.但是,舒尔茨认为,虽然传统农

业生产率低,但依靠重新配置传统农业的生产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

著的增加,传统农业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最优,只是处于一种低水平的

均衡,因此,传统农业是“有效而贫穷的”.

　　３自然经济

　　传统农业是生计农业,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印度学者苏布拉

塔加塔克和肯英格森特指出,“传统农业是以小型的家庭农场为标志

的.作为一个生产单位,传统农业不仅以其规模小为特征———无论是以

所利用的资源量,还是以产出量加以衡量,而且以高度的自给自足为特

点”.传统农业的主要投入要素是劳动力和土地,劳动力主要由家庭成员

构成.当更多的劳动投入到日益缩小的小块土地上时,收益递减规律发

生作用.同时,传统农业生产的一两种主要作物通常就是人们摄取热量

的主要来源,由于技术停滞,传统农业的产量和生产率很低,产出和消费

几乎大小一致,形成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三、现代农业

　　现代农业的基本技术标志是农业机器体系的形成和广泛应用,以机

器动力替代人畜力.在传统农业后期,即工业革命兴起后,农业机器体系

的建立明显表现出与畜力相配套的特点.如１８２５年美国生产出第一台

马拉棉花播种机,１８３３年麦考密克发明谷物收割机,１８３６年美国出现畜

力脱谷机,１８３９年美国出现马拉玉米播种机,１８５０年美国普遍应用马拉

农具.１８５１年英国的法拉斯和史密斯首次用蒸汽机实现了农田机械耕

作,被视作农业机械化的开端.１９世纪中叶,美国开始引进化学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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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９年美国芝加哥的查达发动机公司制造出世界上第一台使用汽油内燃

机的农用拖拉机.１９１３年德国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合成氨装置,开始发展

现代氮肥工业.直到１９１８年,美国率先用机器广泛替代畜力作为农业作

业的动力,标志着现代农业的开端.农业科学技术体系以现代自然科学

为依据,一批现代高等农业院校被建立起来传播科学知识.以１８６５年孟

德尔遗传理论和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摩尔根的染色体遗传理论为基础的现代

遗传学为农业良种发展提供了科学依据,２０世纪后期以基因工程为标志

掀起了生物技术革命的新篇章.现代农业的重大标志之一还在于工业成

果普遍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投入品,如机器、种子、化肥、农药、电力等,结
束了农业历来以自身产品为基本投入品的再生产循环.

　　此外,现代农业还富有一些社会经济性质的特点,今天我们通常见到

的是,农业生产具有很高的商品化、社会化、专业化程度.传统农业中,在
一个生产单位内进行的生产环节被分离为在多个独立生产单位进行的生

产环节.以养鸡生产为例,纵向生产过程被分离为生产企业或部门独立

进行的种鸡生产、雏鸡孵化、育肥鸡饲养等专业化生产,还能被分离为专

业生产肉鸡和蛋鸡的不同生产企业.此外,养鸡过程中的饲料加工、家禽

屠宰、疫病防治、运输和销售、食品加工、鸡舍安装等职能也被分离为独立

企业的专业化工作.农业经营管理成为重要的农业活动内容.农业中广

泛接受经济理论指导和采用经济数学、电子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手段

对农业的各项经济活动进行科学的组织与管理.在农业发展理念上,已
经不再仅仅关注农产品数量指标,而是越来越关注农业与环境的关系,特
别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女士１９６２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
吹响了环境保护的号角,也唤起了人们对农业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在强烈

的环保理念中发展农业成为现代农业的新特点.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农业的技术特征逐渐向无污染动力、
智能化和自动化、基因工程的方向发展,对于部分农产品,转基因产品已

经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如转基因大豆、转基因抗虫棉等.２００９年,世界第

一辆氢动力拖拉机概念车在意大利问世,工厂化农业已经开始起步,用营

养液替代土壤的无土农业也已经被实际应用于工厂化农业生产中,新的

科技成果不断地成为现代农业的内容.

第三节　农业增长的诱导创新模式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经济增长方式必然从以依靠物质投入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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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以科技贡献为主,这在农业领域的表现也非常明显.我国当前农产

品的科技含量较低,技术进步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

大差距.较低的科技水平直接影响到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整个国民经

济的发展.因此,加快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对中国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一、诱导创新理论

　　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得把创新定义为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企业

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诱导的创新理论来源于厂商理论,约翰希

克斯和汉斯宾斯旺格曾卓有成效地研究了诱导的创新理论,速水佑次

郎和弗农拉坦在他们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这一理论.

　　诱导的创新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可以利用不同的途径实现农业的技

术革新,通过生物技术的改进,解决土地的无弹性带给农业发展的制约

性.通过机械技术发明创新解决由无弹性的劳动力供给带来的劳动力资

源的制约.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对资源禀赋制约性选择一条有效的路径

进行消除,那么就会对农业和经济的发展产生抑制作用.有效选择各种

途径的能力是获得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关键.关于农业发展的一种有效理

论,应该有利于一个社会选择农业技术变革的最优途径.诱导的创新理

论把技术变革过程看作是经济制度的内生变量,把技术变革看作是对资

源禀赋变化和需求增长的一种动态反映.

　　诱导的创新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私营部门的诱导创新.

私营部门会把资金用于发展一种较便宜的要素,发展这种要素替代较昂

贵要素的技术.与此相同,在一个国家中,若一种要素相对于另一种要素

比在第二个国家更昂贵,则创新努力将被吸引到节约这种相对昂贵的要

素的技术上.第二,公共部门的诱导创新.市场价格信号是引导技术变

革的主要途径.农民在价格变动的作用下,被诱导去寻求节约日益稀缺

的生产要素的技术的方法,并促进公共部门开发新技术,要求以现代的技

术投入品替代更为稀缺的要素,从而以社会最优的方向,来适应农民减少

单位成本的要求.第三,制度创新.制度创新需求的改变是由相对资源

禀赋和技术变革诱导的.通过克服产生于要素禀赋、产品需求和技术变

革的不均衡而预期潜在的利益得以实现,是对制度变革的一个强有力的

诱导.

　　总的来说,农业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农业发展中的关键诱导因素,

随着农业技术进步不断突破自然资源的约束,农业发展中科技进步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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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份额将越来越大,而农业制度创新也为实现农业生产力诸要素的最佳

组合奠定了基础.

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

(一)农业技术进步

　　农业技术进步是指在农业经济发展中不断用生产效率更高的先进农

业技术代替生产效率低下的落后农业技术.农业技术进步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广义的农业技术进步是指除了土地、资金、劳动等经济要素以外,所
有能使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的方法、手段及其应用于生产中不断提高农业

生产效率的过程;狭义的农业技术进步则是指农业生产技能和物化技术

等“硬技术”水平的提高及其应用于生产中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过

程.也有学者认为,技术进步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创新,而
原有技术已经与一定的资本和劳动力相结合,在生产中起作用.从此角

度分析,认为农业技术进步是技术进步在农业生产领域的具体化,是指将

新知识和新技术推广并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活动中,使得一定数量的资

源投入生产出更多产品,不断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

发展过程.具体包括:生产技术措施的进步,如良种选育技术的进步、农
作物耕作栽培技术的进步和土壤改良技术的进步等;生产条件方面的技

术进步,如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农业能源的进步和农业基本设施的进步

等;管理技术的进步,如运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特别是运用

电子计算机等现代信息技术来代替传统的管理手段等;生产劳动者与管

理者的技术进步,如农业生产劳动者与管理者科学技术知识的丰富、劳动

技能的提高及管理技能的提升等.

　　农业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一,提供先进农业技术

装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农业技术进步可不断为农业提供大量先进的农

业生产工具、运输工具及生产性建筑设施等,改善和提高现有农业生产技

术装备水平,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规模效益化.第二,

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农产品质量.农业技术进步可以大大提高土地的生产

效率或投入产出比率,改善和提高农产品质量.一方面,农业技术进步不

断为农业提供高质量的生产资料,如化肥、农药、除草剂、地膜等,提高农

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农业技术进步可为农业提供先进适用的耕作、栽
培、病虫害防治、灌溉等技术,改善和提高各种农艺技术水平.第三,充分

合理利用资源,提高农业经济效益.农业技术进步可扩大农业资源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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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范围,提高农业资源的质量和单位资源的利用效率,使有限的农业资源

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此外,农业技术进步还可以促进生物因素与环境

因素的统一和协调,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优化农业资源的配置,以充分发

挥农业生产的地域优势,从而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第四,改善农民生产

生活方式,促进农村全面发展.农业技术进步可以使农民的劳动条件不

断改善、劳动强度不断降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从而调动农民推进技术

进步的积极性,使农民有更大的动力学习和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与劳动技

能.

(二)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是指能使创新者获得追加利益(潜在市场利益)而对现行制

度进行变革的种种措施与对策.通过制度变革可以建立起某种新的组织

形式.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一样,都是以获取追加利益为目的的,因而制

度创新必须在预期纯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条件下才可能实现.但是,制
度创新毕竟与技术创新有很大的不同,主要是技术创新的时间依存于物

质资本的寿命长短,而制度创新则不受物质资本寿命长短的限制;同时技

术创新往往是技术上出现某种新发明的结果,而制度创新则往往是组织

形式或管理形式方面出现某种新发明的结果.L．戴维斯和 D．诺斯认为,

促成制度更新的主要因素有:(１)规模经济性.市场规模扩大,商品交易

额增加,促进制度变革,降低经营管理成本,获取更多经济利益.(２)技术

经济性.生产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企业规模扩大,促使

人们去进行制度创新,以获取新的潜在经济利益.(３)预期收益刚性.社

会集团力量为防止自己预期收益下降而采取的制度变革措施.例如,在
通货膨胀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工资、利息等固定收入者就要求实行收入指

数化制度,以保障自己的实际收入不因通货膨胀而下降或不至于下降得

过快过多.制度创新是新旧制度的“代谢”过程,其动力源于存在并发现

潜在利益.从产权制度角度来看,制度创新有利于建立有效率的产权制

度,从而通过在新制度下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相关权益

主体也就从中受益.
(三)农业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内在联系

　　１技术进步引发制度创新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当现有生产关系与物质

生产力发生冲突时便会引起社会革命.制度之所以要创新或变革,主要

是因为当要素禀赋和产品需求发生了变化,或者出现了技术进步,使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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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集团对现行制度所带来的收益和所需付出的成本重新做出了判断,
预见到改变现行制度或创造新制度将可能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而产生了

变革现行制度和创建新制度的需求.经过成功的制度创新或变革之后,

会带来新一轮产品或商品供求的变化以及新的技术创新或变革.因此,

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之间是一种互动或者互相影响的关系.

　　２制度创新为技术进步的持续涌现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或激励

　　制度创新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制度创新通过对技术系统要

素的质态、量态、空间分布、时间运转等影响,引起生产率路径的变化,进
而影响生产力的变化.技术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加以配合,才能使技

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能动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正是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

生产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内在的联系,在不同的制度、体制和政策条件

下,由于增长机制构造不同,技术促进经济体系的运行效率不同,因而直

接决定了生产率路径的高低,影响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的质量.

　　国内外经验证明,制度创新是技术进步的必要条件和保障.制度创

新可以为技术进步的主体提供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发展空间,以期

解决诸如风险融资、中介服务、产学研合作、信息支持、产业空间布局等问

题.在整个过程中,制度创新往往是促进政、产、学、研合作的重要基础,

在技术进步与创新体系中有不可替代的公共性职能,而政府在以体制创

新、政策创新与服务创新推动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三、农业技术进步的模式比较

　　农业技术进步的方向选择由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条件特别

是要素禀赋条件所决定.从国际经验看,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往

往选择不同的农业技术发展道路.就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而

言,主要存在美国、日本、西欧三种模式;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看,其农业

技术进步的模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一)美国模式

　　美国的农业技术进步主要是先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再逐步推广资

源节约型技术.１８６０年,美国的人口总数才３１００万,但当时西部的领土

已拓展到太平洋,耕地面积大幅增加,每个农业劳动力拥有了更多的土

地,同时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大批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两方面

的矛盾导致美国农业劳动力不足.针对这一矛盾,美国农业技术创新的

重点首先放在了劳动节约型技术上,１９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就推广使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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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农具,１９４０年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这一时期美国的农业劳动

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土地生产率却处于徘徊状态.第二次世界大

战前后,随着工业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开发程度的提高,对土地的需求增

加,土地价格不断上涨,农业从粗放经营转入集约经营,产生了对资源节

约型技术的需求,加速了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进步,并使机械技术成为

推广现代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工具,使土地生产率有了成倍的提高,实
现了对土地的节约利用.

(二)日本模式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前,日本农业劳动力资源充裕,而人均土地面积很

少,且工业基础不厚.在这一背景下,日本农业技术创新的重点首先放在

资源节约型技术,主攻农作物良种技术以及与之配套的化肥技术和水利

技术.良种技术和化肥技术、水利技术的推广应用,大幅度提高了土地生

产率,减轻了土地资源不足的压力.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经

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农业劳动力由过去的丰裕转

为相对不足,从而诱发了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推广应用.５０年代后期重点

是普及耕耘机和中小型拖拉机,１９６７年基本实现了固定作业和田间作业

的机械化;１９７０年前后实现了农产品收获的机械化和拖拉机的大型化,７０
年代末期实现了农业生产过程的机械化,农业劳动生产率因此有了很大

的提高.
(三)西欧模式

　　以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为代表的西欧国家,农业劳动力稀缺,土
地资源也不充裕,但工业比较发达.因此,它们选择中性技术进步的道

路,即劳动节约型技术与资源节约型技术并重,不仅广泛使用农业机械,

同时也十分重视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的应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

产率同时得到提高.例如法国,农业劳动力短缺与耕地不足同时并存.

一方面,从１９世纪末开始,由于非农产业高收入的吸引,农业劳动力大量

流出,使农业劳动力日趋紧张,因此,从２０世纪初开始使用农业机械,至
战后农业机械化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法国的农用地,尤其是人均耕地资

源较少,这就要求推广生物技术和化学技术等资源节约型技术,以提高土

地生产率.法国早在１９世纪中期就开始使用化肥,化肥施用量逐年增

加,成为世界上单位土地面积化肥施用量最多的国家之一.
(四)发展中国家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业技术进步的背景有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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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些国家农业发展面临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以及由此决定的

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而是人口膨胀带来的粮食需求压力.在这种背景下,
只能寻求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目标,以采用现代高产品种和增加现代投

入(化肥、农药、灌溉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技术进步的道路.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印度尼西亚、泰
国、哥伦比亚等发展中国家,大面积推广和种植新型高产小麦和水稻品

种,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这种以品种改良和推广为核心内容的技术

创新被称为“绿色革命”.“绿色革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国家的粮

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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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既是劳动资料,又是劳动对象.没有土地就没有

农业生产,更没有满足人类所需的大量农产品.在中国历史上,人地矛盾

一直是中国农村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人地关系紧张和结构性失调造成古

代社会周期性争夺农地产权的斗争,形成了农地集中和均田交替进行的

历史轨迹,使社会每经过一定时期的稳定与发展后,就要遭受一次重大的

冲击.以土地的占有为标志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种种的权利关系而构成的

农地制度已成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制约着社

会历史的发展进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怎样完善与改革农村土地制度

引起理论界的关注,时至今日,各种观点仍旧争论不断.因此,从我国实

际出发进行农地制度理论与实践的探索是必要的,比较和借鉴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经验也多有裨益.

第一节　农地制度概述

一、土地制度与农地制度

　　土地是一种自然资源.经济学上的土地侧重于自然界所赋予的东

西,这一点充分体现在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对土地所下的定义中:土地的

含义指的是大自然无偿地资助人们的地上、水中、空中、光和热等物质和

力量.简言之,土地是能够为人们所利用的陆地地表与地表上下一定空

间之和.随后,人们对土地内涵的理解进一步深入,对土地投资所形成的

资本也被包括进来,突出了土地的社会性.定义土地为固定于地表并包

括地表上一定净空空间和地表以下一定深度,由土地自然物与土地资本

物所组成的具有资源、资产、产权三重内涵或属性的自然、经济与社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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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土地的投资越来越多,包含在土地中的价值

也越来越多.土地上的建筑物等其他附着物一旦建成就不能移动或是很

难移动,也形成了土地价值的一部分.可见,现实的土地已不仅仅是一个

单纯的自然综合体了,而是一个由各项自然因素组成并综合了人类劳动

成果的自然经济综合体.

　　那么,什么是农地呢? 农地是一个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

趋于丰富的概念.一般来讲,农地也就是指农业用地.依据中国有关法

律规定,农业用地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

耕地、林地、草地,以及其他一切用于农业的用地.然而,在不同的社会经

济条件下,农用土地的含义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在近代社会化大生产登

上历史舞台之前,农地往往局限于对居民的生活必需品产生根本影响的

土地.时至今日,农地的外延不仅包括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四个大的

方面,还包括一切可以用于农业用途的后备土地资源.也就是说,农地和

非农地并没有绝对的界限.一方面,现有的农地可能因为社会经济的发

展而改变其用途,成为非农地;另一方面,现有的非农用地也可以因为客

观条件的变化而成为农业用地.

　　在讨论农地制度的含义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土地制度及其相关概

念.广义的土地制度是指包括一切土地问题的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社会

经济条件下,因土地的归属和利用问题而产生的所有土地关系的总称,包
括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规划制度、土地保护制度、土地征用

制度、土地税收制度和土地管理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仅仅指土地所有

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和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的一

段时期内,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上,习惯把土地制度

理解为狭义的含义.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人们

对我国土地制度含义的理解不断深化和发展.新观点摆脱了旧思想的束

缚,在重视土地所有制度、土地使用制度、土地的国家管理制度的同时,增
强了新形势下由新土地关系所产生的对新土地制度的关注程度,诸如土

地利用制度、土地流转制度、耕地保护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等.作为

一种反映人与人、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重要制度,土地制度既是一种经济制

度,又是一种法权制度,是土地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体现,是上层建筑的

有机组成部分.其中,土地经济制度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在土地

利用关系中形成的土地关系的总和,土地法权制度是人们在土地利用中

形成的土地关系的法权体现.土地经济制度是土地法权制度形成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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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决定土地法权制度;土地法权制度反过来又具有反映、确认、保护和强

化土地经济制度的功能.因此,土地经济制度与土地法权制度是同一问

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通常体现在土地所有制和使用权制度两方面.

　　从历史的演变看,农地制度与土地制度的界限划分并不十分清晰,甚
至在绝大多数时期两者都合而为一.农地制度,顾名思义,即为规定农业

与土地关系的制度,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在农业生产中,围绕

土地问题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是规范人们在农业问题上

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农地制度”一词来源于英文landtenure.从字面

上理解,landtenure意为对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方式.它是一个比地权更

广泛的概念,不仅包括地权本身,而且包括地权的交易、实现形式和生产

组织等.“农地制度”虽不是landtenure的直译,但基本反映了它的内涵.

与土地制度的共性一致,农地制度也包括农地的所有制度和使用(经营)

制度.地权是农地制度的核心,包括法律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剩余权

以及这些权利的可靠性等.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地权即土地产权,它是

财产权的一种类型.地权实质上是以土地作为客体的各种权利的总和,
它包括土地的所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各种土地权利.地权是一组权利

束,它包括自物权和他物权.自物权就是支配权,他物权则包括用益物权

(又含役权、耕作权、垦拓权、地上权、租赁权、空间权)、担保物权(含抵押

权、典权、质权、留置权)和相邻关系权.在一系列权利束中,最重要的贯

穿农地制度变迁始终的就是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农地制度是农村最

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是构成农村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农地制度的

安排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是农村其他制度安排的根据和依托.

二、农地制度的性质

　　在人类社会各种重要的经济制度中,农地制度是最早产生、延续时间

最长、具有基础性作用的制度.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水平非常低下,人
们只能靠从事采集和渔猎,从大自然中索取食物等生存资料.所以,当时

人们的生存基础,并不是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而是大自然的恩赐.由于

当时人口稀少,大自然的物资非常丰富,人们的活动往往随着自然条件的

变化而迁徙,也就不存在对土地的法定占有及与之相关的土地制度.后

来,由于生产力水平的缓慢提高、人口数量的增加,人类从采集活动逐渐

向种植业转化,从渔猎活动逐渐向饲养业转化,从而产生了原始的农牧

业.由此,人类开始定居,产生了对农地的占有需求,进而形成了人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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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早的所有权制度———农地所有制.另外,产业发展的历史也告诉

我们,农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延续时间最长的产业,被称为第一产业.

随着社会大分工的不断深化,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产生了手工业和商业,

但是直到近代,这些原来包含在农业内部的副业,才发展成为第二产业和

第三产业,并在产值上超过农业.农业作为人类社会一切产业的基础和

母体,其他各种产业制度一般都产生于农地制度之后,是在农地制度的基

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农地制度相对于其他制度有其特殊性质.

　　第一,土地位置的固定性和土地资源的稀缺性,极易导致对资源的垄

断,包括所有权的垄断和经营权的垄断,从而产生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并由此出现一系列特殊的制度.所以,这也是农地制度中值得高度重视

的问题.

　　第二,农地存在公有财产的性质,往往会出现所有权界限不明确,形
成“公地悲剧”.在农地中很容易产生所有权界限不明确,因而造成对资

源掠夺性使用而又无人对资源保护负责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公地悲

剧”.之所以会发生这一现象,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中,有一部分资源不适

宜私人占有,结果没有明确的所有者,即作为一种公共财产而存在.这种

公共财产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它的使用没有排他性.只要愿意,任
何人都可以使用.二是使用这种资源的人数和程度,都是无限的.只要

能带来收入,而生产者又愿意去获得,就会无止境地使用下去.很明显,

在这种情况下,极易造成对于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资源枯竭.

　　第三,农业生产的外部性问题.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外部性,农业生

产好坏不仅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都有巨

大的影响.农业外部性包括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其主要有以下四

种:(１)农业收益的流失.作为一个特殊的行业,农业本身具有很明显的

“收益外部化”.农业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基础和决定性的

作用,但这种“好处”却难以计量,也就无法提出相应的补偿,于是,收益就

发生了“外溢”.在我国,这种收益“外溢”现象突出表现在工农产品价格

“剪刀差”上.也就是说,农业被迫成了收益外部化的供体.(２)生态环境

及景观功能的无偿提供.生态保持良好的草原、林地、森林、绿洲、湖泊、
耕地不仅无偿提供景观,而且对净化空气、保护植被、防止水土流失等都

起到了积极作用,社会公众也因此而无偿获益.(３)对其他行业成本外部

化的接受.与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其他非农产业相比,农业更容易成为成

本外部化的受体.如工业等行业对环境的污染,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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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基本上得不到补偿.也就是农业承担了其他行业的成本.(４)对生态

环境的成本外部化.这主要体现在农业使用物污染和农业废弃物污染两

个方面,对其他行业也有很大的影响.

　　第四,农地制度在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交互作用中发展,既受

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比如稻谷生产,一方面

是生产者进行的生产活动,另一方面是稻谷本身的生长过程.农业生产

就是这种社会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的统一,是两种生产力交互作用的过

程.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有生命的生产,依赖于大自然,通过与大自然进

行物质交换转化为农产品.很显然,如果没有生物种子本身的生长、发育

和成熟,人类的任何农业生产活动都无法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然生

产力是农业生产的基础,而农地则是基础的基础.如何依据农业中两种

生产力的矛盾统一关系,选择合适的农地制度,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农地制度不仅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同时也受到自

然规律的制约.所以,农地制度必然具有多重属性,不仅具有阶级属性的

内容,也具有非阶级属性的内容.

三、农地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制度的核心是农地产权制度.农地产权制度是关于农地资源内

含的种种权利设置以及权利的分配、收益和转让的规则,是存在于农地中

排他性的完全权利束,它包括农地所有权、农地占有权、农地使用权、农地

收益权、农地处置权等.农地产权制度的性质反映了特定的社会关系和

农地制度.农地产权制度是产权制度在农地资源上的具体化,是构建在

农地上的产权结构和产权关系.农地产权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农地资源

的稀缺性而导致的高效利用,而基本原因则是农地资源稀缺.人们对农

地资源的权利要求,在农地资源丰裕的条件下并不存在,只有当农地资源

相对于社会需求变得日益稀缺时,人们对于农地专属使用的权利要求才

开始出现,对他人的使用施以更多的限制,农地产权制度开始形成.农地

产权制度的产生,从个体角度看,是社会成员对稀缺农地资源争夺使用的

制度化反映;从经济社会整体视角来看,农地产权制度反映了社会对稀缺

资源合理利用的理性安排.

　　在农地产权制度中,产权的核心是所有权,所有权是一切产权的母

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四种权利,构成了所有权完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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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如果说所有权是一级权利,则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利是二级权

利,开发权或出售、租赁、抵押、赠送等权利是三级权利.通常把部分占有

权、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等二级权能的集合称为经营权,经营权的权

能范围与深度由所有权加以规定与约束,产权的所有者总是通过这种权

能的分离和聚合来不断实现财产的所有权.

　　一般来说,农地产权制度体系包括以下几项基本权能:农地所有权、

农地占有权、农地使用权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收益权等.农地所有权是农

地所有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理其农地的权

利.它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农地所有者可以自由地使用和处理其所有的

农地并有权获得收益;二是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三是权利在法律许可

的范围内行使.农地占有权是依法对农地进行实际支配、控制的权利.

农地占有权由农地所有权人行使,也可依据法律或农地所有权人的意志

由他人行使.也就是说,农地所有权与占有权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占

有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去,只要所有权人为此取得一定的补偿,或对此限

定一定的期限,所有权就不会丧失.农地使用权是依法对农地加以利用

并取得收益的权利.农地使用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地使用权

是依法对农地的实际使用,与农地占有权、农地收益权和农地处分权是并

列关系;广义的农地使用权是独立于农地所有权能之外的含有农地占有

权、狭义的农地使用权、部分收益权和不完全处分权的集合.

(二)农地经营管理制度

　　农地经营制度是关于农地经营(使用)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主要

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农地由谁经营(使用)的问题,即农地的初始配置制

度;二是农地的经营规模和农地的集中制度;三是经营的组织形式,即组

织制度.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中国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实际是一种农地经营制度改革.为了打破农业生产上的“大锅饭”,实
现农地使用的权利、责任和义务三者的有机结合,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即把集体所有并统一经营的农地以农户为单位主要按人均分

配承包给农民,从而完成了农地的初始配置.该项制度要求:承包方依法

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

经营和处置产品;承包地依法被征用、占用的,承包方有权依法获得相应

的补偿;承包方还享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有义务维持土地

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此外,承包方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

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损害以及承担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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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由于这种配置方式适应了中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解决了长期

以来解决不了的按有效劳动进行分配的难题,真正实现了按劳分配,因而

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村经济在改革初期出现了一

段超常规高速增长.
(三)农地流转制度

　　农地流转制度是关于农地权能转移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的总和.

农地流转制度主要解决农地资源的再配置问题.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下,农地资源初始配置是实行平均配置,这是为了体现集体内部的成员对

集体土地的权利,因为成员权是平等的,所以其土地的初始配置也只能是

平均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很多原先的农业劳动者转入第

二、第三产业就业,而专门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其土地经营规模又显得

非常不足,这就需要通过对农地资源的再配置即农地流转来解决这个矛

盾.农地流转制度的核心是建立和完善农地流转市场,以便通过流转市

场,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农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地流转市场包

括农地所有权流转市场和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

土地使用者(承租者或承包者)在承租(包)期限内依法将土地使用权再转

让给第三者的交易关系.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主要市

场,在这一市场上的交易要远比农地所有权流转市场的交易多,因此这是

一个最重要的市场.农地所有权流转市场是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向国

家有偿转让农地所有权或农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转让农地所有权的市

场.建立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农地流转市场是实现农地资源优化

配置的重要途径,对于避免农地资源的浪费、提高农地资源的经营效益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农地保护和管理制度

　　农地保护制度是关于农地保护的政策、法规、法律的总称.中国的农

地资源非常有限,因此,对农地进行有效保护是十分必要的,要建立一套

行之有效的农地保护制度,防止农地过快、过分非农化.农地的法律管理

制度、经济管理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三个部分构成农地管理制度.农地

的法律管理制度是指通过立法等对农地关系按照全社会的利益进行管理

的法律规定.农地的经济管理制度主要是利用农地税收、农地地租地价

和农地金融信贷投入为经济杠杆对农地进行管理的制度.地租、地价和

税收是国家宏观调节农地利用的经济杠杆,尤其在市场调节中起着极其

重要的作用.它通过调整地租、地价和税率的高低对农地利用的方向、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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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用途进行宏观上的调控.农地的行政管理制度就是通过建立从上至

下的各级土地管理组织机构,进行一切有关土地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的贯

彻与执行等.土地管理机构分为国家管理机构、地区区域土地管理机构、

基层土地管理机构.这三个机构按照不同的权限和责任对土地资源进行

行政管理.总之,农地管理制度是以法律管理为中心、以经济管理为手

段、以行政管理为组织的有机统一体,三者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农地管理

制度的基本内容.

第二节　农地制度基本理论

一、近现代西方学者的相关理论

　　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土地制度理论主要包括自然律的土地公有

论、地租公有论、华伦斯的土地国有论和土地私有限制论等.

　　自然律的土地公有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英国的托马斯斯宾士

(ThomasSpence)、威廉  阿纪维(William Ogievie)和托马斯  佩恩

(ThomasPaine),他们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实行土地公有制.斯宾士认

为,土地及地上的一切自然物应属于全体居住者所有,任何人都有自由利

用土地的权利,这是自然律所规定的.阿纪维则将土地的价值分为三部

分,即自然的原始价值、人类改良后增加的价值和将来改良可能获得的价

值,前两部分归社会公有,属于地主私有的只限于他投资改良土地增加的

价值.他建议逐步改革土地制度,先限制地租、延长租期,继而将土地平

均分配.佩恩认为,自然律未规定任何人有土地所有权,土地私有是违背

自然律的.

　　地租公有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约翰穆勒(JohnS．Mill)和亨利乔

治(HenryGeorge).穆勒虽然对土地私有进行批判,但却并不主张废除

土地私有制,只提出地租的自然增加部分归国家所有,他认为不仅要维护

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资本家的利益,而且还要保护地主的既得利益,只不

过是使资产阶级国家从地主阶级手中多征收一些税款而已.亨利乔治

在对土地私有制的历史进行研究后认为,在所有人最初的直觉中,他们全

部承认土地公有制,而土地私有制出自暴力和欺骗.他主张土地公有化,

认为土地升值是来自周围社会的改进,因此,地租也应该社会化.他的方

法是通过市场的竞标把使用权拍卖出去,将地租的收益用于发展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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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虽然看到土地私有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并不主张将地权收归国有,而
只是主张国家以税收方式参与地租的分配,因此其理论为“地租公有论”.

孙中山提出的“平均地权”思想正是在他们的启发下产生的.

　　华伦斯的土地国有论主张国家收回一切土地上的固有价值,使国家

成为土地的最高主人,并强制地主出售佃户权给实际耕作的农民,使农民

成为国家的佃户,佃户权可长期拥有,并可继承,但当佃户不再利用该地

时,则需将佃户权售出.

　　土地私有限制论以土地私有为前提,但主张对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

及其利益进行限制:一是主张“耕者有其田”,反对大土地占有制;二是发

展和改进租佃制度,实行企业化经营.

　　近代以来的土地制度理论虽然或多或少看到了社会中存在的弊端,

并提出了相应的改革主张,但是他们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维护这

一集团利益的,因此具有较强的局限性.尽管私有限制论仍以维护私有

制为目的,但对土地私有权的限制削弱了土地所有权,促进了土地的合理

流动,因此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

　　土地的用途决定了土地必定为人们生活所需,但土地又是稀缺的,因

此,社会上需要有相应的土地产权制度.马克思认为,现代土地产权制度

的产生正是由于土地的稀缺性,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

的土地并把它作为排斥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他认为土

地所有权是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土地问题上的表现,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制与地租的内在联系和形成过程进行了

概括,他指出,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们能够攫

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域的商品中包含

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并且阻碍这个余额进行形成一般利润

率的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土地所有者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强行攫

取、拦截和扣留的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部分就是绝对地租.马克思

和恩格斯主张土地公有,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剥夺地产,把
地租用于国家支出.”他们认为,土地的公有应该是由现代的人和未来的

人共同所有,任何的土地私有权甚至是土地所有权都是不合理的.恩格

斯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对土地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要
对实行不同土地制度的国家采取不同的改造方式.在大土地所有者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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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势的地区,要实行土地国有化;在小农占优势的地区,应组织农民将

小块土地联合起来形成合作社,在合作社内共同经营.对于大土地占有

者,应予以剥夺或者是根据情况采取赎买的政策.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

革命条件下,土地国有化是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任务派生出来的,它
是消灭私有制的组成部分.

　　虽然马克思主义土地理论与某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土地理论一样都

主张土地公有,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马克思主义是从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土地制度变化的,认为土地制度

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

义制度一定会取代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在这一过程中,

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资料也将与其他生产资料一样实行公有化.资产阶级

思想家认为的土地公有则是从土地的自然属性出发,单纯地将土地归于

自然之物,故应归于全体.

三、近代以来中国的相关理论

　　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人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想要实现“有田同耕、

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从内容上看,

天朝田亩制度是要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将土地实现公有或者国家所

有,然后按照人口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使用,是一个平均分配土地

的方法.它不同于之前出现的只将土地中闲置部分分给农民的均田制,

而以一个绝对平均的方式对土地进行划分,可以说,天朝田亩制度在当时

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它并不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

的幻想.

　　梁启超主张实行土地有限国有.他在«饮冰室文集之十八驳某报

之土地国有论»一文中指出,土地应该分为邑地和野地,前者指的是城市

土地,后者指的便是除城市土地之外的土地.梁启超认为,邑地(包括铁

路沿线及具有独占性质的森林、矿山等的土地)应收归国有,本部新垦及

淤增土地应归国有,地广人稀之边疆未经垦辟之自由地应归国有.至于

广大农村野地、有主地不应归国有,特别不应将耕农的土地收归国有.梁

启超认为,“善谋国者,一面当保护小农,全其独立;一面仍当奖励大农,助
其进步”.由此可见,梁启超所主张的土地制度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土地

制度,他要求摒弃过去的那种封建土地所有制,代之以资本主义的土地私

有制,实质是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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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太炎在«定版籍»一文中提出了自己对土地的见解,他认为改善农

民处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田制改革,要求实现均田.他认为,“田不均,虽衰

定赋税,民不乐其生,终之发难,有帑藏而不足以养民也”,提出应该根据

不同的土质确定不同的税率,并以此作为均田的前提和方法.章太炎的

土地思想是以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思考问题的,其理论与古之均田制已

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实质是要改变封建土地的占有关系.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概括.１９０５年１１月,

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十六字政治纲领归结为“民族、民
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内容是平均地

权,其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但“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不够彻底,不是从

根本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而是采取改良的办法,即核定地价,由资产

阶级向地主收买土地.“民生主义”的土地纲领没有与农民的土地要求联

系起来,没有充分发动农民群众从政治上推翻地主阶级,因此缺乏可操作

性,显得空洞而抽象.孙中山平均地权的思想主要着眼于“土地涨价归

公”,而缺少使农民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实际内容,没有满足广大农

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晚年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和共产党的帮

助下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其在土地理论上的重大飞跃.

四、中国共产党的农地制度思想

　　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中国封建土地产权制度严重束缚着农村生产

力的发展,只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才能解放生产力,中国农民才

有出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解决土地问题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

题,遵循着促进农业发展、保障农民生存需要的原则,不断探索适合国情

的农地政策,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地

政策思想.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将土地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平
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办法.这一时期,党的土地制度

的宗旨是要实现“耕地农有”政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体现了

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地政策思想,指出土地没收范围由一切土地

到地主豪绅、军阀官僚、大私有主、富农土地等的转变,规定土地分配实行

最有利于贫农、中农的原则.尽管该法令在实践中出现过绝对平分、分配

农作物等现象,未能充分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

下,基本实现了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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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期间,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国共产党把“减租减息”作为解决

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为了争取国民党和地主阶级抗日,将“耕者有

其田”的政策向“减租减息”转变,并实行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共产党认

为,要保护封建剥削以外的私有财产,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

息,方能发动基层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另一方面规定农民交租交息,
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
继续实行土地农有的原则下,强化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农地政策

目的,这场全国性的土地改革不仅是一场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生产关系领

域的伟大革命.土地改革以后,广大农民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自耕农,
但并没有消灭农村土地的私有制,农村经济体制是农民小块土地的私有

制和实行自由调节下的农业家庭经营体制.实行土地改革以后,如何防

止土地兼并,防止大多数农民最后因失去土地而破产现象的发生成为农

地政策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基于这一考虑,中国共产党决定开展农地互助

合作.

　　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党中央高度赞扬了农民的劳动互助积极

性,认为农业集体劳动的“发展前途就是农业集体化或社会主义化”,赋
予农业集体劳动组织能使农业增产、农民增收,提供商品粮和工业原料,
有利于工业化发展的重大作用.在这一认识下,共产党推进了农地政策

由农民所有、个体经营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转变,建立了土地集体所

有、统一经营的政策体系,并以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为目标,提出了逐渐减

低以至最后取消合作组织中的生产资料报酬,使农民逐渐抛弃土地私有

观念的改造路径,创造了从互助组经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改造形式,以此

来实现农地规模经营,解决农民贫富分化的问题,为工业化提供多方面

的支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进入了新时

期.随着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全国的不断推广,集体统一经营和家庭

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经历了建立、稳定、完善和不断创新的

过程.在这一阶段,我国农地制度的特点是,在保证农地集体所有的前

提下,稳定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尤其是稳定家庭承包制下农户对土地

的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基本形式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

承包制在具体形式和具体规定上为适应变化着的社会环境而产生不断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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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外农地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英国的农地制度及其变迁

　　英国的圈地运动是世界土地制度变革史上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之

一,通过对土地的强制性剥夺,圈地运动一方面使得大量的失地农民流离

失所,为资本主义产业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英国资本主义产业发展对农地的要求.通过建立资本主义大农场,英国

成功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中世纪的英国土地制度是庄园制,一块

土地可能是几个不同人的财产:农民、其采邑的领主、国王.但在采邑法

庭,只有农民与地主之间就这一块土地存在权利问题,采邑法庭才对这块

土地具有司法管辖权,庄园制下的英国土地制度存在着土地产权的残缺

性.１４世纪,伴随着“黑死病”的出现,农奴制加剧解体.１５世纪手工毛

纺织业的兴起引发了人们对羊毛的大量需求,从而直接促进了养羊产业

的兴盛,但牧羊是一种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方式,需要的土地量大,进而导

致了圈地运动的爆发.大地主们纷纷向佃农收回自己的耕地,转而将零

碎分散的耕地改造成为成片的牧场以促进牧羊业的发展,圈地运动由此

开始.发展到１８世纪,国家专门制定了圈地法,通过收买小农场土地,使
土地化零为整,同时开垦荒地,进一步扩大牧场面积.圈地运动一直延续

到１９世纪末,其结果是使英国变成了一个土地私有制下的租地大农耕体

制.

　　圈地运动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随着当时工业的发展,农产品的市场

得以扩大,进而对农业技术的进步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需要明确界

定土地的产权,以便为技术进步奠定基础.圈地运动使英国走上了资本

主义道路,对公共土地的圈围使得原来公共土地上自由、粗放的利用模式

转变为集约化经营的大牧场,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原料,英国也由

此建立起了资本主义的土地产权制度.圈地运动这一以强制性的剥夺为

特点的农业发展方式被称为“英国模式”,其特点是消灭了农民小土地私

有制,改为由农业资本家租佃大土地所有者的土地并雇佣农业工人进行

生产耕作的方式.“英国模式”在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比较稳定

的发展状态,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是农地

所有权结构出现新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的土地制度是农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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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向大土地所有者租佃土地并雇佣农业工人耕作的模式,但是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自营农场的比重开始上升,租佃土地的比重出现下降;

二是地主的地位下降,农场主的地位上升,即农地所有权的地位下降而使

用权的地位上升;三是政府加大了对农场的扶持力度,农场的规模不断得

到扩大.

　　英国作为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从法律上来看,英国王室或国家拥

有全部土地的所有权,是唯一的土地所有人,个人、企业、机构和社会团体

拥有的仅是土地的使用权.英国土地虽然在法律上完全归英国王室或国

家所有,但拥有土地权益(包括无继承条件的土地产业权、限定继承的土

地产业权、终身保有的土地产业权三种权利)的土地持有人是土地的实际

所有者,他们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拥有自主利用和处分土地的权利,这类

人通常被称为地主.在英国,土地的卖方不必证明自己是土地的绝对所

有人,而只需证明持有人可以长期、合法地占有土地即可.这种土地买卖

与西方多数国家的土地买卖并无实际的差别.

二、美国的农地制度及其变迁

　　美国模式是农业中资本主义关系建立和发展的另一种类型.美国是

在英国殖民地的基础上由外来移民建立起来的国家,是一个没有封建历

史的国家.欧洲殖民者只是将封建关系的某些因素移植了过来,因此,美
国并不存在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任务.独立战争的胜利消除了美国国内

的封建因素,从而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美
国农业走上了列宁称之为“美国式”的农业发展道路.美国在１７７６年独

立时的疆土只限于大西洋的狭长地带,独立后向西部扩张领土,到南北战

争时期已经扩展到太平洋沿岸.广大的西部土地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

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使得移民有可能获得土地,小农场主的农业

经营在西部得到了广泛的发展.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农民经济是不稳

定的,小商品生产本身具有资本主义倾向.随着美国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和城市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提出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农民的生产很快被

卷入资本主义市场,农民阶级的分化加速了.在美国西部的土地上,一方

面是小农经济普遍建立,同时它又在不断地分化,富裕农民逐渐发展为资

本主义农场主,１９世纪前半期农业中已开始有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随

后,大农场的竞争,工商业资本家在农产品收购和加工方面的盘剥,银行

家的贷款利息剥削,铁路公司的高额运费,以及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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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使农民更加急剧分化.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起,无论在旧有各州还是西

部,农民的阶级分化都极为显著.到１９１０年,农业中资本主义的租佃制、

抵押制和雇佣劳动制都已广泛发展.使用雇佣工人的农户已在全部农户

中占４６％.占全部农户１７．２％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生产了全国农产品总

产值的５２．３％.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循着农民分化的道路迅速发展

起来,成为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使得农民小

土地私有制演变为资本主义大土地私有制,小农经营的模式也逐渐演变

成农场主雇佣工人进行经营的大农场经营模式,从而在农业中确立了资

本主义制度,形成了美国农地经营制度的新格局.

三、法国的农地制度及其变迁

　　法国是一个有着传统小农经济结构、土地分散且人地矛盾突出的国

家,法国农地制度的改革与演变都是围绕着这些矛盾而展开的.１７８９年

法国大革命前,法国还处于封建领地制时期,社会阶层之间等级制度森

严,农业土地的占有极不平等.仅占总人数２％的教士和贵族拥有３５％
的土地,而差不多占人口总数９８％的人口仅拥有６５％的土地.农民负担

沉重,要缴纳地租、耕地税、人头税等名目繁多的租税.大革命前夕,租税

占到全国总收入的７５％.１８世纪后期,随着法国对外贸易的开展,封建

领土制逐渐发生了变化,封建领主不断侵夺农村土地,进行圈地和驱逐佃

农的活动,建立英国式的资本主义农场.直到产业革命前,法国的小农土

地私有制并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也没有产生像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

大农场,但要求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和广大农民最迫

切的政治诉求.１７８９年,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彻底摧毁了旧的封

建土地关系,执政党派通过拍卖等手段将国王和教会的土地分给农民,在
农业中建立了以小块私有土地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从这一角度来看,法
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代表,它较为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土地制

度.然而,革命后的法国农村高利贷活动猖獗,为了长期盘剥小农,高利

贷者总是想方设法将小农长期捆绑束缚在小块土地上,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延缓了小农与土地的分离过程,使小土地私有制得以长期存在,农村土

地的占有长期分散化.零碎分散的小农经济阻碍了法国农业生产力的发

展.为解决这一问题,法国政府对土地继承制进行了改革,以保证土地不

再细碎化,以及采取支持中等规模的农场发展,促进小规模农场转移,稳
定大农场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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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革命所推行的农地制度改革使农民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对当

时的农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小规模

经营的状况又反过来影响了法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进入２０世纪

初期,法国的土地集中化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农场经营规模与生产力发

展水平相比还是较小,更不能与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大型资本主义农场相

比.到１９５８年,法国的２０６．１２万农场中,农用土地面积在１０公顷以下的

有１１７．３０万个,占农场总数的５６．９％.法国政府高度认识到扩大土地经

营规模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扩大农地的经营规模.如规定

子女继承土地不允许平分,只能由一人继承等等.在一系列国家干预政

策的引导和鼓励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法国的农地规模化经营政策开

始显示作用,其农场的数量逐步减少,而农场的土地规模逐步扩大.农场

的数量从１９５８年的２０６．１２万个降到１９７０年的１５５．２万个,到１９８５年又

降到９２．４万个,１９９７年进一步降到６７．９８万个;农场平均规模从１９５８年

的１６．５公顷增加到１９７０年的２１公顷,到１９８５年的３０．５公顷,再到１９９７
年的４１．７公顷.１９５８~１９９７年的３９年间,农场数减少了６６％,平均土地

规模增加了１５２．７％.

四、日本的农地制度及其变迁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但土地制度仍以地主制和

租佃制为主,封建色彩浓厚.广大农民无地或者少地被迫成为佃农,地主

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权收取高额地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农业严

重衰退,国内阶级矛盾重重.为此,日本政府从１９４６年开始,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农地制度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废除半封建的农地制度,主要包

括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４６年的“农地改革”开始直到１９７０年５月第二次修

改农地法,这一阶段改革的目的是建立自耕农体制和改善租佃关系,实现

“耕者有其田”.建立自耕农体制就是将土地转移到实际耕作者手中,建
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改善租佃关系则是明确限定农地地租和租佃期限,保
障佃耕权,改善租佃条件以扶持自耕农.１９４６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对«土地

调整法»(１９３８年制定)的修改和«建立自耕农特别措施法»,这两项法律是

日本农地改革的法律基础,通过国家强制收买地主的土地,按照国家统一

的价格再次出售给佃农耕作,从而实现了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创立了日

本的自耕农制度.在这一阶段,日本农地政策和法律保护的重点是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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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利益,保证土地为农民所有.１９５２年日本制定«土地法»,将上述规定

用法律形式巩固下来,从此形成了日本以小规模家庭经营为特征的农业

经营方式.这一阶段的改革缓和了农村的阶级对立,使资本主义制度得

以稳定,佃农自耕农化改善了农户的经济状况,农民阶层的小资产阶级意

识大为增强.赋税的减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了对农业的投

入,大大提升了日本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但«土地法»实行耕作者主义原

则,严格限定农地所有权的获得资格,禁止农地的租赁、买卖,农地产权被

严格限制在实际耕作者手中.这样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虽在战后经济的

恢复时期有助于农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但客观上也限制了土地权利

的自由流动,限制了规模经营的扩大,从而阻碍了农业投资的增加和技术

进步,进而阻碍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０年«土地法»第二次修改至今,这一阶段日本经历

了战后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同时也占用了大量的农村

土地,使农地总面积不断减少.同时,经济的高速发展也创造了大量的非

农就业机会,农民兼业化的现象十分普遍.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农地

政策发生了变化,突破了农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制,以土地利用权限的

转移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其目标是要改变小农经济,使
土地向有能力的农民手中转移和集中,扩大农户的经营规模,改善农地的

规模结构和经营结构.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政府连续出台了几个有关农

地改革与调整的法律法规,鼓励农田的租赁和作业委托等形式的协作生

产,以避开土地集中的困难和分散的土地占有给农业发展带来的障碍.

１９７０年修改的«土地法»解除了对农户拥有土地面积、买卖土地的种种限

制,允许农地产权通过市场进行租赁、买卖;１９７５年启动了农地利用增进

事业,农地转让部分地走向了市场化;１９８０年制定了«农地利用增进事业

法»,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组织管理农地产权的租赁、买卖,使出租农地的农

户能够放心地出租农地.这些政策实施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地的

有效利用,从制度上促进了农地的合作利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

第四节　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一、古代社会的演变情况

(一)原始社会时期

　　最早的农地制度是原始社会的土地公有制,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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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土地重要性的认识,产生了最初集体对土地排他性的独占观念,逐
步形成了原始社会土地部落共有制.原始社会中,氏族公社和氏族成员

家庭是土地经营活动的主体,土地制度的运行格局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土地产权制度,土地的所有者是氏族公社,公社成员共同占有土地;
二是土地经营制度,在原始社会的土地共有制中,共有共耕和共有私耕共

存,前者是共同劳动、统一耕作,后者是分散劳动、家庭耕作;三是土地配

置制度,土地在氏族公社或氏族成员家庭内部配置,该配置具有粗放性、
分散性和规模小的特点;四是土地收益实行平均分配、成果共享.

(二)奴隶社会时期

　　奴隶社会时期的土地制度有以下三点特征:第一,奴隶社会的农村土

地产权制度是国王“王有”的土地国有制.国王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但是

国王除了留下一部分土地归自己直接占有与支配以外,其余的土地与奴

隶一起层层分封给各级贵族,但是贵族只有使用权,而不具有所有权,这
种可以世代继承的使用权使土地和奴隶成为贵族的私有财产.第二,奴
隶社会的农村土地实行井田制经营.井田制将一定范围内的土地按照

“井”字形划分为若干等量的方块进行分配使用.在井田制经营下,土地

分配实现平均化,土地的占有权与所有权相分离,为私有化创造了条件.

第三,奴隶社会在井田制下的土地收益分配主要表现为“助耕公田”.农

民在公田上为奴隶主贵族进行集体劳动,公田上的劳动产品以劳役地租

的形式被奴隶主无偿占有.

(三)封建社会时期

　　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有三大特征:一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形成了以

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导的多元化结构.在我国封建社会存在着三种土地

所有制形式,即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地主土地私有制和自耕农土地小私

有制.其中,地主土地私有制是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主体.经营模式

有租佃经营、雇工经营、地主庄园经营、屯田经营以及自耕农经营等多种

形式,其中封建的租佃经营和自耕农经营占主导地位.二是封建社会的

农村土地买卖、租赁、兼并、转让、抵押等流转活动普遍.在封建社会,土
地很早就被认为是可以投入流通的商品,土地的所有权不固定,一旦通过

货币购买土地,就可以成为地主.三是推行永佃制.在永佃制下,佃农享

受永佃权,可以永久地租种土地.即使是地主将土地转让、出让给他人,
也不得任意更换佃农.永佃制的形成与发展表明佃农个体经济的发展以

及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进一步松弛,对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起到了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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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动作用.

二、近现代农地制度

　　近代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帝国主义国家的长期入侵,整
个国家处于相对动荡的状态.由于缺乏稳定和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国家

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制度建设尤其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停滞不前.
农地制度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是任何政治势力都不能忽视的,
土地制度的改革也成为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近代中国几次重大的土地

改革都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了

农民土地所有制,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一)太平天国时期的土地绝对平均分配

　　１９世纪５０年代,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并快速向全

国蔓延.这个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怀着“土地平均分配”的憧憬掀起了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农民革命的高潮.这场运动波及全国１７个省,历时１４
年,建立了农民政权,重创了清朝封建统治.太平天国起义旗帜鲜明,土
地平等是其第一诉求,制定的«天朝田亩制度»成为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具
有很强的号召力.«天朝田亩制度»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的原则,
把每亩土地按每年产量的多少分为上、中、下三级九等,好田与坏田互相

搭配,好坏各一半,按人口平均分配.凡１６岁以上的男女每人得到一份

同等数量的土地,１５岁以下的减半.同时,还提出“丰荒相通、以丰赈荒”
的调剂办法.

　　«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对土地的平均分配方案,是对封建土地所有

制的彻底否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充分的革命性,为消灭封建地主

的土地所有制、促进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天朝田亩

制度»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地主阶级,把改变封建土地占有关系作

为革命目标.其运动纲领中简洁明了的口号性规定激发了广大无地农民

对土地的渴求,唤起了成千上万饱受压迫的农民群众的斗争精神,成为聚

集民众踊跃参加太平天国运动登高一呼的动员令.然而,由于广大农民

长期被束缚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与起义军小

农经济的惯性思维严重脱节,«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的美好蓝图自然也

就变成了奇思妙想,再加上后来作战战略的失败和起义军政权制度的缺

陷,导致了整个运动的失败.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土地国有、平均地权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



◆５２　　　 农业经济学


山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思想,其中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就是“土地国有、平
均地权”.孙中山主张通过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来解决土地问题,克服

«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在小农生产基础上解决土地问题的幻想和落后

性,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条件.孙中山对“土地国有”赋予了鲜活

的内涵,认为土地是自然的产物而不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应当为全社会所

有,而不是归私人所有,只有实行土地国有,才能消灭地主阶级不劳而获

的现象,才能防止大资本家即垄断资本家的出现.孙中山把建立新的土

地制度与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结合起来,认为“土地问题不解决,农民便不

高兴去耕田,农业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并将土地问题与民主革命的前

途联系起来,提出了解决土地问题的纲领和政策,并在后期将“耕者有其

田”的思想纳入民生主义的内容之中.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农民土地问题

重要性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影

响和启发,他们提出的土地政策和推行的土地制度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

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民土地所有制”

　　大革命失败后,１９２７年秋,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移师井冈山.从

此,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第一块农村红色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土地制度改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根据井冈

山土地改革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随后又进行了多次修订,

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并取消了“禁
止土地买卖的条款”.１９３１年２月,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土地归农民所有”

的政策,并逐渐成了适应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土地革命路线,其基本精神

是:“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

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分配的方法和原则是

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的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

瘦.”尽管此后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土地制度安排发生过较大调整,

包括抗战时期提出的“停止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土地减租减息”的土地

政策以及抗战胜利之后兼顾地主和农民利益的“清算土地减租减息”的土

地政策,但是这些都没有影响土地制度改革的大方向.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１０
日实行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

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它彻底消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

地剥削制度,使农民成了土地和农村的主人,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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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赢得全国解放提供了物质支持.

三、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的沿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农地制度经历了一系列的变迁,大体可以分

为以下四个阶段,相应地形成了四种不同的农地制度.
(一)农民私有、农民私营的土地制度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农地制度改革,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地制

度安排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１９５０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改革法»将“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加以明确,它
彻底地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建立了农民私有、农民私营的农民土

地所有制.农民土地所有制使得农民拥有了包括土地所有权在内的完整

的土地产权,农民和土地连为一体,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
国内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农民私有、合作公营的土地制度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弊端日益凸显,于
是,对集约化的农地制度改革产生了一定的需求.首先出现的是互助组,
它是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的生产协作组织,规模由几户到十几户不等,但
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仍属于农民个人私有.组员之间通过生产工具的交

换实现互助协作,充分发挥了协作互助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

产力的发展.然而发展到后期,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出现了农业合作社,规
模也由十几户上升到上百户,土地无偿归集体所有,集中劳动、统一经营,
农民农地使用权的丢失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三)集体公有、公社经营的土地制度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加上合作经营在克

服分散经营方面的积极作用和国家对工业化原始资本积累近乎膨胀的需

求,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土地等生产

资料的权属完全集中,统一劳动、统一经营、统一分配.人民公社使得农

地产权进一步模糊,导致了劳动激励机制进一步缺失、劳动监督成本过高

和收益分配不合理.农民不再拥有农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生产积极性受

到打击,集约化规模经营的优势也未能实现,造成了农民吃“大锅饭”的农

业低效生产局面.
(四)家庭承包的土地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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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所有,农民拥有经营使用权,实行“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

都是自己的”的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安排打破了人民公社时期统一劳动、

统一经营、统一分配造成的激励缺失,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
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从而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四、中国台湾的农地制度变迁

　　在进行土改以前,台湾地区的土地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封建租佃

制度.１９４９年,台湾地区的可耕土地为８２．８万公顷,其中４５．３％是由佃

农来耕种的;农民中有４０％是佃农,２６％是既租佃又有自己的小块土地,

另外３４％是拥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由于土地资源缺乏,而且土地又集中

在少数地主手中,造成了高额的地租以及土地使用权的不确定性,拉大了

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差距.

　　从１９４９年开始,以实现“耕者有其田”为目标,台湾地区政府进行了

土地制度改革,到１９６９年,这一改革基本完成.台湾地区的农地制度改

革共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实行“三七五减租计划”,即把每年收成的

２５％作为土地投入以后,将剩余部分在地主与佃农之间平均分配,各得

３７５％.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在不废除原有租佃制度的框架范围内,通过

降低地主地租以改善佃农生活.第二阶段出售“国有土地”给佃农,培养

土地个体所有者.出售的“国有土地”的价格相当便宜,一般定价为当年

主要农作物收成的２．５倍,并且允许买主可以在１０年内分２０次分期付

款,但同时限制土地拥有的数量,对于水稻田而言,不能超过１．９４公顷、对
于旱地而言,不能超过３．９８公顷.第三阶段通过限制地主拥有土地的数

量以实现“耕者有其田”计划.

　　«耕者有其田法案»于１９５３年１月颁布,规定一个地主最多拥有３公

顷稻田或者相当于此的土地,超过以上数量的土地都由政府购买,然后重

新出售给其他农民.通过实施均田计划,多数的佃农成为拥有土地的自

耕农.据统计,有超过１４３万公顷原由佃农耕种的私有农场土地被政府

强制性地收买,再重新卖给了农民,加上“国有土地”出售,农民购买而转

移的土地总共有２５．６万公顷,１９６３年拥有土地的农民占农民总数的

６６％.迄今,自耕农已占农民总数的８０％.台湾地区的“耕者有其田”计
划使８０％以上的农民拥有了土地,这一改革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地区农业

的发展.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自耕农这种经营模式的弊端也开

始显现出来.随着岛内非农产业的迅猛发展,部分农民离开农业从事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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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产业,从而留下了部分闲置农地,也有部分自耕农有扩大再生产的需

要,但由于当时的土地制度不允许农户租佃超过一定数量的土地,使有规

模再生产需求的自耕农也不能租赁土地,闲置农地也无法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解除农地经营面积约束,促进农地流转与规模经营被提上改革议

程.当前,台湾地区正通过“小地主、大佃农”政策,鼓励小农户释出农地,
并向专业佃农转移.



第四章　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

　　劳动力是农业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

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

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一切经济活动的本质都是人类所主宰

的、借助于劳动来改变自然资源的物质形态以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劳

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增长不仅与劳动力的数量存在密切

关联,而且与劳动力的质量密切相关.随着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农
业中不断出现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被充实到了国民经济

的其他部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不断转移是工业化

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也会影响农业、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未来将

不是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也就是劳动者的

素质提高来决定,这一点对农业发展同样适用.因此,合理解读农业发展

中的劳动力,探索提高农业劳动者专业素质的途径,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前

提条件.

第一节　农业劳动力状况

　　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包括农业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具有

区别于其他劳动力的特殊性,其既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又是消费者.当前,
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规模巨大,但是整体素质偏低,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

的提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将进一步下降,从事非农生产的劳动力

数量进一步上升,农业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并呈现多元化就业趋势.

一、农业和农村劳动力的概念

(一)农业劳动力的概念

　　马克思将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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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在经济学中,
劳动通常被定义为人的劳务对生产过程的投入,并依据劳动的边际生产

力取得工资形式的报酬,因此劳动力就是指人力资源中从事各类劳动并

获取报酬的那部分人口.农业劳动力一般是指参加农业劳动的劳动力数

量和质量.其中,农业劳动力的数量是指符合劳动年龄并有劳动能力的

人数以及虽未达到劳动年龄或者超过劳动年龄,但可以正常参加农业劳

动的人数.农业劳动力的质量是指农业劳动者具有的认识世界、改造世

界的条件和能力,具体表现为劳动者的体力强弱、技术熟练程度和科学文

化水平的状况.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受自然因素(农业人口自然增长情况、
达到或超过劳动年龄的人数及原有劳动力的自然减员等)和社会因素(国
民经济发展速度、产业结构状况、人口生育和流动政策及社会福利政策)
的影响;农业劳动力的质量状况主要取决于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村医疗保

健条件、农村教育状况、农业专业化水平、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等.
(二)农村劳动力的概念

　　依据居住地情况进行划分,国家统计局主要将在某地居住半年以上

的劳动力定义为常住劳动力,以此类推,住在城镇半年或以上的劳动力为

城镇劳动力,住在农村半年或以上的劳动力就是农村劳动力.根据我国

现行统计制度的规定,农村劳动力主要包括以下四类:(１)从事农林牧渔

业、农村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业等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

力,从事采集、捕猎、农民家庭兼营工业等副业生产劳动并从中直接取得

实物、现金收入的劳动力.(２)从事农村房地产管理、公用事业、居民服务

和咨询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

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以及乡镇经济组织(政务)
管理等项工作,并取得实物、现金收入的劳动力.(３)国家向乡村调用的

建勤民工,由集体经费支付工资或补贴的乡村脱产干部,到全民所有制单

位或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工作,并取得实物、现金收入的合同工、临时工.
(４)自行外出就业但没有转走户口的劳动力.

二、农业劳动力的状况

(一)农业劳动力的数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越

来越大,并产生向外转移的强烈需求,并且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

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此背景下,我国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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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人员在全社会从业人员总量中的比重迅速下降,越来越多的农民

不再单纯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大规模向城市、城镇的非农行业转移.从

１９８０年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的６８．７％,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

３１．４％(见表４－１).

表４－１ 第一产业劳动力就业变化情况

年份 就业人员合计(万人)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万人) 比重(％)

１９８０ ４２３６１ ２９１２２ ６８．７

１９８５ ４９８７３ ３１１３０ ６２．４

１９９０ ６４７４９ ３８９１４ ６０．１

１９９５ ６８０６５ ３５５３０ ５２．２

２０００ ７２０８５ ３６０４３ ５０

２００５ ７４６４７ ３３４４２ ４４．８

２０１０ ７６１０５ ２７９３１ ３６．７

２０１１ ７６４２０ ２６５９４ ３４．８

２０１２ ７６７０４ ２５７７３ ３３．６

２０１３ ７６９７７ ２４１７１ ３１．４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２０１４».

(二)农村劳动力的状况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基数较大,占了总劳动力中的大部分比

重.１９５３年第一次劳动力普查,我国农村劳动力达５．３４亿,占全国劳动

力的比重为８８．７％;１９６４年第二次劳动力普查,农村劳动力达到５．９０亿,
占全国劳动力比重的８１．６％;１９８２年第三次劳动力普查,农村劳动力为

８．２０亿,占全国劳动力的比重为７９．５％;１９９０年第四次劳动力普查,居住

在乡村的劳动力为９．０５亿,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为７５．３９％;第五次劳动力

普查,居住在乡村的劳动力为８０７３９万人,占总劳动力的６３９１％;第六

次劳动力普查,居住在乡村的劳动力为６７４１５万人,占５０３２％.随着计

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之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行业和城镇转移,农村

劳动力增长速度逐渐放慢,最终呈现下降的趋势,２０１１年城市劳动力的比

重首次超过了农村劳动力,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规模依然巨大.

　　从农村劳动力质量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质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以受教育水平为例,近年的统计表明(见表４－２),我国农村劳动力受教育

程度为初中及以下水平的占比较高,超过了５０％.２０１３年,我国农村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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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中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仅占１２．７％;大专及以上的比重更低,仅为

２９％.但从变动趋势来看,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水平逐渐提高,农村劳

动力文盲(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０．７３％逐渐下降至

５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从１９９０年的７．５７％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

１５６％.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农村劳动力的质量仍有待进一

步提升.

表４－２ 农村居民家庭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状况 单位:人

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 １９９０年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 ２０．７３ １３．４７ ８．０９ ５．４７ ５．３ ５．３

小学程度 ３８．８６ ３６．６２ ３２．２２ ２６．５１ ２６．０７ ２６．１

初中程度 ３２．８４ ４０．１０ ４８．０７ ５２．９７ ５３．０３ ５３．０

高中程度 ６．９６ ８．６１ ９．３１ ９．８６ １０．０１ １０．０

中专程度 ０．５１ ０．９６ １．８３ ２．５４ ２．６６ ２．７

大专及大专以上 ０．１０ ０．２４ ０．４８ ２．６５ ２．９３ ２．９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相应年份.

三、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特征和作用

(一)农业劳动力的需求特征

　　农业劳动力是农业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由于农业生产有不同于其

他生产部门的特殊性,因此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１季节性

　　农业劳动在时间上具有强烈的季节性.由于农业生产的根本特点是

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过程,人们的劳动必须遵循生物的

生长发育规律.在生物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对人类劳动的需要量不同,
人们要按照生产对象本身的自然生长规律的要求,在不同的阶段及时投

入劳动,否则就会耽误农时,影响生产.这就造成了不同季节农业劳动的

项目、劳动量、劳动紧张程度的巨大差异,产生了农业劳动季节性需求的

特点.

　　２分散性和地域性

　　农业劳动在空间上具有较大的分散性和地域性.农业生产深受自然

条件的制约,不同地域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往往只能经营适合当地自然条

件的生产项目.由于适宜条件的地域差异性以及空间上的位置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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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农业劳动不得不在广大空间上分散进行,呈现出较大的分散性和地

域性.

　　３多样性

　　农业劳动内容具有多样性.农业劳动不像工业生产那样分工细致,
不可能由一个劳动者常年固定在同一农活上进行同一种劳动.农业发展

应走专业化生产与多种经营相结合的道路.农业生产包括众多的生产环

节和项目,即使同一项生产项目,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不同阶段,也需要

采取不同的技术措施和作业方式,这使得农业劳动具有多样性.

　　４不稳定性

　　农业劳动成果具有最后决定性及不稳定性.农业生产的周期比较

长,每个生产周期由许多间断的劳动过程组成.各个劳动过程一般不直

接形成最终产品,而要等整个生产周期结束以后,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才

能体现出来.但各个农业劳动过程却互相关联,上一个劳动过程的质量

对下一个劳动过程的质量或效果都有很大的影响,以致影响最终的生产

成果,甚至给下一个生产周期带来影响.加上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依

赖性很强,从而使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或效益具有不稳定性.农业劳动

的特点将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提

高而发生变化.充分、合理地使用农业劳动力资源,必须适应农业生产的

特点,以利于确定正确的途径,采取相应的措施,不断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促进农业发展.
(二)农业劳动力的作用

　　劳动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基本条件.任何社会的一切社会财

富,都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结果,是人类劳动与自然界相结合的产物.
没有农业劳动,就没有农业的存在与发展,也就没有整个国民经济或社会

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因此农业劳动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存在

与发展的基础.农业劳动在农业中的重要作用,还表现在农业劳动具有

能动性,即它是在农业生产力各要素中唯一具有活力和发展最快的要素.
农业劳动者的劳动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对自然、经济规律认识的

加深而不断提高,从而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日益丰富

的物质产品.另外,农业劳动力具有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其能力

的提升不仅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也将进一步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

长.



第四章　农业发展中的劳动力
 ◆６１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受

政策的影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结合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理论,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程、特征与趋势进

行梳理,有助于理解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变动的现实与规律.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概念、历程、特征及发展趋势

(一)基本概念

　　剩余,一般是指在一定条件下供给超过需求的那部分多余的供给,当

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不能结合或者充分结合时,即劳动力的数量多于生产

资料能够接纳和吸收的数量时,就会出现剩余劳动力.剩余劳动力规模

的大小具有动态变化性,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周期紧密相关.生产

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会引致劳动力的节约和剩余劳动力规模的扩大,

如采用先进生产技术设备会替代原先使用的部分劳动力.在不同经济周

期,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也会导致剩余劳动力数量的差异.一般来说,经
济高涨时期的剩余劳动力数量要小于经济萧条时期.农村劳动力剩余可

以分为不同的类型:(１)季节性剩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

对农业生产的可供给量之间在不同季节出现不均衡状态.(２)常年性剩

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节里,劳动力的可供给量都大于需求量.(３)潜在

性剩余.主要是对劳动时间的利用率过低,隐藏着多余劳动力.(４)结构

性剩余.某一产业部门、某一技术类别的劳动力出现剩余,而其他部门和

技术类别的劳动力相对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既有

区别又有联系的概念范畴.农业剩余劳动力是从产业范畴出发,与非农

产业剩余劳动力相对应,可以理解为农业部门供给大于需求的那部分劳

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从地域范畴出发,与城市剩余劳动力相对应,是
农村地区中超过农村经济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

(二)转移的历程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由自然经济向现代化商品经济过渡,

剩余劳动力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总体来看,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大致可

分为三个阶段:

　　１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离土不离乡”的就地转移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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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

幕.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开始,到１９８４年全国农村

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农民有了生

产经营自主权,极大地调动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给具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参与非农就业的机会.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解体,１９８４年社队企业改为乡办、村
办、户办、联户办的乡镇企业,经营范围涵盖农、工、商、建、运、服六大产

业.农业产出出现剩余,极大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城市统包统

配的用工制度约束下,空闲下来的农村劳动力进入乡镇企业,在农村内部

实现了非农就业.

　　２１９９２~２００１年,以“离土又离乡”为主的异地转移就业阶段

　　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三个有利于”将我国改革开放推进到一个

新的阶段,城乡个体私营企业得到快速的发展.乡镇企业逐渐由粗放型

扩张转向集约型发展,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增强.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初,取消了居民粮食定量供应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又一次

“解绑”.城市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和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吸引

着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工作.

　　３２００２年至今,城乡统一就业启动阶段

　　２００２年９月,中央和国务院召开的再就业会议指出,将扩大就业作为

经济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目标.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
极就业政策旨在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实现城乡统一就业.政府首

次在致力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同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纳入政策

范围.自此以后,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一系列限制性政策逐步取消,农
村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从数量扩张阶段过渡到就业质量的提高阶段.

(三)转移的特征

　　１转移数量巨大

　　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同时,劳动力被释放出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进入城市.农村剩

余劳动力离开农业进入城市工业部门,非农就业数量逐步增加,逐渐出现

了一群特殊的劳动力群体———农民工.我国农民工的数量由２００１年的

１０１６３．４万人,迅速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２７３９５万人.农民工大量涌入城

市,通过就业增加自身收入的同时,也为我国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大量相对

廉价的劳动力,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使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拥有“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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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利”,有效支撑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图４－１　２００１年以来我国农民工人数变动情况

　　２就业的特点

　　(１)农民工就业具有自发性.大多数农民工自发自主地寻找非农就

业机会.大部分农民工主要依托亲缘、地缘关系所形成的社会信息网络,
获取就业信息,依靠亲友介绍或帮带实现非农就业.

　　(２)农民工就业主要以工业、建筑业、社会服务业为主.２０１４年,我国

农民工从事制造业的比例为３１．３％,相比之前的年份虽有下降趋势,但仍

然是吸纳农民工就业比例最高的行业.另外,在建筑业就业的比例呈现

上升的趋势,２０１４年吸纳农民工比例达到了２２．３％.近年农民工就业的

行业分布状况如表４－３所示.

表４－３ 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 单位:％

年　份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制造业 ３７．２ ３６．１ ３６．７ ３６ ３５．７ ３１．４ ３１．３

建筑业 １３．８ １５．２ １６．１ １７．７ １８．４ ２２．２ ２２．３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６．４ ６．８ ６．９ ６．６ ６．６ ６．３ ６．５

批发零售业 ９ １０ １０ １０．１ ９．８ １１．３ １１．４

住宿餐饮业 ５．５ ６ ６ ５．３ ５．２ ５．９ ６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１２．２ １２．７ １２．７ １２．２ １２．２ １０．６ １０．２

　　资料来源:«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应年份.

　　(３)东部地区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目的地.２０１４年的

监测数据显示,在全部农民工中,１６４２５万人在东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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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２５１万人,增长１．６％;５７９３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９３万

人,增长１．６％;５１０５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比上年增加１５４万人,增长

３１％.从中可以看出,尽管在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增速较快,但东部地

区依然是我国农民工的主要转移目的地.另外,２０１４年跨省流动农民工

比重有所提高,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农民工７８６７万人,比上年增加

１２９万人,增长１．７％,占外出农民工总量的４６．８％,比上年提高０．２个百

分点.分区域看,东部地区外出农民工１８．３％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０．４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外出农民工６２．８％跨省流动,比上年提高０．３个百分

点;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５３．９％跨省流动,比上年下降０．２个百分点(见表

４－４).

表４－４ 不同地区外出农民工在省内外务工的分布 单位:％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

乡外
县内

县外
省内

省外
乡外
县内

县外
省内

省外 省外 省内 省外 省内

全　国 ２０．２ ３２．７ ４７．１ ２０ ３３．２ ４６．８ ４６．６ ５３．４ ４６．８ ５３．２

东部地区 ３２．１ ５１．３ １６．６ ３２ ５１．７ １６．３ １７．９ ８２．１ １８．３ ８１．７

中部地区 １３ １９．８ ６７．２ １３．１ ２０．７ ６６．２ ６２．５ ３７．５ ６２．８ ３７．２

西部地区 １５．４ ２７．６ ５７ １５．４ ２８ ５６．６ ５４．１ ４５．９ ５３．９ ４６．１

　　资料来源:«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相应年份.

　　(４)农民工就业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农民工外出就业呈现“候鸟式”
转移,即农民工年轻时外出打工,中年后回乡务农;或者结婚前外出打工,
结婚后在本地打工或务农.另外,本地农民工城乡“兼业式”就业状态也

占有一定的比例,即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同时兼营农业,或者农忙时节从事

农业活动,农闲季节外出打工.
(四)转移的发展趋势

　　１规模扩大,趋势变缓

　　总体来看,我国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还会不断扩大,但增速将趋向

平缓.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和制度性障碍的革除还会持续对剩余劳动

力产生需求,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还会释放出更多的农

村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和对城市生活的向往也会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

源源不断地转移到非农产业.但目前来看,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高

峰时期已过,农村潜在可转移的劳动力数量明显减少.另外,经济结构和

产业结构的调整,将会提高用人单位对剩余劳动力的技能要求,长期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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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对年轻剩余劳动力的偏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偏大,这
些劳动力需要经过有针对性的专门培训才能较顺利地实现转移.总之,

劳动供给增速趋缓和就业技能门槛的抬高将使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

移步伐趋缓.

　　２趋向中部和中小城市转移

　　剩余劳动力就业有向中部地区和中小城市扩展的趋势.虽然目前东

部地区和大中城市仍是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主要去处,但是从各国区

域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律看,产业发展总是沿着一定的梯度动态变化的,东
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土地资源日趋紧缺,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企业资本趋

向深化,客观上要求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将技术含量低的土地密集型和

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转移,在此条件下,将产生

对劳动力的需求.另外,小城镇的发展和中小城市的户籍改革也为剩余

劳动力向中小城市转移创造了条件.

　　３转移、就业和居住的新动向

　　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将向“就地转移,稳定就业和城镇居住”方向发

展.外出就业劳动力长期与亲人分离、居无定所、权益不保,进入中年后

还面临失业风险,外出务工是农村劳动力维持生存不得已的行为而不是

最优的选择.如果经济发展使城镇化率和农民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

当地可以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农民将更偏好在当地就业,就地转移将成为

理性选择.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和土地流转市场的建立和完善,以及

就业政策的保障,有条件的农民将实现完全离农就业;另外,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的短缺以及劳动法律的约束,也会使企业延长对农民工的雇用年

限.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将向长期化和稳定

化方向发展.除此之外,小城镇建设和小城镇户籍放开也将会吸引就地

转移就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小城镇集聚,并最终在小城镇就业和安家.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脉络

(一)二元经济理论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可以分为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由此构

成了社会的二元结构.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向劳动生产

率高的工业部门集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

率较低甚至为零,存在着近似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力,那么从该部门抽出

劳动力将不会减少其产出,加之资本家不断地把利润转化为工业资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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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工业部门从农业部门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成

本保持不变.因为工业部门的工资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的,而是取决

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平均收入.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略高于农业部门的

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直到农业部

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劳动力成本才会上升.刘易斯开

创性地分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机理,但其没有足够重视农业在促进工

业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没有注意到农业出现剩余产品是农业劳动力转移

的先决条件.随后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把农业劳动

力转移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劳
动力由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不会影响农业生产;第二阶段,农业劳动

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既定工资水平,劳动力继续流入工业部门,但粮

食产量不能同步增长,引起粮价相对上涨;第三个阶段,劳动边际生产率

高于既定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已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农业劳动的报酬取决

于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乔根森放弃了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即无

限供给)、农业工资和工业工资外生给定的假设,基于新古典经济学在工

资水平上升的条件下分析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

(二)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出了以下假

设:(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量或迁移率与就业概率呈正相关,城市就

业机会越多,来自农村的劳动力移民规模越大.(２)农村劳动力依据自己

对城市就业机会的了解而作出迁移的决策,带有很大的“盲目性”.(３)农
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并非全部立即进入现代工业部门,其就业过程

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没有技术的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后,首先是

在所谓“城市传统部门”找工作,如个体商贩、非熟练服务员、非熟练手工

业者、非熟练建筑工人等;而到了第二个阶段,他们从“城市传统部门”中
出来,到现代工业部门中找到固定工作.对此应当研究城市传统部门的

规模、比例和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等.(４)影响农村劳动力移入城市的因素

有三个:一是人们对城乡间“预期收入”的期望;二是城市就业的可能性,

就业可能性越小,农村人口就会认真对待这种迁移行为的选择;三是城市

人口自身的自然增长状况.托达罗模型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人口迁移过

程是人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而不是实际收入差异做出的反应;只有当

一个劳动力估计他在城市部门预期的收益高于他在农村的收入时,迁移

才会发生,否则,劳动力将会继续留在农村.因此托达罗认为,决定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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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流动的不是实际收入水平而是以实际收入乘以就业概率的预期收入水

平.因为劳动力流入城市后能否找到工作还是一个未知数;并且只有当

预期收入大于劳动力在农村中的平均收入水平时才意味着劳动力的迁移

是有利可图的.引入就业概率是托达罗模型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传统人

口流动模型的重大修正.传统人口流动模型是假定工业部门能够充分就

业的,但现实中城市工业部门并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失业现象时有发生.

托达罗对就业概率的引用和对预期收入差异比较方法的使用,不仅使模

型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人口流动模型的鲜明特点,同时也使分析有了现实

基础.
(三)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最早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的

学者是英国的雷文斯坦(E．Ravenstien),其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便提出了

“迁移法则”的基本框架.到了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英国学者李(EverettS．
Lee)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迁移理论,即人口流动和移民研究中最

有影响的“推拉理论”.李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将其分为“推
力”和“拉力”.该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们

之所以迁移和流动,是因为人们可以通过流动就业改善生活条件.在流

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

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在影响农民工进城的因素中,属于农村

不利的生活条件,也就是“推”的因素的有:农村收入水平低、没有挣钱机

会,农村太穷、生活太苦,农村缺乏更好的发展机会、对在家乡从事的职业

不满意,农村税费过重,待在家里没事干,家乡学习条件差、受教育机会

少,不愿意干农业,家乡封闭保守、思想不解放,村干部作风恶劣等;属于

“拉”的因素有:城市收入高,出外见世面;别人都出来了,受别人影响;城
市生活条件好,想外出多生孩子等等.随后推拉理论又被发展为成本收

益理论,它是将劳动力的流动决策视为一种能给劳动者带来收益和成本

的投资战略.

(四)新迁移理论

　　从行为主义来研究劳动力流动现象,则是将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机制

从宏观视角放射到微观视角,从而形成了新迁移理论.新迁移理论是在

成本收益理论的基础上,将劳动力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与劳动力的迁移

自选择行为联系起来.新迁移理论认为,首先,收入激励是人口迁移最重

要的影响因素,劳动力迁移和流动也受到流动成本的约束.其次,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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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高低也对劳动力是否迁移构成影响.再次,作为非货币变量,劳动

者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也是微观决策机制下的劳动力迁移影响因

素.最后,在新迁移理论中,家庭条件也是影响劳动力迁移决策的重要因

素.一般来说,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中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会高于农村,而
进入城市后其家庭的整体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相对有所提高,因此,尽管

劳动力转移通常以单个转移者的形式出现,但是劳动力转移的决策往往

是由家庭作出的.新迁移经济学用投资组合理论来解释劳动力转移与家

庭决策的关系,即为减少家庭收入波动,家庭劳动力资源要在农业与非农

业之间适当配置.
(五)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也被称为双重劳动力市场模型,是美国经济学

家多林格尔和皮奥里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提出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是指,

由于社会和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形成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差异;不同人群获

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人群在就

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模式上的明显差异,比较突出的如在种族、性别与

移民之间的分层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有两个主要特点:(１)劳动力市

场不再被视为一个连续的统一体,而是被分割为几个不同的市场,市场间

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流动壁垒和工资决定机制;(２)各个劳动力市场之间是

相对封闭的,形成劳动力市场壁垒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的诉求和制度

因素的约束.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在我国的主要体现是户籍制度的限

制,户籍制度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

场,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中,主要是在城市劳动力不愿意

从事的行业或者岗位中就业,即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工作.

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溢出效应

(一)经济溢出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乡和区域流动是我国最重要的

社会经济现象之一,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结果,２０１５年全国农民工

总量为２７７４７万人,这一数据还将继续上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在

促进劳动力资源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存在着城乡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

结构引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价格扭曲(包括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的歧视)现象,并成为我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吸引包括资本在内的

各种要素集聚)参与国际分工、发展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业.在过去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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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中,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对我国 GDP增长的贡献在１６％左右.再

从区域流动看,如果以全部人力资本的存量作为创造财富的来源,在主要

外来劳动力输入省份的 GDP中,由外来人力资本创造的比例在２０％以

上,其中上海和广东的比例达到３９．８４％和２７．５２％.
(二)人力资本溢出效应

　　一般来讲,在经济学上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表现为教育的私人投资

具有对社会的正外部性.卢卡斯认为,“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溢出效益,每
一单位人力资本的增加除了引起产出的提高外,还同时引起社会平均人

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社会平均的人力资本水平决定社会平均的运作效

率,总体效率的提高又使每个企业和个人从中受益”.在现阶段,不但教

育外部性使家庭的教育投入产生了对社会的溢出效应,同时劳动力的地

区流动又产生新的人力资本溢出,即随着人口的流动,教育投资的社会收

益流入其他地方,使其他地方获益.对于地区性经济增长来说,在存在知

识外溢的情况下,劳动力的流动能够产生地区间收入的均等化;相反,对
劳动力流动的禁止将使得人均收入出现分化.在国内的研究中,劳动力

流动所产生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主要关注的是城乡溢出和区域溢出.我

国城乡人力资本投资及外溢差异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缩小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加大对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

第三节　未来农业劳动力的发展方向

　　随着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非农就业比重不断上升,即从事第二、第

三产业的劳动力在全部就业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非农就业比重只占２０％左右,绝大多数劳动力聚集在第一产业,呈现

典型农业社会的特征.而到２０１５年末,全国就业人员７７４５１万人,第一

产业就业人员仅占２８．３％,与之相对应,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２９．３％,第
三产业就业人员占４２．４％.“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的问题,将绝大多

数农民逐步转移出来,实现非农就业的同时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并着力培

育专业农民,提高从农收入水平,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

一、未来农业劳动力要求

(一)农业现代化需要高技能人才

　　农业劳动人口的减少以及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要求,将促使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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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适度规模化,农业在生产方式、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将发生变化,对农

业劳动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已具有较高的成本,

未来随着劳动力不断离开农业,迫切需要对农业生产方式进行变革,用更

多的物质和服务投入替代劳动投入.在此条件下,农业生产将趋向“物质

化”与“服务化”.另外,在资源要素约束的条件下,农业技术将在农业发

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总体来看,资本代替劳动的生产趋向,以及

依靠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趋向,都在某种程度上对农业劳

动力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二)农业社会化需要专业化人才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商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传统上由农

民直接承担的农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多地从农业生产过程中分化出来,发
展成为独立的新兴涉农经济部门.这些部门同农业生产部门通过商品交

换相联系,其中有不少通过合同或其他组织形式,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同
农业生产结成了稳定的相互依赖关系,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农业由孤立

的、封闭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分工细密、协作广泛、开放型的生产方式和过

程,可以称之为农业社会化.农业社会化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

重要标志之一.农业社会化服务分为供应服务、销售服务、加工服务、储
运设施服务、科技服务、信息服务、经营决策服务、生活服务及社会保障服

务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逐渐细化,对应着农业人才的专业化,需要更高

水平、更专业的农业服务人才.

二、当前农业劳动力的制约

(一)素质质量的制约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

和学习,制约了我国农业技术的进步和整体发展.首先,农民受教育的程

度整体偏低,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是７．８年,初中、小学文化程度占

７０％以上,高中文化的约占１６．８％,与之相对应,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平

均在１１年.其次,我国农村劳动力接受职业培训的比例不高,大部分农

民没有受过系统、正规的农业技术教育和职业培训.农村劳动力素质偏

低的状况,直接影响了其对农业科学技术的认知,大部分农民对新知识、

新技术存在疑虑,怕担风险,致使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的“最后一

公里”的问题非常突出,同时也导致大多数农民驾驭市场能力差,在种植

作物的选择上往往随大流,生产经营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进而影响了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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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劳动生产率.据«２０１４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农业劳动生

产率为７２１．７４美元,约为巴西的１５％、日本的１．６％、美国的１．２％.
(二)数量结构的制约

　　当前,越来越多的农村年轻劳动力走出家门奔向城市,妇女、老人和

儿童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农忙时人手不够,催生了农业雇工需求,短
缺的临时工价格也水涨船高.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

人员中５０岁以上的占３２．５％.另一项调查显示,２０岁以下的农民工中多

数人愿意留在城市.城市良好的生活设施、多向的发展空间、优越的子女

教育条件,吸引着农业人口逐渐向城里流动,农村人口尤其是年轻人口越

来越多地脱离土地①.未来的１０~１５年,我国农业劳动人口还将继续下

降,特别是年轻劳动力将迅速减少,有研究表明,到２０２５年,４９~６４岁的

农村劳动者占比将达到７０％②.

三、未来农业劳动力的着力点

(一)提高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

　　教育是促进农村发展、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主要手段,因此,未来

应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１)必须稳固基础

教育的投资力度,基础教育由于其社会效益大,是农村教育发展的重要节

点.政府应加大农村基础教育投资力度,按照公共财政的要求,进一步推

进财政改革,调整支出结构,特别是调整经常性支出结构,把国民初等教

育的开支尤其是农村基础教育的开支列为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保证农

村教育的校舍、基础设施和师资队伍等,从而保证我国义务教育法在农村

的贯彻实施.进一步加大贫困地区农村教育投资,改善农村教育发展不

均衡现状,帮助贫困农村脱贫致富.(２)必须强化农业知识的普及范围,
重视职业教育.农业本身是一个弱质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产业,
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出农业,流向其他产业是一种必

然趋势.这种产业间的劳动力转换可以促进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和整个社

会的经济增长,但是也导致了农村人力资本外流和农村经济增长缓慢.
因此,对农业劳动者的教育应该考虑农村地区的发展特点和农业就业人

群的分化趋势.比如,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人群;农村党员

和乡村干部及后备储备干部;农业企业厂长、经理及后备储备管理人员;

①

②

农村年轻劳动力日益流失,种地“断代”危机渐显[N]．黑龙江日报,２０１２－０５－２１
下一个十年:从人口变迁的视角看未来农业发展[R]．华泰证券,２０１４－０９－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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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科技人员及后备储备技术群;农村妇女劳动力;农村在校青少年学

生;农村各种专业大户、示范户等.对他们采取更有针对性的文化素质和

劳动力技能培训,使不同基础的农民基本素质和专业水平都得到提高.

(二)农民的专业化

　　从新农村建设和我国农业发展方向看,农民将来不再是身份象征,而
是一种职业,农业从业者将是真正懂得农业技术的农场主、农民合作社成

员、农业企业经营者等,未来需要培养各种类型的高素质农民,形成新型

农民的集聚效应,增强农村发展动力,提高农村经济发展竞争力.新型农

民的主要培育方向有:(１)科技型农民.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

步.顺应世界科技发展潮流,立足于农业现代化建设,大力推进农业技术

自主创新,是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未来的新型农民应该具有较高

的人力资本水平,即较高的知识储备和专业水平,依靠科技的力量来从事

农业生产活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或者协会等组织,应通过不同方式,
使更多的农民掌握技术,促进农业技术人才的集聚,为当地的特色产业发

展提供人才基础.(２)市场型农民.市场经济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下的现

代农业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当前我国农产品市场还存在信息不对

称、市场供需不平衡等现象,农村信息渠道相对闭塞,应进一步加强农村

信息供给,提高农民获取市场信息与把握市场机会的能力.此外,一方面

应充分发挥中间组织的作用,如培养和发展农民经纪人;另一方面,还应

着力减少流通环节,使农民有机会直接参与市场.将农民从事的范围从

农产品生产领域扩大到农产品流通与销售领域,间接扩大农民的从业范

围,增加获得收益的途径.(３)管理型农民.新型农民培育要立足培养一

支能够担负起新农村建设历史任务的农村基层干部群体和农村合作经济

组织管理者.从我国农业发展趋势和政府农业政策导向来看,农村专业

合作社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另外,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繁杂的内部管理也

对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提出了要求,需要具有管理能力的管理者来有

效地组织和协调资源,提高合作社的管理能力.(４)企业家型农民.未来

的农业将逐渐走向产业化发展的道路,农业产业化就需要一大批农民企

业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具有经营思路、市场意识和领导能力

的农民可以向“企业家型农民”转化,创办农业公司,拉长农业产业链,推
进农产品深加工,从单纯的农业种植向农业产业链下游附加值高的部分

挺进.在未来新型农民的发展方向上,不同类型农民的知识结构和能力

模型各有侧重.比如,科技型农民强化生产技术,利用科技武装农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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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型农民强化信息和服务,构建农业生产与市场销售的桥梁;管理型农民

着重经营和管理,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龙头力量;企业家型农民

强调综合能力,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领头羊”.四种类型的农民相辅相

成,共同构成新型农民的主要发展方向.

(三)农民的组织化

　　农民进入市场后的专业化和组织化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

期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农

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完善的方向.同时,农民专业合作社更是培养新型农

民的重要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过多年快速增长,已进入了一个量质

并举、规范提升的新阶段.要从加强规范建设、提升服务带动能力和推动

联合发展等方面着力,加快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型升级,具体可以从如

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１实现股权均等

　　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可以充分调动社员和投资方的积极性,激发

经济组织的活力.目前农村专业合作社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股权太集中,

基本上还是一个大户领着一批散户,大户与散户之间基本上还是买卖关

系.合作社股权平均,才能实现利益共享.现在,合作社的股权越来越集

中到少数人手中,带头人更像是具有较大买卖能力的经纪人,这背离了成立

合作社的初衷①.因此,做好收益分配,实现股权均等,按照法律和章程规定

依法公平、合理地进行盈余分配,才是升级合作社分配机制的最好体现.

　　２管理规范化

　　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是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拿了营业执照,没有

实际运作;有的仅仅停留在提供几项统一服务上,没有进行实体化经营.

另外,一些依托龙头企业等载体组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合作特征不明

显.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要以章程为指导,切实规范运作.章程是农民

专业合作社的内部规章制度,是合作社顺利发展的基础.为此,有关部门

要加强对章程条款制定的规范指导,根据国家的政策、法律规定进行规范

性指导,要求合作社的章程经全体成员讨论通过,并报送地方政府相关部

门或行业主管部门,使章程真正成为约束合作社的制度规章.

　　３优化发展环境

　　在认真落实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前提下,依法制定出具体扶持措施,

① 农业合作社,升级还需内外用力[N]．新华日报,２０１４－１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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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注册、信贷、税收、用地、用电等方面给予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多的帮扶引

导.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扶贫开发工作结合起来,选择有实力的农

牧业龙头企业,或由村级党组织与贫困地区农牧民联合起来,实行“公司

(村委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合作模式,因地发展适宜产业,把分

散的农村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集中有效地利用好,走合作发展、脱贫致富的

新路子.在财政扶持上,整合与统筹各类扶持资金的利用.在指导服务

上,健全基层服务指导的机构,提高部门服务水平,落实服务承诺制度,增
强合力推进的氛围.

　　４破解融资困境

　　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自身规模较小、内部管理机构混乱等问题,
因此未被纳入信用评级体系,很难申请到商业银行贷款,从而封闭了农业

合作社的融资渠道.此外,农村的金融制度不完善,农业合作组织缺乏制

度层面的资金支持机制,难以获得外部资金.因此,需要建立适合农民专

业合作社的信贷评级制度,制定适合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信贷管理政策,合
理确定信用评级标准;加强银行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信贷投放激励机

制,在银行内部建立约束的激励机制;针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融资需求特

点,创新金融服务产品,解决其融资难题,使其具有更加强大的生命力,不
断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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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业家庭经营概述

　　农业的家庭经营在世界农业生产经营中占有重要地位,家庭农场在

大多数国家的农场中占９０％以上.全世界农场数量约有５．７亿个,而家

庭农场的总数超过５亿个.从面积上来看,在一份包括３０个国家的抽样

调查中,平均约７５％的农田由家庭或个人所有;根据每个国家家庭农场所

有土地的比例和粮食产量价值,估计在这些国家中家庭农场生产了超过

８０％的粮食(FAO,２０１４).

一、农业家庭经营的含义

　　农业家庭经营的载体为家庭农场,家庭农场又是众多农业生产单位

类型中的一类,其最典型的特征表现为经营者为家庭成员.在此,首先对

农业生产单位、农业经营者以及家庭农场的含义进行介绍,然后引出农业

家庭经营的概念.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０５)对农业生产单位的定义为:一个在单一管理

模式下的农业生产经济单位,包括所有家畜和全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

的土地,无论土地的权属、法律形式或规模.可由一个人或家庭完成,也
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或家庭,一个家族或部落,一个法人如公司、合
作社或政府机构完成.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０５)将农业经营者界定为:对资源使用做重大决

定并对农业生产单位经营活动进行管理控制的自然人或法人.农业经营

者对农场负经济和技术责任,可以直接承担一切责任,或将日常工作管理

方面的责任转交给受聘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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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经济单位的类型之一,虽然对于家庭农场的定

义并无一致的意见,但许多定义都提到有关所有权和管理、劳动以及实体

规模和经济规模等因素.Garneretal．(２０１４)在对３６个关于家庭农场定

义的研究中发现,几乎所有定义都明确规定农场至少部分地由一名家庭

成员所有、经营和管理;许多定义明确了所有者及其家庭贡献的劳动所占

的最低比例;许多定义设定了农场面积或销售规模上限;有一些还设定了

来自非农活动的家庭收入所占比例的上限.需要指出的是,国际上关于

家庭农场的认知与新近我国所推进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内涵存在一定的

差异.在我国对家庭农场的认知中,更倾向于将家庭农场与小农经营相

区分,其在某种程度上包含了现代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的特征.例如,钟
甫宁(２０１３)指出,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基本经营单位,农户拥有生产资料

的使用权或所有权,能够自主经营管理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农业经营组织.

这个定义不仅强调了家庭农场的家庭经营属性,而且还强调了规模化.

　　关于农业家庭经营,“２０１４国际家庭农业年”国际指导委员会给出了

如下定义:家庭农业(包括所有以家庭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活动)是组织农

业、林业、渔业、牧业和水产养殖生产活动的一种手段,这些活动由家庭管

理经营,主要依靠家庭劳力,包括男女劳力,家庭和农场相互关联、共同发

展,综合了经济、环境、社会和文化等功能.

二、农业家庭经营的特点

(一)对象是农业

　　农业家庭经营的对象主要为农业,既包括种植业,也包括林业、渔业、

牧业和水产养殖业等.农业独有的产业特征决定了家庭是最佳的农业经

营主体.从农业自身特点来看,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相交织

的过程,农业劳动对象的生命性、生产的季节性、自然环境的复杂多变性

和不可控制性等因素,都要求生产者收益与生产过程直接相关.只有家

庭能满足决策者和生产者的同一性,在农业生产领域具有其他经营主体

无法比拟的优势.家庭经营可以实现对农业生产全过程和最终产品负

责,以及对各种难以预料的变化做出反应,符合农业作为生物再生产过程

的特点.
(二)主要为家庭经营

　　大多数家庭农业经营的定义要求家庭农场部分或完全由某一个人或

其亲属所有、经营和管理.联合国粮农组织近年的农业普查表明,在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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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以提供农业经营者法律地位的国家,超过９０％的农场经营者是个

人、一群个人或一个家庭,有的有正式合同,有的没有.在其余的情况下,

经营者为某种实体,如一家企业、一个合作社或一个公共组织或宗教机

构.
(三)以使用家庭劳动力为主

　　一些对家庭农场的定义还要求家庭应提供大部分农场劳动力.联合

国粮农组织报告(２０１４)指出,一份来自１５个国家的统计数据显示,平均

约有一半家庭成员部分或全职参与农场劳动.相比之下,几乎在所有能

够获得长期雇工数量数据的国家中,家庭农场平均长期雇工数量很低(远
低于每个农场１人).在农场工作的家庭成员与农场长期雇工数量的平

均比率为２０︰１.监管成本往往高于规模经济所产生的效益,使家庭农场

成为农业经济的最佳解决方案.家庭农场的规模也往往限制在家庭能够

管理而无需过多使用雇佣劳动力的范围内.

三、农业家庭经营的类型

　　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农业家庭经营或家庭农场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例如:

　　按是否雇工,可以将家庭农场划分为不雇工型家庭农场和雇工型家

庭农场.尽管雇工型家庭农场需要雇用一定数量的劳动力,但雇工数量

一般不超过家庭自有劳动力.

　　按经营内容,可以将家庭农场划分为专业型家庭农场和综合型家庭

农场.专业型家庭农场是指农场只经营单一产品,专业型家庭农场依据

产业的不同又可以细分为种植型、渔业型、林业型和畜牧养殖型四种.综

合型家庭农场是指农场经营多种产品,一般以种养结合为主.

　　按经营规模和销售额,可以将家庭农场划分为小型家庭农场、中型家

庭农场和大型家庭农场.如美国依据家庭农场的销售额来划分家庭农场

的类型,年销售额高于２５万美元的农场为大型家庭农场,其中包括大型

家庭农场和超大型家庭农场;年销售额低于２５万美元的为小型家庭农

场,其中包括资源有限型、退休休闲型、居住生活型和耕种型四种.澳大

利亚依据土地经营规模来划分家庭农场类型,土地经营规模在１５０~２００
公顷的农场为小型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在３００~８００公顷的农场为中

型农场;土地经营规模在１０００公顷以上的为大型农场.欧盟执委会农业

及乡村发展署在评估共同农业政策(CommonAgriculturalPolicy,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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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效果时,根据农地面积将农场分为小型农场(农地面积未满５公顷)、
中型农场(５公顷以上、未满５０公顷)、大型农场(５０公顷以上).另外,由
于农地面积不一定能充分反映农场产能(例如园艺作物、养猪或养鸡农场

通常不需要大面积农地),欧盟辅以调查农场的年度产值,并据以区分为

小经济规模农场(年产值未达４０００欧元)、中经济规模农场(４０００欧元以

上,未达５００００欧元)及大经济规模农场(５００００欧元以上).

　　近年来,专业型与兼业型家庭农场引起了较多的关注.各国关于兼

业农户的划分标准有所不同,有的国家是依据农业外部收入的多少或者

比率来划分的,有的国家是依据农业和非农劳动时间分配来划分的.如

在德国,专业农户是指非农业收入不超过总收入１０％的农户,一兼业农户

是指非农收入超过总收入１０％但不到总收入５０％的农户,二兼业农户是

指非农业收入超过总收入５０％的农户.在日本,专业农户是指家庭成员

全部从事农业生产、以务农为生的农户,而家庭成员中有一个以上的劳动

力从事农业生产以外工作的称为兼业农户,在兼业农户中,从农业中取得

的纯收入高于非农收入的称为第一兼业农户,非农收入超过农业纯收入

的称为第二兼业农户.美国１９６９年把兼业农场定义为,每年从事非农业

劳动１００天以上的商业性农场.除了年销售额不到２５００美元的农场以

外,只要非农业劳动在１００天以上者,不论农场的大小,都算是兼业农场.
从我国的情况来看,一般将农户划分为纯农户、农业兼业户、非农业兼业

户以及非农户四类.具体来说,纯农户是指农户家庭中劳动力以从事第

一产业劳动为主,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８０％以上(含８０％)的农

户;农业兼业户是指家庭劳动力既有从事第一产业劳动也有从事非农产

业劳动,但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５０％~８０％(含

５０％)的农户;非农业兼业户是指家庭劳动力既有从事第一产业劳动也有

从事非农产业劳动,但以非农行业为主,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

２０％~５０％(含２０％)的农户;非农户是指家庭中劳动力以从事非农行业

劳动为主,第一产业收入占家庭纯收入２０％以下(不含２０％)的农户.

表５－１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住户经营产业结构 单位:％

农业户比重 非农业户比重 纯农业户比重 农业兼业户比重 非农兼业户比重

东部地区 ８４．７１ １５．２９ ５５．２４ ３４．９ ９．８６

中部地区 ９４．５３ ５．４７ ６６．７ ２８．５６ ４．７４

西部地区 ９５．８ ４．２ ７０．２７ ２６．０１ ３．７２

　　资料来源: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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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业家庭经营发展与现状

一、各历史阶段的农业家庭经营

　　农业家庭经营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的史料表明,在母系氏族公社

和父系氏族公社内,农业和畜牧业已经从采集和渔猎活动中分离出来,逐
步成为原始人谋生的补充手段,但仍以原始农业为主,劳动工具以木制、
石制、骨制工具为主,耕地分布在村落的附近,农忙季节全体氏族成员进

行集体劳动.随着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技术的提高,父系氏族公社开

始解体,农业生产开始由氏族成员集体共同劳动,产生了少量的以家庭为

主的农业和畜牧业,家庭私有制也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的家庭农业是一

种初级形态的家庭经营.

　　商周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部土地都归王室,实行井田制.奴

隶主驱使成千上万奴隶进行大规模的集体耕种.依靠这种集体劳动,使
劳动生产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作为奴隶集体劳动的重要补充,自由

民的家庭农业仍少量存在.

　　春秋时期,铁制农具和耕牛开始在农业生产中普遍使用,小麦在平原

地区广泛播种,一年两熟的农业种植模式大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

随之私田开始大量产生,井田制开始崩溃,农奴主为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

性,在私田上改行收取地租.到公元前５９４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制度,

对私田按亩征税,私田由此获得了合法地位.在管仲任齐国的大臣时,齐
已有农户４５万家,占齐国家庭总数的９１．５％.在秦汉以来２０００多年的

封建社会中,除地主阶级采用出租土地让佃户经营和雇佣劳力自己经营

外,还有大量的自耕农存在.农业的家庭经营方式一直占统治地位.

　　在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随着机械化、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和生产规模也不断提高,但家庭农场一直是最基本的经营方式.家

庭农场在发达国家的农场总数构成中占有绝对优势,并且是最具有竞争

力的农场形式.英国较早进入了资本主义阶段,１８５１年英格兰和威尔士

共有农场、牧场２１５５７１个,平均每个农牧场有１１１英亩土地,农业劳动力

１７９万人,约占总劳动力的２６％,平均每个农牧场雇佣工人６．４人.到

１９１１年,靠农牧场主家庭自己经营自己生产的农牧场大量增加,与１８５１
年相比,农业工人减少２５％,雇佣工人大幅度下降.美国农业生产组织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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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也主要是家庭农场,１９７９年全美农业劳动者有３３０万人,共有２３３万个

农场,平均每个农场只有１．４２个劳动者.

　　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诞生以后,苏联首先在农村普遍建立了集体农

庄,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纷纷效仿,试图以农业的合作化、集体化、
国有化来代替家庭经营、消灭家庭经营,结果经济效率普遍低下,农产品

的供给长期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目前,在经历了惨痛教训之

后,社会主义国家农业的集体经营模式逐步被家庭经营所替代,如我国采

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提高了农业的产出水平.

二、发达国家的农业家庭经营

(一)美国

　　美国农场数量在１９３５年达到了顶峰,共有３２５万个家庭农场;到了

１９８２年,美国农场的数量下降到２４０万个,较战后的１９５５年减少了３/５;

２０００年时,美国有２１７万个农场,与美国农场数达到最高峰的１９３５年相

比则减少了近２/３.近年来,美国农场数量在２００万个左右波动,２０１２年

美国农场数量大约为２１１万个.而从规模方面来看,近些年美国农场平

均规模一直维持在４００英亩(约１６０公顷)以上.尽管美国农场规模很

大,但是这些农场基本以家庭经营为主.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家庭经营的

农场比例超过８５％.与此同时,近年来合伙农场以及公司农场也有了一定

的发展,尤其是公司农场,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数量有所扩张.在美国所有农

场中,种植业农场占了大多数,２０１２年大概有１８６万个,占所有农场数量的

比重超过７０％.根据美国农业部农业资源管理调查２０１１年的统计数据,种
植业农场中有９６％是家庭农场,这些家庭农场的产值占到了种植业产值的

８７％.可见,在种植业领域,家庭经营的主导地位更为突出.

表５－２ 美国农场基本状况统计

年　份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全部
农场

数量(个) ２２１５８７６ ２１２８９８２ ２２０４７９２ ２１０９０３３

家庭(％) ８６．７６ ８９．７ ８６．４６ ８６．７１

合伙(％) ８．３８ ６．０９ ７．９ ６．５４

公司(％) ４．０８ ３．４６ ４．３６ ５．０６

其他(％) ０．７８ ０．７５ １．２８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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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年　份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种植
农场

占全部农场比重(％) ８３．８２ ８２．２７ ７６．４４ ７３．５６

平均规模(英亩) ２４０ ２４８ ２４１ ２５１

　　资料来源:周应恒,胡凌啸,严斌剑．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

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９):８０－９５．

　　近年来,美国的家庭农场也出现了一些变化.２００１年,美国家庭农场

平均规模为２３５英亩,中点规模为９００英亩.规模小于４９英亩的家庭农

场在数量上占主导地位,其占比达到４３．７％,但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却仅占

３．７％.不难发现,美国也存在着大量的小规模家庭农场,规模小于１０英

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占比超过了１１％,但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却仅占０．２％.
与此同时,规模超过１０００英亩的家庭农场尽管在数量上占比不大,仅为

５．６％,但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却接近全部耕地面积的５０％.尤其是规模超

过２０００英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占比不足２％,但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占比

超过了２０％.到了２０１１年,美国家庭农场规模的分布发生了显著的变

化,尽管小规模家庭农场的数量占比有一定增加,规模不足１０英亩以及

１０~４９英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占比分别增长了４．６个和３．２个百分点,但
是,其经营的耕地面积占比却没有多大变化.土地更加向大规模家庭农

场集中,规模超过２０００英亩的家庭农场数量增加,而且其经营的土地面

积增加更为明显,其占比相较２００１年增加了１０个百分点以上.２０１１年,
美国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是２３４英亩,与２００１年相比几乎没变.但同时,
大规模家庭农场经营的耕地面积进一步扩张,导致中点规模变大.２０１１
年的中点规模是１１００英亩,比２００１年提高了２１０英亩.

(二)欧盟

　　２０１０年,欧盟２８国实际农场劳动人口为２５４７万人,其中有２３５０万

人为农场主人或其家庭成员,占农场劳动人口总数的９２．３％.依全时劳

动时数换算(以每人每年工作１８００小时作为全时劳动时数,即２２５个工

作天),相当于９９５万个全时农场劳动人口.在９９５万全时农场劳动人口

中,７７．８％来自农场主人或其家庭成员,说明欧盟农场主要劳动力来自家

庭成员,尤其在马耳他、克罗地亚、爱尔兰及波兰,其家庭劳动人口均超过

各该国农业劳动人口的９０％.

　　２０１０年,欧盟２８国约有１２２５万个农场,涵盖农地面积共１．７４亿公

顷,占欧盟２８国总土地面积的４０％,单个农场的平均农地面积为１４．２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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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平均年产值为２５万欧元.在１２２５万个农场中,约８４９万个农场为小

型农场(即农地面积小于５公顷,占EU２８国总农场数的６９．３％),这些小

型农场之农地面积总和为１２１１万公顷,仅占 EU２８国总农地面积的

７．０％;农地面积大于５０公顷的大型农场虽仅约７２万个(占总农场数的

５９％),但其面积合计占总农地面积的比例高达６６．１％.

表５－３ 欧盟农场规模

＜５公顷 ５~５０公顷 ＞５０公顷 EU２８国总和

农场数
(千个)

EU２８国合计 ８４９２．４０ ３０３６．００ ７１９．７ １２２４８．００
占EU２８国比例 ６９．３０％ ２４．８０％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农地面积
(千公顷)

EU２８国合计 １２１１２．２０ ４６９７３．７０ １１５０２９．７０ １７４１１５．６０
占EU２８国比例 ７．００％ ２７．００％ ６６．１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agriculture/data/database)．

　　从农场经济规模(即年度产值)来看,１２２５万个农场中,约７４０万个

农场(占欧盟２８国总农场数的６０．４％)的年度产值小于４０００欧元,属于

小经济规模农场,这些农场的产值合计约９８．２亿欧元,仅占 EU２８国总

农业产值的３．２％;而农场产值大于５００００欧元的大经济规模农场,数量

虽仅约１１１万个(占总农场数的９．０％),但其产值合计达２４４７．８亿欧元,
占总农场产值的７９．５％.

表５－４ 欧盟农场经济规模

＜４０００
欧元

４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欧元

≥５００００
欧元 EU２８国总和

农场数
(千个)

EU２８国合计 ７４００．８０ ３７３９．８０ １１０７．５０ １２２４８．００
占EU２８国比例 ６０．４０％ ３０．５０％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产值(百
万欧元)

EU２８国合计 ９８２１．７０ ５３２８９．６０ ２４４７７８．２０ ３０７８８９．５０
占EU２８国比例 ３．２０％ １７．３０％ ７９．５０％ １００．００％

　　资料来源:Eurostat(http://ec．europa．eu/eurostat/web/agriculture/data/database)．

　　法国是欧盟农地面积最大的国家.据欧盟统计局和 FAO 的统计,

２０１２年法国生产谷物类粮食６８４６万吨,占欧盟谷物类粮食总产量的

２４％,居欧盟成员国首位.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法国农业也是建立在家

庭经营的基础上的,即使到２０世纪中期,小规模农场分散经营和人力畜

力耕作仍占主要地位.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公司化经营或合作经营的

农业组织快速发展,但家庭农场仍然是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如表５－５所

示,２１世纪之前,法国家庭农场占全部经营主体的比重均在９０％以上,但
进入２１世纪后这一比例快速下降,到２０１０年已经下降到７０％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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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５ 法国不同经营模式的农业组织数量和比重 单位:万个、％

１９５５年 １９７０年 １９７９年 １９８８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０年

独立经营的
家庭农场

－ １５６．７８ １２１．４８ ９４．６１ ５３．７６ ３３．９９

－ (９７．９７) (９４．１９) (９３．５) (８０．９９) (６９．３７)

公司化经营或合作
经营的农业组织

－ ２．０２ ４．７９ ６．５５ １２．３６ １４．６６

－ (１．２６) (３．７１) (６．４４) (１８．６２) (２９．９２)

其中:农业有限责任
经营单位

－ － － ０．１６ ５．５９ ７．８６

－ － － (４．２４) (８．４２) (１６．０４)

农业共同经营组合
－ ＜０．３９ １．５３ ３．７７ ４．１５ ３．７２

－ (＜０．２４) (１．１９) (３．７１) (６．２５) (７．５９)

农业经营民事企业
－ ０．４ ０．５６ ０．９９ １．７３ ２．３７

－ (０．２５) (０．４３) (０．９７) (２．６１) (４．８４)

其他经营组织
－ ＞１．２３ ２．７ ０．５２ ０．２６ ０．３５

－ (＞０．７７) －２．０９ －０．５１ －０．３９ (０．７１)

全国农业经营
主体总数

２３０．７ １６０．０３ １２８．９７ １０１．６８ ６６．３８ ４９．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周应恒,胡凌啸,严斌剑．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

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９):８０－９５．

　　１９７０~２０１０年,与家庭农场数量下降同时发生的是,以公司化或合作

等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的数量快速增长,它们占全部农业经营主体的比

重从１．２６％上升到２９．９２％.而且这类农业组织的平均规模是家庭农场

平均规模的３倍以上,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家庭农场数量下降以及耕

地越来越向以公司化或合作等方式经营的农业组织集中,使得２０１０年法

国农场平均规模达到５４公顷,相比２００３年提高了２０％.

表５－６ 法国不同规模家庭农场数量占比和经营耕地面积占比概况 单位:％

年份

数量占比 面积占比

＜５
公顷

５~２０
公顷

２０~５０
公顷

５０~１００
公顷

＞１００
公顷

＜５
公顷

５~２０
公顷

２０~５０
公顷

５０~１００
公顷

＞１００
公顷

２００５ ３２．７４ ２２．８６ ２０．５４ １６．７５ ７．１ ２．０３ ７．７２ ２１．５ ３６．５２ ３２．２４

２００７ ３１．９２ ２２．９７ ２０．３５ １７．０１ ７．７５ １．９６ ７．４１ ２０．６１ ３６．０７ ３３．９５

２０１０ ３４．９３ ２２．７８ １８．６１ １５．９ ７．７８ ２．１３ ７．６ １９．４３ ３４．８４ ３６．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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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数量占比 面积占比

＜５
公顷

５~２０
公顷

２０~５０
公顷

５０~１００
公顷

＞１００
公顷

＜５
公顷

５~２０
公顷

２０~５０
公顷

５０~１００
公顷

＞１００
公顷

２０１３ ３３．３８ ２３．０４ １８．７７ １６．４９ ８．３３ ２．０５ ７．３９ １８．７３ ３４．９７ ３６．８６

　　资料来源:Eurostat(http://ec_europa．eu/eurostat/web/agriculture/data/database)．

(三)日本与韩国

　　在日本,尽管近年来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多样化,公司制等组织经营体

快速发展,但农业的家庭经营依然占有绝对比重.２０１４年,日本农业经营

体共有１４７．１２万个,其中家庭经营体为１４３．９１万个,占农业经营主体的

比重为９７．８２％(见表５－７).

表５－７ 日本农业经营主体状况 单位:万个、公顷

农业经营体 家庭经营体 组织经营体

合计
(１)＋
(２)

平均
耕作
面积

小计
(１)

平均
耕作
面积

合计
(２)＝
(３)＋
(４)

法人化

小计
(３)

农事
组合
法人

公司
各种
团体

其他
法人

非法
人化
(４)

平均
耕作
面积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４ １．８６ １９８．１３ １．７４ ２．８１ １．３９ ０．２ ０．６３ ０．５１ ０．０５ １．４２ １７．８９

２０１０ １６７．９１ ２．１９ １６４．８１ １．９４ ３．１ １．７１ ０．３６ ０．８９ ０．４１ ０．０５ １．３９ １９．１４

２０１１ １６１．７６ ２．２７ １５８．６１ ２ ３．１５ １．７８ ３９ ０．９ ０．４２ ０．０７ １．３８ ２５．１２

２０１２ １５６．３９ ２．３２ １５３．２７ ２．０４ ３．１２ １．７８ ０．４２ ０．９２ ０．３８ ０．０６ １．３４ ２４．９５

２０１３ １５１．４１ ２．３９ １４８．２４ ２．０８ ３．１７ １．８２ ０．４５ ０．９４ ０．３７ ０．０６ １．３４ ２４．６５

２０１４ １４７．１２ ２．４５ １４３．９１ ２．１３ ３．２１ １．８９ ０．４９ ０．９６ ０．３６ ０．０７ １．３２ ２４．６３

　　资料来源:周应恒,胡凌啸,严斌剑．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

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９):８０－９５．

　　２０１０年,日本农户总量为２５２．８万户,为１９５０年的４１％、１９８５年的

５４％、２０００年的８１％.在农户数量快速减少的同时,农户中没有或很少

有农产品销售的自给农户比例快速增加,２０１０年达到３５．５％.曾经快速

提升的农户兼业化程度在１９９０年以后开始下降,到２０１０年,兼业农户占

销售农户的比例下降了近２０个百分点.日本农户中专业农户的比例逐

步有所回升,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的２０年间提升了５．６个百分点,农户类型分

化明显.从经营规模来看,１９６０~１９８５年,日本全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从

０．８８公顷上升至１．０５公顷;１９９０~２０１１年,全国农户户均耕地面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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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公顷上升到１．８１公顷.

表５－８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年日本农户的构成 单位:万户、％

年份 总农户数
销售农户 自给农户

专业农户 占比 兼业农户 占比 数量 占比

１９９０ ３８３．４ ４７．３ １２．３ ２４９．７ ６５．１ ８６．４ ２２．６

１９９５ ３４４．４ ４２．８ １２．４ ２２２．４ ６４．６ ７９．２ ２３．０

２０００ ３１２ ４２．６ １３．７ １９１．１ ６１．２ ７８．３ ２５．１

２００５ ２８４．８ ４４．３ １５．５ １５２ ５３．４ ８８．５ ３１．１

２０１０ ２５２．８ ４５．１ １７．８ １１８ ４６．７ ８９．７ ３５．５

　　资料来源:周应恒,胡凌啸,严斌剑．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

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９):８０－９５．

　　同为东亚发达国家的韩国,其农业经营方式也表现为以小农户家庭

经营为主.近年来,韩国农业经营主体及经营规模发生了显著变化.首

先,农户规模逐渐分化.经营面积超过３公顷的较大规模农户数量从

１９８５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的趋势,其占比从１．１９％上升至２０１２年的

８５１％.自１９９０年以来,规模低于０．５公顷的小规模农户的数量和经营

的耕地面积占比都有一定的增加,２０１２年,这类农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为

４１．２７％,较１９９０年增长了近１４个百分点.而规模为０．５~１公顷、１~
１５公顷的农户数量和经营的耕地面积占比都有所下降.其次,在小农户

外,韩国还有意促进以法人经营体为代表的生产经营组织的发展.农业

公司法人和营农组合法人的数量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从１９９７年的

５８０９个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１０４１７个,在１４年里增长了７９．３３％.其中,营
农组合法人的增长速度最为突出,从１９９７年的４２１４个增加到２０１１年的

８２７４个,几乎翻一番.

表５－９ 韩国不同规模农户数量占比和经营耕地面积占比概况 单位:％

年份 无耕地 ０~０．５
公顷

０．５~１．５
公顷

１．５~３．０
公顷

＞３．０
公顷

０~０．５
公顷

０．５~１．０
公顷

１．０~１．５
公顷

１．５~２．０
公顷

＞２．０
公顷

１９７０ ２．９ ３１．７ ５１．１５ １２．７７ １．４９ ３２．６ ３４．２ １８．５ ８ ６．７０

１９７５ ３．９５ ２９．０５ ５２．９２ １２．５７ １．５１ ３０．２ ３６．２ １８．９ ８．２ ６．５０

１９８０ １．３ ２８．３７ ５４．９８ １３．９１ １．４４ ２８．８ ３５．１ ２０．６ ９ ６．５０

１９８５ ２．３９ ２７．７３ ５５．８７ １２．８２ １．１９ ２８．４ ３６．５ ２０．７ ８．５ ５．９０

１９９０ １．３６ ２７．３３ ５０．７１ １８．１１ ２．４９ ２７．７ ３１．２ ２０．２ １１ 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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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无耕地 ０~０．５
公顷

０．５~１．５
公顷

１．５~３．０
公顷

＞３．０
公顷

０~０．５
公顷

０．５~１．０
公顷

１．０~１．５
公顷

１．５~２．０
公顷

＞２．０
公顷

１９９５ １．６ ２８．８７ ４６．４７ １８．４ ４．６７ ２９．３ ２９．２ １７．９ １０．４ １３．１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１ ３１．８１ ４３．２４ １７．７９ ６．１５ ３３ ２９．４ １６．４ ９．９ １４．８０

２００４ １．６１ ３５．９２ ４０．２７ １５．５８ ６．６２ ３６．５ ２６．４ １４．５ ８．４ １４．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１９ ４０．１２ ３６．４７ １３．９９ ８．２３ ４０．２ ２４．５ １２．１ ７．４ １４．９０

　　资料来源:周应恒,胡凌啸,严斌剑．农业经营主体和经营规模演化的国际经验分

析[J]．中国农村经济,２０１５(９):８０－９５．

三、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家庭经营

　　相对发达国家的农业家庭经营,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家庭经营有着自

身的特点,突出表现在农地的经营规模较小、生产效率较低、现代化程度

不高等方面.

(一)经营规模较小

　　相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场规模更小(见表５－１１).在中

下等收入国家,规模不超过２公顷的农场占有超过３０％的农田,规模不超

过５公顷的农场占有约６０％的农田.在低收入国家,规模不超过２公顷

的农场占有约为４０％的农田,规模不超过５公顷的农场占有约为７０％的

农田.与发达国家农场平均规模扩大的趋势相反,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

在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即世界多数农场所在地,农场平均规模逐

渐缩小.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和亚洲,许多国家农村地区人口快速增

长,导致土地持有者数量增加,因此农场平均规模普遍减小.在拉丁美洲

及加勒比地区,该趋势不太明显,有些国家农场平均规模增加,有些则减少.

联合国粮农组织(２０１４)考察了８个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国家的农户的特

点,揭示了更小型家庭农场在发展中国家粮食生产中的重要性.尽管调查

并未显示家庭农场产量在全国农业总产量中所占比例,但调查表明,规模最

小的７５％的家庭农场所生产的粮食占家庭所生产粮食的大部分.

表５－１０ 各国被调查的家庭农场数量、平均规模和最大规模 单位:个、公顷

国　家 农场数量 平均农场规模 最大农场规模

孟加拉国 １４９５０ ０．４０ ２．００

玻利维亚 ６８０ １．５０ １５１．００

埃塞俄比亚 N．A． １．９０ １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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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国　家 农场数量 平均农场规模 最大农场规模

肯尼亚 ４３２０ ０．９０ ８．９０

尼泊尔 ３２６０ ０．９０ １７．００

尼加拉瓜 ３１０ ９．５０ ２８２．００

坦桑尼亚 ４７００ １．５０ ２１．００

越南 １１４６０ ０．７０ １２．００

　　 资 料 来 源:InnovationinFamilyFarming,TheStateofFoodand Agriculture

２０１４,Rome:FAOPress,２０１４．

表５－１１ 世界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分布 单位:％

＜１
公顷

１~２
公顷

２~５
公顷

５~１０
公顷

１０~２０
公顷

２０~５０
公顷

＞５０
公顷

低收入国家
生产单位 ６３ ２０ １３ ３ １ ０ ０

面积 ２０ ２２ ３１ １６ ９ １ ２

中下等
收入国家

生产单位 ６２ １９ １４ ４ １ ０ ０

面积 １５ １６ ２６ １５ ９ ８ １１

中上等
收入国家

生产单位 ２７ １５ ２７ １３ ８ ６ ５

面积 ０ １ ３ ３ ４ ７ ８１

高收入国家
生产单位 ３４ １８ １５ ９ ７ ７ ９

面积 １ １ ２ ２ ４ ８ ８２

世界
生产单位 ７２ １２ １０ ３ １ １ １

面积 ８ ４ ７ ５ ５ ７ ６５

　　 资 料 来 源:InnovationinFamilyFarming,TheStateofFoodand Agriculture

２０１４,Rome:FAOPress,２０１４．

(二)生产效率较低

　　大量研究显示,不同农场规模与土地生产率之间存在“反向生产率关

系”现象,即许多国家更小型农场的作物单产高于更大型的农场.Larson
etal．(２０１３)研究表明,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一个抽样调查中,每个国

家小规模玉米种植者的土地生产率都高于更大型的农场.而劳动生产率

的情况恰恰相反,在多数提供数据的国家中,与更大型的农场相比,更小

型的家庭农场劳动生产率更低.简言之,与更大型的家庭农场相比,更小

型的家庭农场土地生产率更高,劳动生产率更低.劳动生产率低下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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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家庭收入和消费水平更低.Rapsomanikis(２０１４)调查表明,与拥有更

大型农场的家庭相比,拥有更小型农场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更低、贫困

率更高.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农场规模较小,劳动生产率

相对较低,农户也相对更加贫困.
(三)现代化程度不高

　　发展中国家小型农场劳动生产率低下不仅反映出劳动力的过度使

用,还反映出农业技术的应用情况.各国在农资投入使用量方面存在较

大差异,以化肥的投入为例,低收入国家的化肥施用强度远低于中高等收

入国家.另外,在高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已经成为提高农业产量

的主要推动力.低收入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率相对较小,农业

产量的提高大部分都是依靠扩大农业生产面积实现的(FAO,２０１４).

图５－１　不同类型国家化肥投入量单位面积

第三节　家庭农业生产经营行为分析

一、家庭(农户)生产理论

(一)农户理论的发展

　　家庭农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有着自身的特点.由于农户具有生产和

消费的双重性,其生产、消费以及要素配置等决策都是相互制约、互相促

进的,这种决策间的关联性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在分析农户经济行为时存

在严重的局限性.农户经济理论正是因此而逐步兴起的.美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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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茨是主流经济学界较早关注农户经济的学者,他在研究如何改造发

展中国家的家庭农业时提出了著名的“贫穷但有效率”的假说,即“在传统

农业中,农户在生产要素的配置上很少出现无效率的现象”,由此而提出

了理性小农假说.

　　早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俄国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就已对农户经济进行

了研究.他所著的«农民经济组织»或许是将农户经济理论模型化最早的

尝试,但他的理论当时并没有得到及时传播,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被人

们重新“发现”而广为流传.根据对俄国农户经济行为的分析,恰亚诺夫

认为农户家庭农业经营追求的绝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家庭成员需求满

足程度与劳动力辛苦程度之间的某种均衡”,即家庭整体效用的最大化.

但其理论最大的缺陷在于,假设劳动力市场不存在和农户对土地的自由

获得.这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户经济的特征存在一定的不

一致.但他的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也为后来的农户研究奠定了

基础.

　　近年来,农户理论不断发展,不仅在解释农户生产与消费决策的功能

上不断增强,各种外部限定也逐步放宽.而这得益于贝克尔等人(Becker,

１９６５;MichaelandBecker,１９７３)开创的“新家庭经济学”.新家庭经济学

明确地把家庭(户)而不是个人作为效用最大化的分析单位,并认为效用

不能一般化地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X产品)中直接获得,而是从家庭内

生产的最终消费品的“使用价值”(Z产品)中获得的.Z产品是该理论的

一个关键概念,它可以由家庭用 X产品和花费在其上的时间来生产.新

家庭经济学最后通过效用的最优化过程来解释家庭生产与消费联合决策

的问题.巴鲁姆和斯奎尔 (BarnumandSquire,１９７９)则较早地将“新家

庭经济学”应用到农户经济分析之中.他们的理论不仅拓展了新家庭经

济学,如农户的产品可以出售,而不像新家庭经济学中户内产品只能用于

直接消费,生产函数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而不是Z产品的生产等,也改进了

恰亚诺夫模型中的要素交易约束,如允许劳动力市场的存在、限定农户的

土地数量等.因此,建立在“新家庭经济学”和恰亚诺夫思想基础上的巴

鲁姆—斯奎尔模型常常被称为农户模型或农业家庭模型(Agricultural
HouseholdModel,AHM).

　　然而,巴鲁姆—斯奎尔假定了完全的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这使得该

模型较适用于接近完全商业化的家庭农场.而在市场不完全或不完善,

甚至还没有形成的条件下,这一模型的解释力将大大下降.所以,此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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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有学者在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的基础上对劳动、土地、保险和金融市场

不完善条件下的 AHM 进行修正和改进.
(二)巴鲁姆—斯奎尔农户模型

　　农户会对家庭变量(如家庭规模和结构)与市场变量(如农产品价格、

投入价格、工资、技术等)的变化做出反应.而巴鲁姆—斯奎尔模型为预

见农户的这些反应,提供了一个思考框架,所以这个模型很重要.本部分

主要引用了艾利思(２００６)中关于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的介绍予以说明.
巴鲁姆—斯奎尔模型做出的假定如下:

　　(１)存在劳动市场,因此,农户可以根据给定的市场工资雇入或雇出

劳动;

　　(２)农户可用的耕地数量一定,至少在所研究的生产周期内不变;

　　(３)“户内”活动(Z产品的生产)和“闲暇”两者合并,作为一个消费项

目来实现效用最大化;

　　(４)农户需要出售部分产品以便购买非农业消费品即工业品 M,所
以,农户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多少产品用于自我消费(C),多少产品用于出

售;

　　(５)不考虑不确定性,也不考虑农民的风险行为.

　　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的结构与新家庭经济学逻辑十分接近.两者的

主要区别在于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研究的不仅是家庭,而且是农户,而农

户习惯上也被看作生产单位.这一点意味着,农户的产品可以出售,而不

像新家庭经济学里的“户内”产品只能够用于直接消费.此外,巴鲁姆—
斯奎尔模型中的生产函数指的是农业产出.同时,依据市场工资,农户既

可以雇入劳动,也可以雇出劳动.在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的效用函数内,

共有３个自变量,即用于Z 产品生产以及闲暇的时间TZ,家庭自我消费

的农产品C 和购买的商品M.效用函数的形式如下:

U＝f(TZ,C,M) (５－１)

　　农户对这三种消费项的偏好,不但受到家庭规模的影响,也受到家庭

里劳动人口和抚养人口结构的影响.农户的生产函数形式如下:

Y＝f(A,L,V) (５－２)

　　其中,A 是耕地,假设为常数;L 是用在农业生产上的所有劳动,包括

家庭自有劳动和雇入劳动;V 是生产中的其他可变投入.效用最大化的

约束条件是生产函数、时间约束与收入约束.时间约束条件为:

T＝TZ＋TF＋Tw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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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TZ 是用于Z产品生产和闲暇(两者不再区分)的时间,TF 是用

于农业生产的时间,Tw是雇佣劳动.它可以是正数或负数.如果雇入劳

动,Tw＞０,总的可支配时间增加;如果雇出劳动,Tw ＜０,总时间减少.

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家庭自己的时间之和,即TZ与TF 之和称为TG.收入

约束是指家庭的净收入应当等于家庭用于市场商品购买的总支出,即:

p(Q－C)＋wTw－vV＝mM (５－４)

　　式中,p 是农产品价格,Q 是农产品产量,Q－C 是出售的农产品产

量,w 是市场工资,wTw 可以是提高家庭收入的正数(如果雇出劳动的

话),也可以是减少家庭收入的负数(如果雇入劳动的话),v 是可变投入V
的价格,m 是市场商品M 的平均价格.把时间约束与收入约束合并起

来,得到单一的支出约束F:

F＝pC＋wTw＋mM＝π＋wTG (５－５)

　　F 是扩大了的“完全收入”概念.公式中,wTw 是用于Z产品生产的

时间的机会成本.pC 是家庭自我消费的农产品的市场价值,mM 是出售

购入品的价值.F 又等于农业净收入或利润π 与农户自用时间的内在价

值wTG 之和.

　　巴鲁姆—斯奎尔模型的均衡条件是:

　　(１)劳动的边际产品(MVPL)等于工资(w),其他可变投入的边际产

品(MVPV)等于其平均价格(v);

　　(２)效用函数中任意两个自变项之间(例如TZ 与C,TZ 与M,C 与M
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它们之间的价格比(w/p,w/m,p/m).

　　由于巴鲁姆—斯奎尔模型中有三对消费权衡,其生产函数又有三个

自变量,所以巴鲁姆—斯奎尔模型不能用单个图形来说明.不过,可以将

其部分思想用图５－２表示出来.这些思想是:

　　(１)农民需要决定把更多时间用在消费Z 产品上(TZ),还是消费更

多的农产品C.这里的均衡条件是:边际替代率MRSTZ,C＝w/p.

　　(２)农户生产函数中如果只有一种产出,也只有劳动一种可变投入,
那么,均衡条件是:边际物质产品MPP＝w/p.

　　(３)研究农户不雇出但雇入劳动时的经济行为.

　　在图５－２中,横轴表示农户可以支配的总时间T.T 又分为家庭成

员的农业劳动时间TF、雇佣劳动时间Tw 和家庭成员的户内劳动时间TZ.

w 是货币工资,p 是农产品价格,w/p 是相对市场工资,也是时间的机会

成本.直线OW 表示劳动增加时,总劳动成本提高的程度.它的斜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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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２　农户决策模型

w/p.农户可支配的劳动时间包括自有的和雇入的劳动时间.但无论自

有还是雇入,W 代表了家庭可利用的所有时间的总的内在成本.

　　图 ５－２ 中还有另外三条曲线.第一条是农业产量的生产函数

TPP;第二条是无差异曲线I１,表示户内时间与家庭农产品自我消费两者

的不同组合给家庭带来的同等效用;第三条是位移了的工资成本线ww′,
表示农业生产的相对工资成本.农业的生产均衡点是B,消费均衡点是

A.A 同时给出了农户自我消费的农产品数量C,由此我们又可以得到农

户的农产品出售量Q－C.图５－２没有考虑农户的市场采购行为,所以,
农户满足支出约束的条件,仅仅是农户销售农产品的收入p(Q－C),等
于农户雇入劳动而支出的费用wTZ.

　　显然,如果农户自我消费C 增加,农户的市场销售Q－C 就会减少,

家庭劳动就会更多地用于农业生产TF,雇入劳动会更少.新增的TF来源

于原先的TZ(在图５－２中,它表示由于家庭没有非农业用途的时间可以

转移到农业生产上,直线T１A 和T２B 将以相同距离向右推移).

　　农户的“完全收入”是图５－２中的F.注意,F 是用实物量表示的.
这使得图５－２横轴上标出的各个时间范畴,需要用它们代表的到直线

OW 的垂直距离来定价.“完全收入”可以用两种不同的图示法来说明:

第一种方法从支出角度出发,F 等于pC＋wTZ.这里,pC 是家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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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农产品的价值,wTZ是被当成消费的家庭非农业,即劳动时间的价

值.第二种方法从收入角度出发,F 等于π＋wTG.π 是图５－２中的线

段BD,表示利润.wTG＝wTF ＋wTZ.这里,wTZ是非农业的家庭时

间价值,它出现在两种方法内,但在第一种方法内作为消费项,在第二种

方法内作为完全收入的组成部分.

　　图５－２对巴鲁姆—斯奎尔模型做了很大简化.但即使如此,简化了

的巴鲁姆—斯奎尔模型对于工资水平或农产品价格两者的变化给农户决

策造成的影响,也有强大的预见能力.这里,我们只是简要地考察一下工

资上升或价格上升带来的不同或相反影响.

　　(１)市场工资的上升,提高了价格比率w/p,并使位移了的工资成本

线ww′变得更陡,因此,市场工资上升将导致:①家庭农业产量下降以及

“完全收入”的相应下降;②家庭农业劳动时间上升和雇入劳动时间下降;

③家庭自我消费增加,而市场采购减少.

　　(２)农产品市场价格的上升,降低了价格比率w/p,并使位移了的工

资成本线ww′变得更平,因此,农产品价格上升将导致:①家庭农业产量

提高和“完全收入”的相应提高;②家庭农业劳动时间减少和雇入劳动时

间增加;③家庭自我消费下降,而出售到市场的农产品数量增加.

二、风险与不确定性

　　以上关于农户经济模型的分析,并未考虑风险因素,而在农户农业经

营过程中,风险是影响其决策的重要变量.一方面,农业经营过程中存在

着各种不确定性与风险;另一方面,家庭相对企业等主体来说更加脆弱,
对风险也有着更强的规避心理,必然会影响其生产行为与相关决策.

(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含义

　　许多事件会影响决策的后果,这些事件的发生,如果能够用概率来表

示,我们便称之为风险.如果一个事件的发生不可能用概率来表示,我们

称之为不确定性.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大小,既不为决策者所知,也不

为其他人所知.但是,经济分析中通行的风险概念,并不建立在对客观风

险的理解上,而是决策者对事件是否发生的个人感觉程度.例如,在农业

生产中对降雨可能性的理解,重要的不是对干旱平均发生年数的历史知

识(用历史知识推断未来无论如何是极不可靠的),而是农民对于干旱是

否发生的个人观点.正是这样的个人观点,决定了农民为应付干旱而要

采取的措施.经济学中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分析,使之从客观因素变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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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因素.因此,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定义可作如下改变:

　　风险始终与概率有关,是农业决策者对不同事件发生可能性的主观

概率.风险分析不仅仅包括这些概率,而且也包括这些概率影响经济决

策的方式,因此,“风险”这个概念指的是农民在不确定事件面前做出决策

的整个机制.不确定性与概率无关或者没有概率.在描述性意义上,它
指的是农民家庭所处的经济环境的特征.这个环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不

确定性事件.农民将根据自己对这些事件是否发生的主观判断,来确定

不同的风险程度.
(二)农业家庭经营中的风险

　　农业生产广泛存在着各种各样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对于分析农业经

济、对于展望农业经济的未来,有着重要意义.不确定性是以不同程度影

响市场经济中所有各种经济行为的条件.但是,考虑到天气和其他自然

因素对农业产量和农业生产周期长度的影响,所以不确定性对农业生产

比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更大.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还面对着许多在工

业化国家有组织的生产结构中很少出现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定义的解

释,如果农民将不确定性主观视为事件发生的概率,则事件的发生便可以

用风险来表示,艾利思(２００６)把农民面临的不确定性归纳为四类:

　　１自然风险

　　自然风险是指气候、瘟疫、疾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给农业产量造成的不

可预期的影响.这里,不利的气候可以从播种到收割的各个阶段影响农

民生产决策的后果.因此,我们不应当仅仅注意长期干旱的灾难性后果.
同时,农民克服瘟疫与疾病的能力,取决于他们购买相应市场产品的能

力.而在农业社会中,不同家庭具有的购买能力有着极大的差别.自然

灾害风险也可以称为收益或产量不确定性.国家统计局２０１２年数据显

示,我国近十年平均遭受自然灾害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高达２９％,成
灾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也达到１６％.

　　２市场波动

　　农民从做出种植或饲养牲畜的决策到取得产品之间有一段很长的时

期,这意味着农民做出决策时,并不知道他销售时的产品市场价格.世界

上所有农民都遇到这个问题.它是各国政府干预农产品市场的一个原

因.但这个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中更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农业的普

遍特征是缺乏信息与市场不完全.而对种植多年生作物(如可可和咖啡)

的许多农民来说,因为栽种与第一次收成要相隔若干年,这个问题更为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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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市场波动也可以称为价格不确定性.从我国的情况来看,近年来农

产品价格波动剧烈.以猪肉价格为例,２０１６年价格快速上涨,上半年价格

与上年同比上涨超过５０％,价格的波动严重影响了饲养者的行为决策,造
成了“猪周期”现象.

　　３社会不确定性

　　社会不确定性主要是指农民对资源控制权的差别所造成的不确定

性.它也指一些农民家庭因为分成制或高利贷等因素造成的对他人的依

附和由此产生的生活无保障.这类不确定性出现于土地所有权不平等的

农民社会中,并特别表现为一些农民能够使用土地,而另一些农民不能够

使用土地的高度不确定性上.这种社会不确定性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

家更为严重.我国农业家庭经营中,保障农户承包经营权的长久不变,在
某种程度上便是为了防范农户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

　　４国家行为与战争

　　农民遇到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来自气候、市场以及当地地主或高利贷

放款人.作为一个整体,农民经济很容易受到国家机构反复无常行为的

危害.一些国家的决策常常从此时到彼时、从一届政府到另一届政府便

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民也经常被卷入反叛的战争中,有时作为战争的拥

护者,但更多作为旁观者,而受着战争双方的掠夺.这样的不确定性显然

随着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而有着很大的高低差别.但农业经济研究不能够

完全忽视它们.这里要提及的还有农民作为难民的无保障性.这一点的

重要性正在全世界不断提高.农民难民在接纳他们的国家中,几乎享受

不到社会和法律权益.
(三)预期效用与农户决策

　　当农户面临风险时,其决策机理往往是追求效用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最大化,以下将对农户的风险决策进行简要分析.

　　如果决策主体对不确定事件及其后果有着自己的主观判断,他在选

择中将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在此用E(U)表示预期效用.预期效用理论

的核心概念是确定性等价(CE).参考图５－３,它描述了效用(竖轴)与收

入(横轴)的关系,直线DC 表示效用与收入之间的简单线性关系,其斜率

为正(更多货币带来更大幸福).I１ 和I２ 是两个不同而有风险的收入水

平.它们发生的概率也不同,分别是p１ 和p２,其和等于１.不失一般地,

假定p１＝０６,p２＝０４.这样,与风险有关的预期效用的定义和选择就

可以表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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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３　包含风险的选择理论

　　预期效用:E U( ) ＝p１U I１( ) ＋p２U(I２).

　　换句话说,预期效用是考虑了两个收入水平I１和I２发生的概率之后,

从这两个收入中获得的效用之和.

　　预期货币价值:EMV＝p１I１＋p２I２.

　　如果一个人决定在I１和I２中试运气,EMV 就是他可以预期的平均收

入.EMV 有时又被称为I１和I２的综合精算值.

　　风险规避:如果一个人可能获得一笔确定性收入IA ＜EMV,IA 和

EMV 带给他的效用或是同等的,即他在IA 与风险收入EMV 之间是无差

异的,也就是说,他准备放弃一个等于EMV 减去IA 的收入以获得确定

性,那么,我们就说这个人是风险规避型的.在图５－３的相应区间内,他
的效用函数呈现的形状是DAC,其收入的边际效用递减.对风险规避的

另一种表达方式,把所放弃的收入EMV－IA 看成是这个人为了获得确

定性而付出的保险溢价.

　　风险中性:如果一个人认为确定性收入IE 和两个风险收入的预期货

币价值EMV 对他没有差异,即U EMV( ) ＝U(IE),或者说确定性收入IE

的效用和两个不确定性收入的预期效用对他同样大,我们就说这个人是

风险中性的.在图５－３中,他的效用函数是直线DC.

　　风险偏好:一些人可能更喜欢试运气.试运气的目的是取得更高收

入I１,尽管I１只是两个风险结果之一,而第二个结果会使他们的状况比不

试运气更差.显然,如果问这些人,多高的确定性收入能够让他们觉得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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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与试运气并得到更高收入一样幸福,他们不会满足于IA 和IE.这两个

收入水平都没有高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试运气.事实上,如果让他们在

一笔确定性收入与试运气之间达到无差异的话,他们所接受的确定性收

入要高于试运气的EMV,或者说IB.我们说这样的人是风险偏好的.对

这些人的一个不礼貌但准确的概念就是“赌徒”.IB －EMV 就是他们为

了获得“赌博”机会而付出的溢价.在图５－３中,这些人的效用函数是

DBC,其收入的边际效用在相应区间内是递增的.

　　农户的风险偏好直接影响了其农业生产决策.在此采用施肥的例子

进行说明.基本的情景为: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面临着天气的不确定性,一
种是正常降雨的好天气,另一种是缺乏降雨的坏天气,天气的状况将影响

农户增加氮肥投入所能取得的农业总产值.农户会依据以往的经验对天

气状况存在主观风险认知,在此利用决策树对农户决策进行说明.图

５－４是一个简单的决策树.决策树中各个部分的解释如下:

图５－４　风险决策问题的决策树分析

　　行动:它是一套互不相容的行动,决策者只能在其中选择.行动a１,,

aj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包括所有可能选择的行动.一套有限的离散行动,
可以代表连续变量(比如化肥施用量).图５－４列出了两个行动:(a)根
据农艺学的建议而最大地施用化肥,即a１;(b)仅仅象征性地用一些化肥,
即a２.两个行动从同一个决策节点(正方形符号)出发,展开自己的分支.

　　状态:假定存在着不确定的事件或自然状态.它们可能发生并影响

每一种决策的后果.状态s１,,sj是互相排斥的,它们包括了所有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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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事件.一些状态变量是连续的(例如降雨),但在决策理论中,往往用

离散状况表示它们(例如好、平均、差年头).图５－４列出了两种状态:
(a)“好”年头,即s１;(b)“坏”年头,即s２.不管决策者采取什么行动,这些

状态都可能发生,因此它们反复出现在每一个行动的机会节点(圆形符

号)后.

　　概率:概率是决策者对每一状态发生可能性的信念.它们是主观概

率p１,,pj.第i个状态发生的概率在０到１之间.至少有一个状态发

生的概率必须等于１,也就是说,所有状态的概率之和必然等于１.在图

５－４中,对应状态s１和s２的概率分别是p１和p２,它们的取值是０６０和

０４０.

　　结果:在两种或更多选择与行动中做出决定,会产生特定的结果或者

收益.结果或收益的高低取决于发生的是哪个不确定状态.第j个行动

和第i个状态导致的结果是Cij.为说明实际问题,结果应当限定为净货

币收益,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比较不同的结果.在图５－４中,这些净收

益列在决策树的右端.行动a１(大量施用化肥)有两种可能收益:好年头

获得利润２０００美元,坏年头承受亏损３７５美元.行动a２(象征性地施用

化肥)也有两种可能收益:好年头获得利润１３００美元,坏年头获得利润

３００美元.

　　选择标准:在各种行动间加以选择的标准是预期效用最大化.我们

已经知道,预期效用是收益产生的效用用各事件发生的主观概率加权的

总和.因此,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标准表示,所选择的行动应当在考虑了个

人对这些行动所涉及的风险判断后,能够最好地满足个人对收益的偏好.

　　求解程序:决策树问题的求解方法是从决策树右端出发,然后逆向考

虑决策节点(s).整个决策程序包括:

　　(１)计算每个机会节点结果的EMV.在本例中,机会节点A 的EMV
是１０５０美元,B 的EMV 是９００美元.

　　(２)对应于每个行为的风险结果,为农民计算出确定性等价的净收

入.在本例中,a１的CE 是８５０美元(＜１０５０美元),a２的CE 是９００美元

(＝９００美元).

　　(３)拒绝确定性等价较低的选择.在本例中,a１应当被拒绝,农民通

过选a２最大化自己的效用.

　　这个例子同时表明,风险规避型决策的结果与利润最大化是不同的.

本例中的利润最大化选择应当是行动a１(EMV＝１０５０美元),但风险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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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者选择的是行动a２.a２使农民在不确定情形下获得最大效用,但不会

获得最大利润.
(四)风险对家庭农业经营的影响

　　大量的研究表明,农民是风险规避型的.农民的风险规避行为造成

许多农业现象,比如农民耕地地块分布在不同的地形上,又比如间作现

象.这些现象提高了农民的粮食安全,但不会增加利润.换句话说,农民

要在生计保障与经济效率之间做出权衡.另外,农民的风险规避行为有

时会对农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如阻碍了农业创新的传播和采用,尽管

这些创新能够提高农民家庭的产量和收入.这一点又与缺乏信息或信息

不足的风险概念密切相关.农民对创新持怀疑态度.我们设想这种态度

的主要来源是农民掌握的创新信息不完善,适合他们的农艺学信息太少.
其他像信贷成本高或者干脆没有信贷等因素,也是阻碍农民采用创新技

术的重要原因.

三、家庭经营行为的外部性

(一)农业外部性的内涵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外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产生的

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或者说,外部性

是指市场交易对交易双方之外的第三者所造成的影响,而造成影响和受

到影响的行为人都不对这些影响付费.从外部性产生的效果来看,主要

包括两种类型———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的

经济活动引致其他经济主体获得额外经济利益,此时,社会收益大于私人

收益,正外部性也称为外部收益、外部经济.负外部性是指一个经济主体

的经济活动导致其他经济主体蒙受到额外损失,此时,社会成本大于私人

成本,负外部性也称为外部成本、外部不经济.

　　农业的外部性是指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影

响.农业的外部性也存在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从正外部性来看,农业

不仅具有生产功能,还具有生态与文化等功能,而农业的这种功能目前在

大多数国家并未内化为农户收益;另外,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不当,农业也

会表现出负外部性,如对土地可持续生产能力的破坏、农业污染等.以下

将重点从农业的负外部性视角,以过量投入化肥农药这一现象为例,对我

国农业家庭经营所带来的外部性进行分析.
(二)家庭经营外部性的表现:以农药、化肥投入为例

　　农户家庭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决策主体,其经营的目标在于追求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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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而农产品的产量直接决定了农民家庭收入与其效用,因此,在家

庭经营过程中,为了追求收益或迫于生计,农户往往追求单一的产量目

标,过度投入外源物质,从而造成了农业家庭经营过程中的外部性.由于

我国目前缺乏外部性内部化的相应制度,如投入约束或是生态补偿等,改
革开放以来,农户有了自主经营权,在价格激励的作用下,农户为了增产

增收,不断加大对化肥、农药等外源物质的投入,给我国农业环境造成了

严重影响.

　　从世界化肥投入情况来看,目前发达国家化肥投入强度已呈现下降

趋势.世界银行统计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２年到２０１２年间,美国每公顷化肥

投入量基本在１２０千克左右,欧盟则从每公顷１６１．６１千克下降到每公顷

１４９４２千克,日本也从每公顷３３３．５４千克下降到２５９．１５千克,而同期我

国则从每公顷３８３．２９千克快速上升到每公顷６４７．６２千克,上升了近

７０％.２０１２年,中国每公顷化肥投入强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４．５８倍.从

化肥的利用率来看,我国的化肥利用率随着投入强度的增加而降低,与发

达国家甚至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以氮肥为例,目前国内

的利用率不足３０％,而欧洲则达到了６０％以上.

图５－５　不同国家化肥施用量的变化情况

　　农药在防止生物侵害、减少农业劳动投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
与化肥一样,不适当的投入会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甚至相对于化肥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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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更大.近年来,许多国家纷纷出台规制措施,一方面淘汰中高毒农

药,另一方面通过生物防治等方法对农药投入实施减量化行动.我国近

年来也加强了对农药的管制,但在农药的总体施用强度方面,与生态农业

发展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农

药施用强度在快速增加,从２０００年的９．７５千克/公顷,上升到２０１０年的

１７．８１千克/公顷.而同期发达国家则处于下降趋势或是低量稳定状态,
美国农业每公顷的农药投入量稳定在２．４千克左右,法国则从２０００年的

５千克/公顷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３．２８千克/公顷.以２００９年的农药施用强

度为例,中国是美国的６．９７倍、法国的５．１４倍、德国的５．２１倍、日本的

１２８倍、韩国的１．２９倍.

图５－６　不同国家农药施用强度变化情况

(三)外部性的治理:以农药、化肥投入为例

　　家庭农业经营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外部性,
突出表现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方面.为了应对化学物质过量投入带来的

负外部性,我国已提出到２０２０年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的目标,为了达

成减量目标,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可以考虑如下措施:

　　第一,完善制度体系,制定具有约束力的化肥农药管理规则.从肥料

管理制度来看,我国目前尚未出台«肥料管理条例»或«肥料法»,«农业法»
中仅有两条与肥料相关的法律条文,且界定模糊.２０００年颁布的«肥料登

记管理办法»(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修订),仅对肥料的登记作出规定.对于农

药的管理来说,国家虽然出台了«农药管理条例»等一系列的规定,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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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大多是基于生产层面的约束,对于农药的施用方面,则缺乏细致的

规定.从欧盟的经验来看,欧盟不仅有统一的规制指令,欧盟各国也都根

据各自情况出台相关规制规定,如德国的«肥料施用条例»,对肥料的施用

作出了详细的约束性规定.因此,我国也可借鉴欧盟及德国等关于化肥

农药约束制度经验,制定肥料及农药管理规定,特别是对肥料及农药的施

用层面出台相应约束,以完善的制度保障化肥、农药的减量化行动.

　　第二,建立农地营养平衡数据库,引入良好的农业作业规范.对现实

的了解是治理的前提,我国目前虽然通过土壤监测、测土配方等措施对当

前农地的化肥、农药投入状况有基本的了解,但还缺乏细致的农地营养平

衡数据库,特别是对于农户来说,目前的施肥与用药政策体系主要以外部

农技服务人员建议为主,农户的地位相对被动.可借鉴欧盟相关国家的

经验,将农户作为农地营养平衡状况信息的收集主体,既可实现对农地营

养状况的动态掌握,又可激发农户的主体地位,促进农户的农药、化肥减

量行为.除此之外,农业良好作业规范是化肥、农药控制的基础,可以较

为显性地对农户行为予以引导和约束.由于农业的外部性,加之政府对

农业进行了较高的补贴力度,农户的生产作业行为并非农户个体之事,从
欧盟及其他发达国家情况来看,良好的农业作业规范是农户必须遵守的

基础要求.我国近年虽然开始提及农业的标准化,但在微观农户的参与

及执行层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的距离.实施良好农业作业规范,不
仅是农药、化肥减量化的基础措施,也是促进农业生态价值功能实现的基

础途径.

　　第三,创新化肥、农药施用模式,提高化肥、农药利用率.我国在化

肥、农药的利用率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如何提高利用率是降低

化肥、农药投入并减少污染的主要途径.我国应通过技术创新、生产模式

创新,发展精准农业,降低化肥农药的损失率.如要研究符合我国不同地

区农业生产特点的化肥施用机具以及农药喷洒机具,防止施撒过程中的

浪费;通过化肥、农药施用方式的创新研究,提高农药、化肥的利用率;将
测土配方做细做实,发展按需精准施肥;等等.另外,还可以适当鼓励绿

色农业、有机农业的发展,减少化肥、农药施用量.

　　第四,探索农业补贴的交叉承诺机制,规范农户化肥、农药投入.化

肥以及农药的减量,关键在于农户行为的改善.根据欧盟经验,对不当行

为进行征税往往不易操作,而补贴则是较好的替代.我国在农业方面采

取了越来越多的补贴,如农业综合补贴(农作物生产补贴、农机购置补贴、



第五章　农业家庭经营
 ◆１０３　　

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及农业保险大灾风险保费补贴、农业组织化经营奖

等),以及土地流转费用补贴、各类农业项目补贴等,因此有条件借鉴欧盟

经验,制定交叉承诺机制,只有满足相关肥料管理规范以及良好的农业作

业规范的农户,才有申请补贴的资格,以此来激励农户改善化肥、农药施

用行为,促进减量化.另外,为了规范农户行为,还可以通过充分发挥合

作社等中间组织作用,设立良好的农业作业规范农场标识机制以及培育

产地品牌等措施,以市场机制激励农药、化肥的减量化.政府要综合运用

经济激励与强制监管手段,综合治理化肥、农药的过度施用.

　　第五,加强培训与技术推广体系支撑,培育职业农民.培训一方面可

以转变农户的认知与态度,使之从根本上重视对化肥的管理;另一方面,

精细的养分平衡管理,还需要一定的技能,目前我国农民总体文化程度还

不高,对化肥、农药的认知还不充分,因此,为了因应化肥管理规定的实

施,达到减量的目的,对农民的培训与技术支撑是十分必要的.另外,从
长远来看,农户认知与技能提高主要依靠农民自身素质与职业水平的提

高.在欧盟国家,要经过严格的教育认证,才能获得农场经营的职业资

格,我国也应从长远层面培育职业农民.

第四节　我国农业中的家庭经营

一、家庭承包经营制的产生

(一)改革开放前的农业经营制度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农村土地占有极不平衡,占农村人口９０％左右的

贫农、雇农和中农只拥有耕地的２０％~３０％,不到农村人口１０％的地主

和富农却占有耕地的７０％~８０％.１９４７年９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

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解放区开始了土地革命运动.新中国

成立后,１９５０年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经过土地改革运动,我国建立起了土地农户所有

与农户自由经营的农业经营体系.但这一农业经营制度持续不久,从

１９５３年起,我国进入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时期,１９５３年中央发布«关于发展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肯定了１９５１年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的决议»,开始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运动,诱致性和强制性

相结合的措施逐步将农地产权变“私有”为“公有”,在所有权收回以及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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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合作经营的情况下,农民不仅失去了农地所有权,同时也失去了自主经

营权.１９５８年中央出台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推进

“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农地的权属进一步上升到公社层面.之后的灾

荒促使１９６２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俗称“农业六十

条”)的出台,下放了基本核算单位,明确“以队为基础”的核算管理模式,

即“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但依然保持了农业的集体经

营.“农业六十条”抛弃了农业家庭经营的模式,违反了农业经营的基本

规律,对中国农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

(二)逐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业的集体经营严重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后期,全国农村有１/３的人不能解决温饱问题.为了解决吃饭问题,

１９７８年底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１８户农民,冒着风险搞起了大包干,私
下自发恢复了农业的家庭经营.１９７８年秋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虽
然仍对农业生产责任制存在一定的争论,但由于农业家庭经营的巨大优

势,农村地区仍在推进.１９８０年９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

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农业生产责任制开始在全国铺开,至１９８１年

１０月,建立各种责任制的生产队占９７．７％,其中包产到户占１０．９％,包干

到户占３９．１％.１９８２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全国农业工作会议纪要»指
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从理论上对联产承包责

任制予以认可,农业的家庭经营制度正式确立.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中央

肯定了农业家庭经营制度,但此时家庭经营还受到一定的限制与约束,如

１９８２年中央１号文件规定,“为了保证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协调与统

一,社员承包的土地,必须依照合同规定,在集体统一计划安排下,从事生

产”,并且,“社员承包的土地,不准买卖,不准出租,不准转让,不准荒废,

否则,集体有权收回”.
(三)稳定阶段

　　１９８４年１月,中共中央在«关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土

地承包期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生产周期长的和开发性的项目,如果树、林
木、荒山、荒地等,承包期应当更长一些.并且,农户的经营权有了更大的

自由,１９８５年中央１号文件规定,“任何单位都不得再向农民下达指令性

生产计划”.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

强农村和农村工作的决定»,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

双层经营体制作为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一项基本制度长期稳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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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

策措施»指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是中国农村经济的一项基本制度,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原定的耕地承

包期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不变;开垦荒山、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开发性

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提倡在承包期内稳定承包合同;允许土地使用

权依法有偿转让;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可作必要的调整,实行适度的

规模经营.
(四)推进阶段

　　１９９８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其中规定“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把农地转让权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护.１９９８年中共十

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要求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３０年不变的政策,抓紧制定

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１９９９年第九届人大二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

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从而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纳入国家根本大法.２００２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规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有权依法承包由本集体组织发包的农村土地;任
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和非法限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土地的权

利.这一时期一系列的法律规定的出台,保障了农业的家庭经营.
(五)新发展阶段

　　２００５年至今,国家在明确现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长期不变的条件下,

探索实现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实现方式,以克服小规模农户分散生产经

营造成的市场竞争力低下的弊病,为激活农业的家庭经营创造有利条件.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指出,要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

制,健全在依法、自愿、有偿基础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有条件的

地方可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２００７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物权法»,将土地承包界定为用益物权,标志着中国农地物权制度正式确

立,从而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进一步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２０１３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鼓励承包经营权

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

种形式的规模经营.并且,赋予了农民在家庭经营中更多的权益,如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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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等.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

意见»,进一步对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的适度规模经营作出了部署.

表５－１２　　第二次农业普查中农业生产经营户和农业生产经营单位数量及构成

农业生产经营户 农业生产经营单位

数量(万户) 比重(％) 数量(万个) 比重(％)

合　计 ２００１６ １００ ３９．５ １００

按行业分

　农作物种植业 １８４１４ ９２ ７ １７．９

　林业 ４１１ ２．１ ９．９ ２５．１

　畜牧业 ９９０ ４．９ ４．４ １１．１

　渔业 １４９ ０．７ ４．３ １０．８

　农林牧渔服务业 ５２ ０．３ １３．９ ３５．１

按地区分

　东部地区 ６５５０ ３２．７ １９．３ ４８．９

　中部地区 ６０６０ ３０．３ ９ ２２．８

　西部地区 ６１２８ ３０．６ ８．７ ２２

　东北地区 １２７８ ６．４ ２．５ ６．３

　　资料来源:全国第二次农业普查.

二、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的特点

(一)农地的集体所有与相对均分

　　土地是农业经营的基础,尽管我国改革开放后确立了农业家庭经营

的主体模式,但农地的所有权仍然属于集体,农户家庭拥有承包经营权,

这是我国农业家庭经营体制中的重要特征.另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确立了我国农业家庭经营中的土地均分模式,尽管其后逐步禁止农地的

任意调整,采取了“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政策,但总体来看,我国农

地的配置相对平等.并且,农地的集体所有使农民承包权不能交易,这也

防止了农业家庭经营过程中土地过度集中.我国农地制度安排尽管在一

定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农地经营的细碎化,户均经营规模较小,但其适应了

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社会现实,更重要的是,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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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完善的条件下,相对固定的农地权属为农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与社

会保障.
(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我国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又一

特征.集体在经营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土地发包,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等,农户则成为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统”和“分”是相互依存、相互促

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其中,集体经济组织是双层经营的主体,承包家庭

经营是双层经营的基础,离开了其中任何一方,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不能成

立,双层经营体制就不存在.可以这样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果离开

了集体经济组织,离开了“统”的功能的发挥,家庭承包就失去了主体,家
庭经营实质上就成为个体小农经济;如果离开了承包家庭的分散经营,农
民的生产积极性就不能得以充分发挥,农业集体经济就失去了活力,集体

经济的优越性也就不能发挥.

三、家庭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方向

(一)问题

　　１农地权属安排不明晰

　　中国农业家庭经营的基本特征之一表现为土地集体所有、农户经营,
但这种权属安排具有一定的模糊性,现实操作中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

一是集体所有权下的所有权实现形式与代理人越位问题.根据现实规

定,农地所有权主体是农村集体,在承包经营权被强化的条件下,所有权

被虚化,在各地实践中,往往以小组共议形式主张所有权主体权利,但很

多情况下却出现代理人越位问题,政府或是村干部往往会以所有权人自

居,对农地行使处置权.二是承包经营权的长久不变问题.党的十七届

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赋

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

稳定并长久不变”.２００９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抓紧修订、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
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但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并没

有明晰.三是衍生权利的实现问题.如农地金融问题、农地换保障问题

等.随着承包经营权的强化,并且为激活农地价值,承包经营功能被延

伸,农地金融功能被提出,但由于我国农地权属安排的模糊性,在延伸功

能的实现方面,还存在较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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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家庭经营规模相对较小

　　正如陈锡文就２０１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答记者问时指出,从产业规

律和世界发展规律来看,家庭是农业经营最有效的主体,我国面临的问题

是家庭经营规模过于细小,成本高、风险高.１９８６年我国农户户均经营耕

地９．２亩,分散为８．４块;２００８年下降到７．４亩,分散为５．７块;２０１１年对

全国９３１个村庄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是户均７．１９亩,地块数为５．０８块.

２０１１年全国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１２．７７亿亩,经营农户２．２８８亿户,户均

仅５．５８亩,一系列的数据表明,我国农业的家庭经营几乎没有规模经济

性.

　　３集体服务功能弱化

　　尽管我国农业经营的基本制度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但随着

市场化的推进,在统的方面有所弱化,突出表现在集体服务功能的不完

善.我国农业的突出特点是土地相对细碎的家庭经营,在生产、销售等各

环节均缺乏规模效应.近年来,我国农业兼业化现象越来越突出,对集体

服务存在较强的需求,而我国目前缺乏类似国外农协的农业服务组织,传
统行政与事业性服务体系的功能不完善且服务效率较低.虽然我国目前

大力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但从发展的成效来看,其对小农的带动作用

还不够理想,在发挥集体服务的作用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推进.

　　４农业老龄化问题严重

　　“２１世纪谁来种田”成为继“２１世纪谁来养活中国人”之后,又一令全

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农业老龄化已成为我国农业家庭经营中所面临的

重要问题,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我国农村现在是“３８６１９９部队”,农业的

老龄化倾向严重.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农业劳动力中４５岁及以上人

口所占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２２．７％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５．０％,２０１０年进一步

提高为４７．１％,２０年间增加了２４．４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１．２个百分

点.其中,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主要是４５~５４岁人口所占比例提高幅度较大,

增加了７．５个百分点;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主要是５５~６４岁人口所占比例提高

幅度较大,增加了８个百分点.６５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例从１９９０年的

２４％提高到２０００年的４．７％,２０１０年进一步提高到６．４％,２０年间增加

了１６７％.与此同时,３５岁以下各年龄组人口所占比例则呈现出明显的

下降趋势,２０年间,１６~２４岁组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１８．７个百分点,２５~
３４岁组人口所占比例下降了９．７个百分点.农业老龄化已成为影响我国

农业家庭经营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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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完善方向

　　农业是事关吃饭问题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对于人多地少的中国来说,

促进农业的发展更是意义重大,并且,当前农民还是我国国民中最主要的

构成,因此,我国必须重视农业,重视农业的家庭经营.总体来看,应对我

国农业家庭经营中的问题,需要实现两个转变:一是家庭经营要向采取先

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二是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

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具体来说:

　　１明晰农地权属,促进土地流转

　　当前,在农业的家庭经营过程中,我国农地面临着流转不规范、农地

权属功能没有有效激活、农民承包权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影响了农业现代

化的推进.究其根源,在于没有很好地厘清土地权属安排及合理的实现

机制,政策推进过程中农民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充分落实,农民与土地利益

相关方存在不透明、不对等的博弈.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明晰农地

权属的安排,并可以以正式的合约方式对农地权属进行市场化处置.明

晰权属安排,即对各类权利的边界、行使主体以及附着利益等进行明确的

界定,将相关活动与交易置于可以以法律合约调整的市场系统.在此基

础上,推进农地流转,逐步解决我国农业家庭经营过程中的细碎化问题.

　　２推进合作发展,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小农的联合以及社会服务是促进农业家庭经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探索我国农户的实质性互助合作以及社会服务的高效实现,不仅是克服

我国农业家庭经营细碎化的主要措施,也是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

竞争力的有效途径.当前,我国大力推进合作社的发展,但大部分合作社

的服务功能还不强,下一步应着力解决合作社的规范性、带动性的问题,

使合作社真正成为为农服务的主体.另外,还应进一步探索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具体形式,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情况,完全依靠农地流转实现

家庭规模经营并不现实,在促进农地流转的同时还应从服务的规模化层

面予以推进.

　　３发展第六产业,实现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

　　农业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农业是相对弱质的产业,比较收益较低,为了

提高农业家庭经营收益,保障农产品供给,结合新近的发展理念,可以着

力推进农业产业的“接二连三”,发展第六产业,通过家庭农业经营与第二

产业、第三产业的结合,增加农户收益.如大力发展“公司＋农户”、“公司

＋合作社”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强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支持发展直销、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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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电子商务等农产品流通业态,引领种养业品牌培育与产业升级,推进

农业供给侧改革,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

　　４培育职业农民,培养农业后继者

　　农民的职业化是现代农业的主要特征,但从目前情况来看,我国农民

务农的意愿并不高,特别是“农二代”,这就造成了我国农业的老龄化现象

突出.为了推进农业经营的职业化,一方面要让农民有里子,提高农业的

农业经营收入;另一方面还要让农民有面子,通过现代生产手段与社会化

服务措施,提高人们对农业经营的认知和对农业职业的认同感.除此之

外,还应建立农业经营的职业发展体系,完善农业职业的保障体系,如学

习台湾等地区经验,建立老农津贴制度等.再次,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

农业老龄化是世界农业面临的难题,农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年轻人从事

农业,可以以职业发展为切入点,通过教育体系、资助体系以及保障体系

的改革,吸引年轻人,特别是“农二代”从事农业经营.

　　５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持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

　　首先,要进行制度创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业取得的巨大

成就,离不开制度创新.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应
在坚持农业家庭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农业制度创新激活农业资源

禀赋价值、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其次,建立稳定的农

业投入与支持体系.农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还具有较强的外部性.

当前我国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应持续加大对农业

的支持力度.另外,为了克服农业家庭经营的外部性,促进农业的可持续

发展,还应探索农业支持方式的创新,如支持强度与农业良好作业规范相

挂钩等.

第五节　家庭农场

一、家庭农场的概念及特征

　　我国对家庭农场的定义与国际的普遍认知存在一定的差异.一般来

说,国际上关于家庭农场的定义并无经营规模的限制,而在我国,为了与

普通农户家庭经营相区分,家庭农场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与特征.

　　尽管我国目前大力推进家庭农场发展,但对家庭农场的具体条件并

没有统一的规定,２０１３年３月,农业部首次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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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统计调查,在此次调查中对家庭农场作了以下限定:农场经营者应具有

农村户籍;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收入为主;经营规模达到一

定标准并相对稳定.具体的经营规模限定为:从事粮食作物的,租期或承

包期在５年以上的土地经营面积达到５０亩(一年两熟制地区)或１００亩

(一年一熟制地区)以上;从事经济作物、养殖业或种养结合的,应达到县

级以上农业部门确定的规模标准.另外,２０１４年农业部出台的«关于促进

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现阶段,家庭农场经营者主要是农民或

其他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主要依靠家庭成员而不是依靠雇工从事

生产经营活动.家庭农场专门从事农业,主要进行种养业专业化生产,经
营者大多接受过农业教育或技能培训,经营管理水平较高,示范带动能力

较强,具有商品农产品生产能力.家庭农场经营规模适度,种养规模与家

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符合当地确定的规模经

营标准,收入水平能与当地城镇居民相当,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劳动

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

　　实践中,我国各地区也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及特征进行了不同的表述,
如上海市在«关于本市加快推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家庭

农场是指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

产经营,并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基本特征主

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家庭经营.家庭农场的经营者是本地专业农民,

主要依靠家庭成员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除季节性、临时性聘用短期用工

外,一般不常年雇用外来劳动力从事家庭农场的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规

模适度.家庭农场经营土地规模要与经营者的劳动生产能力相适应.现

阶段粮食生产家庭农场的土地规模以１００~１５０亩为宜,今后随着农业生

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可逐步扩大土地规

模.三是一业为主.家庭人员的主要职业是农业,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于

农业收入.四是集约生产.家庭农场经营者要接受农业技能培训;家庭

农场经营活动有比较完整的财务收支记录;对其他农户开展农业生产要

有示范带动作用;与小规模农户相比,家庭农场的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

率和资源利用率要有明显提高.

　　２０１３年,农业部对全国家庭农场发展情况的统计调查显示,目前我国

家庭农场开始起步,表现出了较高的专业化和规模化水平.一是家庭农

场已初具规模.截至２０１２年底,全国３０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下同)共
有符合本次统计调查条件的家庭农场８７．７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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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１３．４％.平均每个家庭农场有劳动力６．０１
人,其中家庭成员４．３３人,长期雇工１．６８人.二是家庭农场以种养业为

主.在全部家庭农场中,从事种植业的有４０．９５万个,占４６．７％;从事养殖

业的有３９．９３万个,占４５．５％;从事种养结合的有５．２６万个,占６％;从事

其他行业的有１．５６万个,占１．８％.三是家庭农场生产经营规模较大.家

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２００．２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

７５亩的近２７倍.其中,经营规模５０亩以下的有４８．４２万个,占家庭农

场总数的５５．２％;５０~１００亩的有１８．９８万个,占２１．６％;１００~５００亩的有

１７．０７万个,占１９．５％;５００~１０００亩的有１．５８万个,占１．８％;１０００亩以

上的有１．６５万个,占１．９％.２０１２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１６２０
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１８．４７万元.四是一些地方注重扶持家庭农场

发展,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在全部家庭农场中,已被有关部门认定或注册

的共有３．３２万个,其中农业部门认定１．７９万个,工商部门注册１．５３万个.

２０１２年,全国各类扶持家庭农场发展资金总额达到６．３５亿元,其中江苏

和贵州超过１亿元.

二、家庭农场与农业企业、家庭农户的区别

　　首先,从土地角度来看,农业企业经营的土地主要靠租赁.除东北地

区之外,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家庭农场要达到一定的经营规模,也需要租赁

土地.可见,土地能否顺利流转,是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得以生存的前提

条件,而普通农户往往成为土地的供给方.其次,从资本角度来说,农业

企业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主要靠外投资本,具有明晰的资本收益

率.与之相对,普通农户是一个生产与消费相结合的经营单位,其生产主

要以自有资本为主,以生计成本来衡量效益,而不是资本收益率.而家庭

农场则需要外投资本与自有资本相结合,资本收益率更接近于农业企业.

再次,从劳动角度来说,除一些农户联合经营组成的合伙企业之外,农业

企业的劳动要素主要依靠雇佣劳动力,而普通农户的劳动要素主要依靠

自有劳动力,偶有邻里间换工.家庭农场的劳动要素则同时来源于自有

劳动力与雇佣劳动力,但是以自有劳动力为主.又次,从经营者劳动性质

来看,农业企业的经营者更多地表现出企业家才能,以管理性劳动为主.

普通农户主要以生产性劳动为主.而家庭农场主处于一种过渡形态,以
生产性劳动与管理性劳动相结合,二者之间的比例会根据经营规模与经

营项目不同而有所变化.最后,从产品属性上看,农业企业和家庭农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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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主要用于出售,担负着交换赢利功能,而普通农户生产的农产品既

以交易为目的,也担负着维持生计功能.

　　可见,相对于普通农户,家庭农场更加注重农业标准化生产、经营和

管理,重视农产品认证和品牌营销理念.在市场化条件下,为了降低风险

和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家庭农场更注重搜集市场供求信息和建立

农产品营销体系.同时,为了追逐更大的收益,家庭农场有针对市场需

求,依托当地的自然资源条件,采用新技术和新设备,生产高附加值农产

品的动力和能力.家庭农场区别于普通农户的根本特征,就是以市场交

换为目的,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而非满足自身需求;而区别于农业企

业的根本特征,就是以自有劳动为主,依靠家庭劳动力就能够基本完成经

营管理.

三、家庭农场的优势

　　回顾３０多年来我国农村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农村改革,极大地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保障了国家农业安全和农

产品供给,是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这
种传统分散农户经营也确实遇到了种种弊端,其存在的缺陷与问题日益

显露.因此,党的十八大提出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农业

组织的最基本形式应该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上发展一定规模的家庭农

场.家庭农场的优势是其他农业组织形式不可替代的.与其他农业组织

形式相比,朱启臻(２０１３)概括了家庭农场的五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家庭农场的稳定性和规模性有利于科学技术的运用.小面积

的分散农户经营以及农业的短期行为是制约农业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重

要因素,只有形成家庭农场才能刺激农业科技需求,才有利于职业农民生

产经验的积累和传递.家庭农场比分散的农户更需要科学技术,因为技

术的采用可以通过家庭农场的规模经营获得较高的收益.

　　第二,家庭农场有利于耕地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人们常说农民是

耕地的保护神,但是近些年农民主动失地现象普遍,特别是年轻人不再像

老一辈农民那样珍惜土地.家庭农场的形成有助于恢复农民对土地的感

情,强化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家庭农场的特点决定了农民耕地保护的主体

地位,不仅使耕地数量得以保护,耕地质量也会得到保护,使子孙后代永

续利用.

　　第三,家庭农场有利于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目前农民组织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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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低的重要原因在于分散的小农户缺乏组织起来的驱动力,通过培育家

庭农场为农民的组织化提供了基础.由于家庭农场具有较大规模,从而

刺激了农户合作的需求.合作社是实现农民利益的有效组织形式,２００７
年我国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是并没有显著激发农民的合作行

为,其中小规模的生产方式是限制农民合作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小

规模的农户经营加入合作社与否,并不能带来明显的利益.家庭农场则

不同,加入合作社与否对其利益的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合作的需求就会被

激发出来.因此,家庭农场是农民合作的基础和条件.家庭农场为集约

化经营创造了条件,家庭农场的专业化经营通过合作社的经营得以实现.

　　第四,家庭农场有利于政府支农政策的落实.目前政府的各项支农

政策落实过程不仅成本高,而且支农效果由于过于分散的经营方式难以

表现出来,如农业补贴长期以来存在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难以达到激

励农民种田积极性的目的.家庭农场的形成使政府的支农政策更具针对

性,有助于促进农业发展目的的实现.

　　第五,家庭农场有利于农业文化的传承.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是家

庭的代际传承,是在家庭环境下的濡化过程.家庭农场的代代相传对传

统农业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农业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传统农

业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循环利用的传统,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与利用

自然的智慧,对现代和谐社会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家

庭农场是农业文化的理想载体.特别是综合家庭农场中的种植业与养殖

业的有机循环,可以在更高层次上传承循环农业文化,对解决农业与农村

环境污染、耕地退化、垃圾处理等难题以及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均具有重

要意义.

四、家庭农场的培育

　　未来我国农业经营方式总的走向是通过改革、深化、完善,构建既适

应中国国情,又符合本地实际,也与国际发展趋势接轨,更体现高效生态

现代农业特征的农业组织体系、制度形式和运行机制.在发展家庭农场

的过程中,要注意把握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规模经营“度”的问题.农业生产如果没有规模,难以实现有效

的经营,更谈不上高效的经营.那么,这个规模经营的“度”在哪里? 由于

地区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水平不同等原因,规模经营的“度”应当根据实际

分类指导.从近期看,可重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家庭农场两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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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重点在于抓好规范,提高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

度;家庭农场发展重点在于健全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素质.在规模经营

的“度”上,从现有的生产力和各类农事生产情况看:在南方地区,一般粮

食生产的家庭农场经营面积可为１０~１５公顷;由能人或村干部带头的农

村集体服务组织,如农机服务队统一经营的集体合作农场的规模可为

３０~５０公顷;而蔬菜生产规模经营面积则相对要小一些,一般家庭农场的

经营面积为１公顷,园艺场经营的面积在１０~１５公顷为宜.

　　其次,土地如何“流转”的问题.农业如果没有持久稳定的适度规模

经营,只能是短期行为的掠夺式经营.发展家庭农场的基础是土地怎么

“流转”的问题,其深层次的问题是要在确保维护农民权益的基础上,深入

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者的关系,以及“三权”分
离的有效实现途径.要严格按照“引导而不干预、管理而不管死、服务而

不包办、放活而不放任”的原则,引导和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体

来说:一要明确流转方式.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承包方依法取得的农

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

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流转.二要规范流转程序.承包方委托村集体经济

组织流转的土地,应由承包农户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委托书;

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流转受委托土地时,应与受让方(家庭农场主)签订统

一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切实维护委托方的权益.三要规范流转行为.

要坚持“三个不得”,即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

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最后,政策措施“扶持”的问题.实现家庭农场可持续发展,需要形成

相应的政策体系.具体来说:

　　(１)政策扶持发展规模经营.出台政策措施,引导、鼓励出让方流出

承包地,促进受让方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合作社、

集体农场等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和具有

核心竞争力的农户.

　　(２)强化农业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服务业,为包括家

庭农场在内的农民合作组织提供产前、产中、产后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
提供技术培训、动态市场信息,配送供应种子、农药、肥料等农业资料;规
范生产组织系统,实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建立农业生产档案;组织农产品

购销服务等.

　　(３)建立良好的投入增长政策.针对规模经营在生产初期投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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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缺口的“瓶颈”问题,需要金融保障创新.通过政府引导及市场推动,
建立贷款担保基金,推行小额担保贷款,发展农业保险,为农民提供多形

式的贷款保险,以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农业规模经营的办公、加工、仓库

等建筑设施用地,应纳入用地规划或比照乡镇企业用地给予支持;水、电
费的征收,仍应按农业用电、用水标准收取.

　　(４)培育新一代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必须发挥科技的

主导作用.当前,迫切需要提高经营者素质,培育新一代的劳动者、管理

者,以适应农业规模经营的需要.

延伸阅读:

依托家庭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

———李克强总理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演讲

尊敬的格拉齐亚诺总干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很高兴在金秋时节来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总部,参加第３４个世界粮食

日系列活动.刚才,一进粮农组织大楼,我就看到一层大厅墙壁上多种语

言镌刻的“FoodforAll”———人皆有食.这是粮农组织的神圣使命,也是

世界各国的共同目标.长期以来,联合国粮农组织与世界粮食计划署、国
际农发基金,紧紧围绕这一目标,帮助成员国以多种形式发展农业,为供

养世界几十亿人口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在此,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

人民,对粮农组织等机构、在座的各位和你们的同事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表

示高度赞赏,对所取得的卓越成就表示诚挚敬意!

　　今年世界粮食日的主题是“家庭农业、供养世界、关爱地球”.我认为

这个主题既立足现实,又着眼长远,勾画出了全球农业发展的美好愿景.
依靠家庭农业解决吃饭问题,也符合中国的实际.２０００多年前中国的先

哲说过,“民以食为天”,这也是长久以来中国人所奉行的理念.大家都知

道,中国人口多、人均耕地少,让十几亿人民吃饱饭,是我们最大的事情,
也曾经是最大的难题.我年轻时在中国农村生活多年,亲身经历过吃不

饱饭的艰难岁月.吃一顿饱饭可能很快就会忘记,但饥饿留下的印象永

生难忘.３０多年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改革开始的.我们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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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改革实现了农业大发展,粮食产量由３亿多吨增加到６亿多吨,成功解

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这里有一条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发展家庭农业.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农村改革,最主要的就是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制

度.这项改革,把农户确立为农业经营的主体,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

土地使用权和经营自主权,几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每个人

的力量都得到充分发挥,短短几年农业生产就迈上一个大台阶.在此基

础上,几亿人摆脱了贫困,并提前达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近十年,中
国粮食连续增产,今年又丰收在望.这些成绩的取得,家庭农业功不可

没.

　　３０多年来,中国家庭农业能够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也与科技、政策

等创新密不可分.我们建立了一整套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大面积推广优

良品种、农业机械,推广设施农业.仅杂交水稻一项,每年就带来数千万

吨的增产.我们大力鼓励农民合作社、专业农户、企业公司以及政府服务

组织等,为农民提供农业机械作业、农产品加工流通等服务.每年都有数

十万台农业机械像候鸟一样,在中国大地上往返迁徙.当小麦成熟的时

候,大批联合收割机一路由南往北,追赶着季节,为农民提供小麦收割服

务,既解决了农民家庭机械作业的难题,也提高了农业机械的使用效率.

中国政府还不断增加农业投入,支持建设农业基础设施、改善生产条件,

农田有效灌溉率已提高到５０％以上,农业抗灾能力不断增强.

　　我们也清醒认识到,中国家庭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面临着规模过小的

制约,平均每户只有半公顷的耕作面积.在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农民在

自己承包的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但要更大规模提高农产品产量和质量,
小规模经营就显示出其局限性.中国农业生产要再上新台阶,必须适度

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走农业现代化之路.中国

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阶段,预计从现在起到２０２０年,将有２亿左右

的农村人口陆续到东、中、西部地区的城镇落户.这会为农民扩大耕种规

模创造条件,给农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也会给农业现代化提供更大发展

空间.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国情复杂,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

将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方式

创新.在严格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鼓励有条件的

农户流转土地经营权,鼓励农民联合与合作.这几年,中国家庭农场已增

加到８７万家,平均规模达到１３公顷(２００亩),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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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万家,成为农业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和发展方向.以家庭经营为基础,
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有利于更好地“供养中国”,也会对世

界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同

时,也高度重视农业可持续发展.我们用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耕地和淡

水资源,解决了世界近２０％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本身体现了一种集约.但

我们不满足于此,还要进一步促进农业高效集约发展.与此同时,加强生

态保护与建设,实施好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防沙治沙、水土保持、草原

治理等工程,支持农民改良土壤、减少污染、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农田.通

过努力,促进农业资源的永续利用,既满足当代人需要,也为子孙后代留

下良田沃土、碧水蓝天.保护中国生态,也是关爱地球、保护地球.

　　女士们,先生们!

　　人人有饭吃,是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是一切人权的基础.全球农

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饥饿和贫困依然是一种“无声的危机”,是深

深困扰全人类的“阿喀琉斯之踵”.目前世界上还有８亿多贫困人口面临

着食物不足、营养不良的威胁.促进农业发展,消除饥饿和贫困,依然是

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全人类肩负的共同责任.国际社会应当携起

手来,加强农业合作,更多关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诉

求.应减少贸易保护,加强对最不发达国家农业技术、资金等支持,提高

全球农业生产水平和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发展很快.近些年,

我们在亚洲、非洲、拉美、太平洋等地区近１００个国家,建立了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农业技术实验站和推广站,先后派遣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３万余

人次,同时帮助这些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农业技术人员.我们这一代中国

人经历过饥饿的痛苦,我们与仍处在饥饿状态的人们感同身受,我们希望

看到饥饿和贫困在全球被消灭,我们愿意与各国分享农业技术、经验和农

业发展模式.中国的杂交水稻良种已经使很多国家受益.这里我宣布,

未来５年,中国政府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５０００万美元用于开展农业

南南合作,并加大对世界粮食计划署和国际农发基金的支持.

　　女士们,先生们!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任何时候都是维护世界粮食安

全的积极力量.尽管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但我们仍将不

懈努力,用行动来兑现诺言,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好吃饭问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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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与世界各国携手奋进,共同创造一个无饥饿、无贫困、可持续发展的世

界.

　　刚才总干事先生赠送我一本书,介绍他的国家提高粮食产量、减少饥

饿的经验.我赠送给他一本反映大自然美好风光的画册.人们只有吃饱

了饭,才有欣赏自然风光的心境,才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打牢粮食这个人

类发展最重要的基础,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才会更加美好,世界才会更

加美好.谢谢各位!

«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６日０２版)



第六章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农产品供应链

　　农业产业体系是生产、经营、市场、科技、教育和服务等诸多方面相互

作用和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多部门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将相关

环节连为一体,构成一体化的、涵盖其价值形成和分配的经济系统.农业

产业化(AgricultureIndustrialization)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

心,以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

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

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自

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

式和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变,是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需求与制约因素

一、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需求

　　随着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深入推

进,对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农业产业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稳定粮食供应,确保粮食安全

　　伴随人口的加速转移,粮食供需长期以来的紧平衡状况将更加显著.

按照现有生产水平,要生产２０１２年进口的农产品需要７亿多亩农作物播

种面积,而现在我们的农作物播种面积只有２４亿亩,完全自给是不可能

的.加上国际市场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价格居高不下,开发利用生物能

源的压力与日俱增,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在我国粮食总体处于

紧平衡的条件下,我国农产品生产却存在着结构不合理的现实,近年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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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了一方面国内有些粮食品种库存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有些品种的进

口却不断增加的现象.因此,要在有限的耕地面积和生产条件下保障粮

食安全,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必须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推进粮食生产的技术化、规模化和产业化.农业的产业化不仅可以提高

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还可以以市场的力量改善农产品种植结构,对于保障

我国粮食安全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提供健康食品,保证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产生的主

要原因是农产品供应链的流程中质量控制出了问题,集中反映在小农户

和个体加工或小业主的经营模式无能力、无激励减少食品安全风险,政府

部门无力面对大量生产者开展有效监管.而现有的公司加农户的简单连

接方式,农户因不再直接面对消费者,降低了依靠质量寻求市场的动力.
在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各异的现状下,对于处于产业链上游的龙头企业,

现有监管体系和监督成本下也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要彻底解决食品安全

问题,必须从农业产业化生产经营机制出发,解决现有“公司＋农户”模式

的运行缺陷和产业链参与者的利益冲突问题,形成利益均衡、结构合理、

风险控制完善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从根本上消除食品安全的隐患,为人民

群众提供健康安全的绿色食品.
(三)减少农业污染,维护生态安全

　　农业环境污染不仅是关系到农业生产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更是关

系到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问题.由于农业的自然属性,农业环境污染

会严重破坏耕地,影响大气、水体质量,危害人类和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
对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一方面可以减少小农生产过

程中的浪费问题,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终端市场约束以及更有效的市场监

管来解决生产端的过量投入问题,在提高经营效率的同时,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共处.
(四)增加农业收入,确保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

　　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实现持续增长并保持了较高的年均高增长速

度,２０１６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１２３６３元,比上年增长８．２％,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６．２％,延续了快速增长势头,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实际增速快于城镇居民.但与此同时,农民的农业收入占所有收入的

比重持续下降,２０１６年已经降到４０％以下,农业的比较效益低,很难调动

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在此条件下,通过农业的产业化,可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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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与农民从农收益,从而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经营的积

极性.

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制约因素

　　从目前来看,我国要实现高效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依然面临着一些制

约因素.
(一)农业经营主体制约

　　农业产业化经营需要高素质的劳动力作支撑,但目前我国的农业劳

动力文化程度低、年龄偏大,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劳

动力以“三留守”人员为主.农村空心化、老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农业生

产兼业化、副业化的倾向日益明显,劳动力以妇女和老人居多,而且以兼

业为主.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显示,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５０岁以上的占

３２．５％.据农业部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农村人口将降到４０％以下,农业劳动

力降到３０％以下.特别是中西部一些地区,８０％的农民都是５０~７０岁的

老人,我国农业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者所占比重高达９５％.将

来谁来种地,谁来确保１３亿人口的粮食安全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可回避的

问题.
(二)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制约

　　中国现阶段统分结合的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主导模式仍然是小农户

直接面向大市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作为统的一面,我国农业社会化服

务体系存在很多问题,如相关服务内容供给数量不足,并且过分依靠政府

资源,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服务内容与需求相脱节等.而作为分的一

面,家庭承包制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经营权的需求,发挥了家庭经营的优

势,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农民的小生产模式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存在着

矛盾.同时,家庭经营的地域性、分散性和自然经济性决定其存在生产成

本高、技术含量低、生产盲目性大、抗御风险能力差和经营效率低的缺陷.

人口越来越集中到经济发达地区,农产品消费地与产地距离越来越远.
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无法驾驭远离的大市场,农产品价格波动明显,分散农

户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农业比较效益制约

　　农业比较效益是指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农业与其他经济活动在

投入产出、成本收益之间的相互比较,是体现农业生产利润率的相对高

低、衡量农业生产效益的重要标准.当前,我国农业比较效益普遍较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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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争的事实,这是加快“三农”发展不可回避的障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

着深层次的矛盾,其核心问题就是农业比较效益低下.根据发达国家的

发展经验,低效率产业的长期存在将会极大地拖整个产业市场竞争力的

“后腿”.因此,提高农业比较效益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的一个根

本支撑点.
(四)农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制约

　　当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外部竞争和内

部资源约束双重压力.一方面,农业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且
在竞争方式上日益多样化.随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和经济资源

的加速流动,国内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会越来越弱,资源禀赋劣

势、市场和经营体制不完善的相对劣势会越来越显著,从而影响我国农业

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内农业资源约束不断增强.中国人多地少,耕地

和水资源更加短缺,加之农业基础设施依然薄弱,自然灾害和农业环境污

染事件呈现多发态势,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产的难度日益加大.我国农

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既对农业的产业化提出了要求,也在某种程度上

对农业产业化带来了挑战.

三、现有农业生产经营的不足

(一)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低

　　我国农业生产主要是以农户分散经营为主,生产规模较小,技术条件

落后,农产品质量安全没有保障,抗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差.常见的龙

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建立了农民与企业的供销关系,抗风险能力有所增

强,但多数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基本上还是松散的买卖关系,农民处于弱

势群体地位,经常出现企业压价收购等伤农行为,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二)产业化涉农服务体系尚未健全

　　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技术等服务的组织机构尚未完善,没有形成

功能齐全、辐射面宽的服务网络,不能适应服务社会化、市场化的要求.

这使得农产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缺乏全过程、全方位的综合服务,从而影

响了整个供应链的高效运作.
(三)先生产后销售的落后理念

　　由于农业生产不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而是先生产后出售,常常造成

农产品品种和数量的供给不适应市场需求.供过于求时,相互杀价,出现

“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局面;供不应求时,农产品商贩哄抬价格,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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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利润的很大部分被流通和销售环节占有,农民获利很少.图６－１描述

了农户生产参与供应链的传统模式,可以看出原有的供应链已不能适应

现代农业发展.

图６－１　农户生产参与供应链的传统模式

(四)流通环节多,渠道混乱

　　农产品集散环节较多,流通时间的增加使农产品的鲜活度大打折扣,
损耗量增大,无效的物流成本增多.另外,流通环节的增多使得农产品的

社会交易成本增加,销售价格上升,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市场信息和价格

扭曲,不能反映农产品真实的供需状况.
(五)各主体联系不紧密,利益关系脆弱

　　企业与农户之间主要是一种松散的利益关系,没有形成“利益共享、
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双方地位不平等,农户仍只享有出售农产品的

收入,而未享受到农产品加工增值的利润.在某些时候会因为利益不一

致,导致合作难以深入进行下去,没有真正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均分的

产业化链条.一旦出现利益冲突,机会主义行为就会发生,产业链就会面

临解体的风险,使产业的发展很难持续.比如,在农产品畅销或生产顺利

时试图摆脱关联企业,而在生产或销售遇到困难时希望得到关联企业的

帮助,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时有发生,难以形成相互依赖的利益共同体.
(六)供应链上下游缺乏协同运作的机制

　　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处于相对割裂的状态,各组织成员间缺乏紧密

的利益联结和信息共享,加上无序的市场环境使得供应链上下游大多主

要采用对抗的竞争方式.同时,供应链的运作没有围绕实力较强的企业

来组织生产、流通活动,削弱了农产品供应链的整体竞争力,最终影响了

农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农民增收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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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产品供应链建设的国际经验

　　从世界范围内看,保证供给与需求有效对接、保证生产者有效收益和

稳定供应的路径就是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建立现代农产

品及食品产业.本节将通过剖析国外的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为我

国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相关经验.

一、欧洲(荷兰)

　　欧洲的小国荷兰是全球农产品出口的大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

二大农业出口国.这个人口与北京人口差不多、国土面积不到４．２万平方

千米的小国,在农业发展方面却成为典范.

(一)创建复合体模式

　　荷兰农业之所以取得成功,与荷兰农业一体化经营紧密相关.荷兰

的农业产业是一、二、三产融合的一个农业综合体,涵盖了“从田头到餐

桌”的整个农业产业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育、资金的积累,小农逐步转

变为小商品生产者,再进一步发展成为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者,最终演变为

追逐利润的、现代化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农场,并且构成了“农工商综合

体”(agribusiness或agricomplex).从农业生产投入到消费者,所有的环

节都相辅相成、紧密合作,并使农产品不断增值.整个农业产业各环节技

术领先、管理高效、体系完善,为荷兰农业取得高效益奠定了基础.

　　荷兰的农民合作社主要有:购买投入物的合作社、销售产品的合作

社、加工合作社、信贷即荷兰合作银行.农产品加工合作社通过不断改进

技术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是荷兰增加农产品出口额的重要“诀窍”.荷

兰成立了许多的“行业协会”、“商品协会”等组织,以加强农场主的政治

地位和社会地位.行业协会是横向组织,包括某一部门(如花卉)所有的

农场;商品协会是纵向组织,包括在一个生产链中的所有农场和公司,即
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最终产品的零售商.此外,农场主还建立了各种技术

性组织,在沟通信息、教育、研究和推广方面发挥作用.
(二)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

　　荷兰农业国际竞争力的基础,依靠的是“农工商综合体”,而构成这些

综合体的,主要是一个个具有生命力的家庭农场.荷兰农业生产是以农

户为单位的家庭农场式生产,其农场总数约有１２万个,近１/２的农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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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种植业,余下的为畜牧农场和园艺农场.７０％以上的农场平均仅有不

到２个劳动力,农业劳动力约占全国总劳动力的５％和全国总人口的

１８％.这些劳动力主要是农场主本人,家庭成员多为主要帮手,此外还

雇些临时工.但荷兰家庭农场的规模在欧盟成员国中是最大的.规模经

营有利于机械化操作、现代化管理,为农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规模效益.
(三)高度专业化和市场化

　　荷兰农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农业生产高度专业化.荷兰农场中专

业化农场占了绝大多数,而混合型农场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数量就开始减

少,现在混合型农场只占９％.荷兰农业最突出的是园艺业,园艺业按种

植的地点可分为温室园艺业和露天园艺业;然后又进一步划分为花卉业、
蔬菜业、盆栽植物、苗圃植物等.在花卉业中,还进一步细分为鲜切花、球
根花卉之类.许多花农只专于一两种花甚至一种花的一两个品种的生

产.此外,更有一些公司专门提供各类花卉的种子、苗木和其他服务.蔬

菜种植业也是一样.高度专业化虽然增加了市场风险,但其优点也十分

明显:专攻一个品种,有利于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提高产量和质量;有利于

机械化操作,在生产管理、收获、分级、包装、保鲜等环节实现标准化;有利

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市场竞争力.

　　荷兰位处欧洲物流中心,素有“欧洲门户”之称.数百年来,荷兰利用

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以及以鹿特丹港为主的沿北海的数个港口的优势,发
展壮大了其农业物流业和农产品贸易.如今,荷兰充分利用鹿特丹港和

阿姆斯特丹空港两个重要的门户和通往欧洲各地的铁路、公路和水路运

输,将荷兰的农产品和食品运往世界各地,使荷兰的农产品和食品行销全

球.荷兰充分利用其地理优势,利用国内国外的原材料,大力发展农产品

加工业、农业物流业、农业贸易,使其农业产业赢得产业链高端的高附加

值.这是荷兰现代农业取得高效益的要因之一.

二、东亚(日本)

(一)农协作用突出

　　日本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可细分为两种具体形式:以工商业资本

为主体的垂直一体化经营形式,以及以农协为主体的平行一体化经营形

式.日本的农协包括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综合农协主要从事全面而广

泛的服务,专业农协则从事本专业范围内的服务项目.农协通过有机的

组织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同广大农户建立起各种形式的经济与社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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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农业生产、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与销售、农资供应以及农民生活,
控制着农村经济活动.据统计,日本农民销售农产品的９０％、购买生产资

料的８０％和生活资料的６０％都是经过农协系统进行的.农协为农民服

务,并与农民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基本上做到了农民需要什么服务,就
提供什么服务.其功能主要表现在:生产指导服务、农产品销售服务和生

产生活资料集中采购.
(二)金融支持农业作用显著

　　农协贷款一般占整个农业贷款的８０％左右.因此,日本政府可以通

过农协贷款来调节日本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的其他各项经济活动.
农协信用合作事业一直是日本农协的骨干事业之一,成为农协最大的盈

利部门.农协信用合作的主要业务除了向农协成员发放支持农业生产的

低息贷款外,还转向吸收农民和居民存款并向系统外其他部门提供资金,
帮助农民解决富余资金的出路难题.另外,农协还负责为农户办理国家

对农业发放的补助金和长期低息贷款业务,利用“政策金融”导入国家资

金,实现国家通过金融来推动农业发展的政策意图.日本在世界上较早

地实行了农业保险,日本农协的保险业务位居全国保险业第一位.

三、南亚(印度)

(一)“白色革命”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印度在全国掀开以“洪流计划”为主的“白色革命”.洪

流计划是一个综合的乳业发展项目,把乳业合作社作为顺利完成这一综

合性项目的重要内容.该项目是世界上首次为了发展乳业而采取的食品

援助计划,它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９６年之间分三步实施.在第一阶段,先在２
个地区试点,将广为分散的母牛和１４０万养牛户组织起来,采用合作经营

的方式建立起固定的牛奶收购、检验、加工、运输和销售网络,逐步健全、
完善诸如饲料、兽医、人工授精等服务设施.在第二阶段,将试点区扩展

到１５个,并在１９８５年前形成包括１００多万养牛户的稳定的牛奶供应基地

和四通八达的运输网络,使鲜奶每天能源源不断地运往全国各大城市.
在第三阶段,除了使现有设施进一步配套外,新增１５００个牛奶生产合作

村.近年来,印度政府并没有停止对乳业的重视,在农业政策的第十个五

年计划(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中还明确指出优先发展包括乳业在内的畜牧业.
广义上讲,“白色革命”并没有结束.

(二)亚兰德合作组织

　　印度通过实施扶持和促进乳业发展的“白色革命”和“洪流计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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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范围内建立起了奶农生产合作社组织.目前,印度乳业在组织结构

上采用的是独一无二的奶收集与处理层级组织系统———亚兰德合作组织

模式 (Anand).亚兰德模式起源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印度古吉拉特邦亚

兰德地区建立起一种乳业合作模式,今天的亚兰德合作组织模式包括村

级乳业生产合作社、地区级乳业合作联合会和邦级乳业合作联合会三个

层级的组织.通过乳业生产合作社—地区乳业合作联合会—邦级乳业合

作联合会这一纵向组织链条,农村分散的牛奶被收集到城镇加工成乳制

品,然后再运到各大中城市销售.地区级乳业合作社一般设有乳品加工

厂,从乳品加工的利润中提留４０％用于扩大再生产,其余６０％一部分返

还农户作为股份和交售原奶的红利,另一部分用于补贴各种免费和优惠

的社会化服务.邦级乳业合作联合会是印度乳业面向国际市场的窗口,

是乳业相关利益主体通向国际市场的桥梁.它一方面负责向区级乳业合

作社提供计划、营销以及咨询等服务,进行产业链的整合,减少或消除产、

加、销各方利益冲突,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乳业的效率和效益;另一方

面,邦级乳业合作联合会设有牛奶销售联盟,主要负责牛奶和奶制品出

口.

四、经验总结与产业化发展方向

　　从国际农业发展经营来看,主要是要解决两大问题:一是经营主体问

题,就是通过社会化服务和现代农民的培育来解决谁来种田的问题;二是

经营方式问题,就是打造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体系,向国际通行

的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以解决生产与市场的对接问题,实现产业效益的提

升.

(一)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培育现代农业生产主体

　　现代农业是高度组织化的,农户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主体.

农民大多是各类农业合作社的成员,是现代农业产业链上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从国际经验看,发达国家的农民或农场主具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和

运用现代化技术与设备的技能,这与政府长期以来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

重视,以及对年轻农民务农采取的支持政策息息相关.当前我国农民组

织化程度还比较低,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中处于低端地位.中国要发展现

代农业,推进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也应通过创新政策鼓励年轻人投身现代

农业生产.通过职业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民的专业技能;通过发展农民专

业合作社,切实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鼓励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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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社建立经营联盟.通过现代农业产业链中各个利益体的有效的分工合

作,提高整体的农业生产效益.
(二)以专业化、市场化的生产服务替代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

　　通过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以专业化、市场化的生产服务替

代一家一户的个体劳动,成为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有效途径.从国际

经验来看,农业产业过程中均存在较强的社会服务组织,对农民提供专业

化的社会服务.通过农业生产社会服务体系,利用分工协作的优势,一方

面可以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和投入产出能力,带动农业节本增效和农

民增收;另一个方面,可以将良种、良法等现代生产要素有效投入家庭经

营中,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发展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引导一家一户的生

产向专业化、标准化、区域化发展,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三)以市场为导向,打造农业优势产业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各地农业资源、区位和生产条件都不一样,必

须因地制宜,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以技术为核心竞争力的农业、食品

加工业、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农业,打造优势产业.我国内陆资源丰

富地区,应发挥资源禀赋优势,研究开发创新的农产品和食品,为初级农

产品增值.沿海及资源匮乏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地理位置优势,可借鉴荷

兰的经验,利用国内外的原材料,通过大力发展食品加工行业,提高农业

产业经济效益.北上广等一线地区则可以依靠较为发达的物流行业,适
度发展服务型农业,如农业会展、物流、贸易等.

(四)发挥产业集群作用,培育核心竞争力

　　产业集群是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农业产业

化发展提高了产业集中度,实现了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供产销互动,
通过将产、加、销集中起来,形成并延长了产业链,最终促使农户、企业、中
介组织等不同利益群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涉农综合体).在实践中,它表

现为众多农户依靠合同或股份与具有龙头带动作用的农产品加工销售企

业(经营实体)联结为一体,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龙头企业提供的预付

定金、生产资料与技术服务,按照龙头企业提出的产品数量与品质要求进

行专业化、标准化生产,在区域内形成一定经济规模的生产基地,生产出

的产品由龙头企业收购、加工销售.形成产品链和共同体的过程,也是特

定农产品及其衍生品生产逐渐集中、产销互动的过程.多个同类农产品

链的形成,必将推动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的实现,也将带动关联产业

的发展,最终形成农业产业集群.荷兰“绿港”和“食品谷”的创新举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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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和提升荷兰园艺产业和食品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和技

术基础.
(五)构建利益联结机制,拓展产业链

　　利益联结机制是指集群农业产业化经营运行过程中各利益主体之间

形成的各种利益关系,如企业与农户的利益关系等.产业链和产业集群

的成员通过构建产业分工、利润分配的制度安排,明确各利益主体的地

位,可以提高农业产业链的协同性,从而提升产业链竞争力.同时,要以

优势产业为核心业务,全方位拓展产业链:一是延伸产业链的长度,尽可

能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实现价值增值,实现产业链的有效延伸;二
是增加产业链宽度,通过增加产业链宽度,可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程

度,最大化产品增值空间;三是扩大产业链的厚度,壮大农业产业链的规

模.

第三节　农业产业化经营与供应链建设策略

　　谁来种田和怎么种田不是孤立的问题,无论是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构

建,还是生产经营方式的创新,都必须在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基础、经营

为组织、服务为连接的“从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生产经营中加以解决.

要寻求整体刚性、节点柔性以降低交易成本和保证安全,要推动建立和推

广应用可供选择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机制.

一、构建相对完整的产业化供应链

(一)产业化供应链构建的关键因素

　　现代农业经营面临着更高的要求,现代农业链模式的设计必须要考

虑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１市场需求所导致的竞争方式的变化

　　当今农业的竞争,已经不再是农业中某个单一企业的竞争,而是表现

为整个产业链及其运作体系的竞争,而供应链管理则提供了这一态势下

有效的竞争武器.为了获取整个产业链绩效和竞争力的提升,必须将运

营和管理视野外放于整个供应链,即农户、分销商、零售商直至最终用户.

以协作式竞争为内核的供应链竞争模式的崛起,将引领整个农业产业化

经营走向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相协调并互相推进的时代.

　　２提高农业产业链运作的效率与快速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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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副产品总体消费模式的演变,对构建一个能准确把握消费者需求

并快速响应的农业供应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这首先要求这个链条

上的所有相关单位改变现有组织模式,面向效率与敏捷性,对自身实施组

织流程再造.

　　３解决农副产品的内在特性造成的物流“瓶颈”

　　农副产品具有季节性、性状不稳定性及易腐性等特性(这些特性将不

同程度地持续影响到最终用户),这些特性与各级用户的非对称性要求及

其他外部因素相结合,决定了整个供应链对物流技术因素和物流管理能

力的高度依赖.

　　４能否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是现代农业发展模式设计的关键

　　现代农业经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供应链各环节联结机制的稳

固与否,因此,与农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整合整条供应链上相关企业的

资源就成为农业经营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而“合作与协同”的理念培养

和能力形成,无论对于农业产业化还是对于农业产业化框架下的供应链

实践都是非常必要的.

(二)实施“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

　　农产品供应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供应链整体效益和效率最大化

为目标,以利益机制为纽带,围绕核心企业联结上下游节点、调配资源并

展开运作,实现多方共赢.形成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从田头到餐桌”的农

产品供应链,更能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体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从田头

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将把农产品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的

一系列的生产和经营整合在一起,形成以市场需求为核心,农产品生产为

服务对象,并将以此衍生的众多行业连为一体的系统化大生产经营模式.

这种经营模式将不仅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会形成和推动农业技

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连锁营销业、物流业以及信息技术在农业

产业中的应用等的迅速发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和

创造巨大的赢利空间.可以说“从田头到餐桌”,延伸了农产品的产业链,

以市场需求指导生产,提高了农产品的附加值,使农业产业化实现了新的

跨越,不仅有利于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力,而且还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克服农户生产参与

供应链的传统模式的弊端.

　　从图６－２中可以看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

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供应链的构建要围绕核心企业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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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２　以市场为中心的“从田头到餐桌”的农产品供应链

择和联结上下游伙伴.核心企业的上游是农民合作社(或者农民)以及农

资供应,通过合约、股份或产权方式与其建立稳定的经济联结.核心企业

把农产品基地作为“第一车间”,把农户作为农业工人,提供农资、技术、农
教、产品收购等服务,与农户实现服务对接.为了增强对上游的控制,核
心企业可以采取“后向一体化”战略,集农产品生产基地、农资生产供应于

一体.核心企业对供应链下游(农产品流通、销售)的选择和利益联结方

式主要取决于企业间核心能力的互补性和对下游的控制力等因素.在农

产品的流通过程中,对仓储、配送、运输等环节的技术要求高、专业性强,
核心企业如果不擅长农产品流通,可以通过契约的方式与农产品第三方

物流企业建立动态的合作关系,形成优势互补.另外,为了增强对农产品

流通、销售渠道的控制力,核心企业可以通过对下游企业控股或者“前向

一体化”战略,与下游形成利益风险共担的战略联盟.
(三)优化产业化供应链治理机制

　　为了保证农业产业链体系效率实现,要求不同的交易对象,嵌入不同

的治理机制,如策略性地匹配保障机制、风险机制、约束机制、利益分享机

制、收入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等治理机制.运用各种治理机制的作用如

下:

　　(１)保障机制.地理区域的分散性带来的生产不确定性增加了生产

的风险性.一方面,产品市场的分割及其竞争的属性使得农户易采取投

机行为;另一方面,当价格信号不畅通且存在市场垄断的情形时,龙头企

业极易选择价格(及产品等级)的要挟方式.因此,合作组织必须存在产

品供给与价格承诺保障机制.

　　(２)风险机制.生产与市场的可控性程度决定组织承受自然或市场

风险的能力,风险机制就是可以按照合作主体不同的信息优势与控制优

势分担风险.在农业领域,通常可以考虑将生产风险化解到农户,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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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主要由公司主体承担.

　　(３)约束机制.一方面,生产周期的长短影响着不确定性的大小及企

业资金周转速度,约束机制就是通过企业内部管理降低不确定性,保证企

业的有序积累.另一方面,生产周期的长短影响着组织对农户的谈判能

力,或者说农户被“锁定”的时效,此时约束机制就是在农户仅仅被暂时锁

定时,通过提供系列相关的专业化服务,延续彼此对合作的需要.

　　(４)激励机制.产品的同质性较强时,计量与讨价还价的成本就较

低.为了激励农户提供标准化的产品,就必须以价格优势通过稳定的预

期收益驱动农户按要求生产.

　　(５)利益分享机制.面对复杂多变、经营风险高的农产品市场,单家

独户的单一产品小规模经营方式,抗风险能力弱.为此,产业化发展中所

选择的主导产品不仅应具有较稳定的市场需求和较高的科技水平,而且

要能带动相关产品的发展,具有复合的产品结构.在此基础上的合理的

利益分配机制降低了农户生产风险,而且在保障农户获得必要的技术与

物质支撑的同时,还可获得其他产品生产增值环节的好处.

　　(６)收入分配机制.一般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市场较为活跃,交易成

本低,生产者倾向于市场交易;反之,则倾向于通过专业化中介组织交易.
但由于农产品面对的市场不确定性较强,因此,对经济组织而言,就应通

过服务及收入分配机制降低交易成本,使农户获得稳定的预期收益,从而

保证产业化过程中经济组织稳定而充足的货源.

二、产业化经营模式与提升

　　在此,主要介绍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户与供应链结合的几种方式:

(一)“农户＋企业”订单式的经营模式

　　１基本形式

　　“农户＋企业”模式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一种可供选择的模式,在这

种模式中,农户作为一个个分散的经济个体与供应链中的企业形成契约

关系.农户与企业通过签订合同,在明确企业和农户双方严格的经济责

任的基础上,工商企业负责向农户提供市场信息、技术服务以及部分农资

用品,保证农产品加工和销售,而农户必须按合同的规定向公司按时交售

符合合同质量和数量要求的农产品,二者进行直接的业务往来.由于双

方均保持经济上、法律上的独立性,所以都能够发挥自己的经营灵活性.

这种订单式的经营模式有以下基本特点:(１)以市场需求信息为基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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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合同为纽带,有效地解决了农户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卖
难”问题;(２)企业直接从农户手里收购农产品,直接进入加工、销售环节,

与传统的农产品流通环节经过一级批发商—农贸市场—二级批发商相

比,大大缩短了农产品的流通时间,降低了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损耗,

有利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效率的提高.

　　２进一步提升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农户＋企业”订单式农业组织模式,虽然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农产品销售难的问题,增加农产品附加值,但是,公司

与农户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紧密,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买卖关系,农户与

企业并没有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所以双方都存在着道德风险的危机,这
种买卖关系也不具有稳定性.借鉴国外农业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要想

获得农户和企业的双赢,必须把农民和企业结合成为一个利益的共同体.

而且由于“农户＋企业”这种组织模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所以我们需要

对这种组织模式加以完善来限制双方的机会主义行为.

　　(１)可以采用浮动式的订单＋约束性的合同.企业和农户可采取浮

动式的订单,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价格,同时实施保护价格.保护价格是根

据市场行情以合同的形式订立的最低保护价格,是农业合作过程中常见

的一种非市场安排形式.一般还规定当保护价格高于市场价格时,供应

链中的加工企业按保护价格收购;当保护价格低于市场价格时,按市场价

格收购.保护价格保障了农民的利益,使他们能够获得比较稳定的合理

收益,也保证了加工企业有较稳定的原料来源.

　　(２)建立完善的农产品期货市场,规避市场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适

时推出以农业为基础的互换、期权等衍生工具,充分发挥其规避农产品价

格风险、自然灾害风险和套值保值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开发能够规避因

自然灾害等导致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的金融衍生产品,熨平农民收入的

波动性;另一方面借鉴美国天气衍生工具的做法,直接开发出基于天气、

温度等对农业影响较大的自然因素的衍生品,对冲自然因素所带来的农

业经营风险.

　　(３)提高公司和广大农户的合作意识和组织化程度,构建合理的利益

分配机制.在认真分析产业化经营中的各个环节增值部分真正来源的基

础上,把各要素和各类风险等综合到利益分配的方案中去,既尊重农户的

劳动,又充分肯定公司的经营绩效.同时,加强农户自身组织(如各类农

村合作组织)的建设,提高农户的组织化程度,从而提高农户与产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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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谈判能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能力.
(二)“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的经营模式

　　１基本形式

　　荷兰的农业合作社大多从事单一项目的生产服务,使其服务对象和

服务内容较为集中,不仅熟悉这些农产品的特性,而且懂得消费者的心理

和市场趋势,成为特定产品的行家,能够很好地围绕单个品种农产品的生

产、加工、销售等环节指引农民进行合作,同时对单一产品的质量改进、科
研开发、深度加工和市场营销都较容易展开.由于我国目前农业合作社

的发展还不成熟,在现有的条件下合作社不能完全取代龙头企业在农产

品加工和流通领域的功能,所以不可能像荷兰农民那样形成专业化服务

程度很高的合作社组织垄断市场.根据实际情况,目前可以采用“农户＋
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经营模式,对现有的“农户＋龙头企业”的经营模

式进行补充.分散的农户可以采取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合作社形成一

个利益共同体,合作社作为入社农民的利益代表与龙头企业进行地位对

等的谈判,要求龙头企业返还部分增值利润,并进一步协同农户与企业之

间的利益关系.

　　２进一步提升

　　(１)成为“车间型”的经营单位.农民合作社的内部组织可以借鉴荷

兰合作社的组织结构和经验,促进加工企业向股份合作式的法人实体演

化,而农户则成为股东,成为“车间型”的经营单位.以合资为基础的合作

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供应链的稳定性与凝聚力,也能够促进供应链

内部信息的顺畅,避免了由于僵化的合约所带来的种种约束.但股份合

作需要一定资本,这无形中会限制实力较为薄弱的农户采用这种合作形

式.但从效率的角度出发,股份合作不失为一种促进供应链组织合作的

有效形式.而且,土地入股的数量也将作为合作社分得加工和流通领域

利润分配的基础.

　　(２)建立利润返还的机制.供应链的核心成员如龙头企业可以根据

整个农业合作社提交的农产品的数量,在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按适当比

例把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业合作社,然后再由这种非营利性的农业合作

社按照农民土地入股的数量对返还的利润进行分配.这样通过农业合作

社这个强大的农民组织,农户与企业不再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成为较为

紧密的整体.通过农产品利润的二次分配,农民就非常关心供应链整体

的发展,不会轻易因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撕毁购销合同,龙头企业也因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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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稳定优质的原料供应.
(三)“农户＋社会化服务组织”的经营模式

　　１基本形式

　　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既有公益性服务,也有经营性服务;既有专

项服务,又有综合服务.当前的问题主要是,政府公益性服务机构与市场

经营性服务组织定位不清晰,政府公益机构职能太宽泛,将本来可交由市

场机制解决的职能大包大揽,既增加了服务成本,也削弱了服务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加剧服务供求失衡.今后,除各类政府支持的公益性社会化服

务组织,如各类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外,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体的新型生

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应得到大力扶持.从现代农业经营的需要看,社会化

服务应主要着力在生产这个最为薄弱的环节.由各类社会服务组织对一

家一户农民的耕、种、管、收提供服务,实现农业生产经营的规模化、组织

化.

　　２创新形式

　　(１)采购合作社.农民可以以加入合作社的方式,联合采购生产资

料,寻求技术服务,开展技术交流.分散的农户加入采购合作社后,由合

作社集体统一购买小型农具、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相对来说,购买

量大有助于增强与农资供应商的谈判力量,降低购买成本,更易于享受到

一些农资的技术服务.农业合作社由于购买量大且涉及农民人数多,所
以在选择购买时会比较谨慎.而且作为一个合作组织的力量可以与农资

供应商进行谈判,可以要求先试用再购买.

　　(２)服务合作社.采购合作社是一种产前合作社,而服务合作社则是

帮助农民进行生产的产中合作社.由于提供大型农用机械,农产品仓储、

救济服务等需要的成本较高,单靠一个村进行组织的话没有规模效应,所
以这种服务合作社可以采用几个相近村联合起来形成跨地区的服务型的

合作经济组织的方式.同时,在这种服务合作社建设的初期,当地政府应

加以扶持.根据产中环节的特点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服务合作社大致

可分为大型机械合作社、农产品仓储合作社、救济服务合作社和农业技术

与管理指导合作社.农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同时参加几种合作社.

　　(３)农业技术与管理指导合作社.由于这种合作社具有很强的技术

性和专业性,所以政府应在政策上予以扶持.在技术方面邀请一些种田

能手加入合作社作为技术指导;同时政府还可采用购买合作社顾问或指

导员岗位的方式,委派公务员、职业经理人或专业技术人员参与农民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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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筹备组建和初期运作;鼓励各类志愿者(大学毕业生志愿者、青
年志愿者、离退休志愿者、专业技术人员志愿者)下农村协助农民专业合

作社的建设.

　　(４)农产品仓储服务合作社.农产品仓储环节也是减少农产品损耗

的重要环节之一,是整个供应链上重要的环节,传统的一家一户的仓储模

式已经不适应现代高效、安全农业的发展.由于农产品储运装卸设施水

平低,导致鲜活农产品仓储成本在总成本中高达６０％ 以上,这大大降低

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加上农产品具有新鲜易腐的特质,传
统的农户分散仓储和露天仓储对食品安全问题也带来巨大的隐患.在政

府的帮助下建立一个大型的多功能仓储中心是必要的.

　　(５)救济服务合作社.突如其来的台风、暴雪、干旱等自然灾害对农

业生产具有毁灭性的影响,单靠分散的农户的力量,很难与自然灾害相抗

衡.农民加入救济合作社可以得到合作社提供的风险防范服务,有助于

安排好农业生产,对灾害性天气进行及早的预防.而且,加入救济合作社

的每一名农户都要购买农业保险,一旦遇到自然灾害,救济服务合作社可

以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分散农户购买农业保险,由
于力量小,保险公司恶意拖欠理赔费用的行为.

　　(６)大型农业机械合作社.大型机械合作社在我国可以说是开展较

早的一种合作社,其组织模式相对比较成熟.随着私有机械的增多,由于

缺乏有效的组织管理,一方面,大多数农户因无大型机械而出现了耕作

难;另一方面,多数农机户因经营规模小,机械闲置未能充分发挥作用而

影响经济效益.现代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围绕全村农业的产前、产中、
产后,能为农民提供系列化、市场化、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而提供这些服

务的根本所在就是要扩大农机经营规模,组建村级农机作业合作社,只有

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机械效用,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农业丰产丰收.

　　(７)加工销售合作社.农户可以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加入农产品加工

销售合作社,合作社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组织农

户按市场需求生产农产品.加工销售合作社负责农产品的加工和出售,
农户只负责生产农产品.其次,加工销售合作社根据不同农产品的不同

特性以及销售市场的不同,对农产品进行不同级别的初加工,提高农产

品的附加值.最后,合作社要对入股的农民进行农产品增值的利润分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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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支持政策

一、农业产业化供应链的支持政策

　　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财政支农资金和金融部门信贷支农资金必须

发挥主渠道和导向作用,发挥好自身的机构优势、资金优势、经验优势,审
时度势,把重槌敲向农业产业化经营和产业链的构建.

(一)培育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增强牵引机制

　　龙头企业和专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上连市场、下连农户,是产业链的

核心,具有开拓市场、引导生产、加工增值、提供服务的综合能力,建好一

批“农”字号龙头企业和合作组织,就能为推行农业产业化提供依托,发挥

“龙头”带“龙尾”的牵引作用,“接二连三”,从而达到带动一个产业发展的

效果.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是重点扶持一批规模大、起点高、带动

农民增收能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和市场竞争力具有显著优势的合作组

织;重点扶持促进本地区农业结构调整、联结本地农产品基地、带动本地

农户发展生产、增加本地农业出口创汇的重点企业和合作组织.二是支

持企业和合作组织科技创新.引进和推广应用农产品精深加工、包装、储
藏、保鲜等新技术,支持建立研发中心,开展科技攻关,加快新产品的研发

储备,发展科技含量和产品档次高的精深加工,拓展产业链条,提高农产

品附加值.三是支持实施品牌战略.鼓励率先采用先进标准,以标准创

品牌,靠品牌拓市场,向品牌要效益,尽快打造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
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农产品知名品牌.四是积极扶持和鼓励龙头

企业、专业市场、农产品加工企业以及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与生产基

地、农户之间,通过建立风险基金、保护价收购、按农产品经营收益进行二

次分配等途径,建立多种形式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联结机制,构建

产加销一体化、贸工农一条龙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二)构建研究、教育、推广三位一体的知识更新体系,夯实产业供应

链的基础

　　研究、推广、教育三个部分的相互结合以及其与农民的紧密联系,是
现代农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首先,公共财政必须支持构建健全的教

育服务体系.农业教育的目的是培育职业的农民和农业企业管理者,每
年教育预算的规定部分要用于农业教育.除了农村的正规教育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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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资助兴办初级和中级的农业技术学校,以培养高素质的农民及农业经

营者.其次,公共财政必须支持构建强大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我国的

农业推广体系应由国家推广系统、企业或合作组织推广体系及 NGO的咨

询服务系统组成.国家推广系统在整个农业推广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统
一协调其他各方面的力量,财税要对企业或合作组织推广体系及 NGO的

咨询服务系统给予适当的资助或税收优惠.最后,公共财政要加大鼓励

基础研究、前瞻性战略研究、应用研究并重,互相交叉,最终目的是应用于

农业生产、管理实践,产生较高生产力水平,创造高价值、高利润.要支持

荷兰“食品谷”这样的产学研基地的打造,致力于农业和食品科学的创新

研究和开发.另外,农业科研要与生产紧密结合,生产者与推广人员之间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相关问题可通过推广系统迅速被发现,并在适当的研

究计划中加以解决.
(三)形成供应链资金扶持体系,提升支农资金使用效益

　　由于农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造成支农支出种类繁多,资金分

散,投入交叉重复,整体效益不高.因此,要优化财政支农支出结构,压缩

各项不合理支出,明确财政支持现代农业的重点,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
市场主体作用的前提下,促进现代农产品产业供应链建设.应创造性地

开展财政支农资金整合,把各种渠道和各部门管理的支农资金集中起来,
做到“多个龙头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出水”,形成左右联合、上下

联动的支农资金整合态势,以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形成供应链资金扶

持体系,以供应链为基础打造支农资金整合的平台.

　　要加大对供应链各环节的资金支持.农产品供应链要求环环相扣的

每一个企业与流程紧密合作、互相依赖,财政金融必须参与到整个农产品

生产、物流、交易、资金流转与运作的过程中去.这就要求深入各个环节

内部,发掘潜在需求,为构建农产品生产、冷藏、保鲜、销售链提供资金支

持.此外,推进现代农业发展,仅靠财政投入是远远不够的.要积极创新

财政支农机制,通过政策的导向和资金的引导,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

“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吸引信贷资金、外资、民资、工商资本投入现代农

业,形成以国家公共财政稳定增长机制为主,包括农业信贷资金的保障机

制、农户增加投入的激励机制、工商资本投入的引导机制、资本市场直接

融资的运行机制、境外资本进入农业的疏通机制等在内的长效联合机制.

二、推进社会化服务体系的支持政策

　　总体思路是以市场为导向,将政府引导与市场推动相结合,按照“明



◆１４０　　 农业经济学


确定位、突出重点、完善政策”的思路,推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发展,推
进现代农业组织制度创新.

(一)明确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运用市场机制.农业生产社会化

服务的主体既包括各类公益性的农技推广机构、兽医管理等公益性机构,
也包括市场化运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会、农业服务公司等.各级财

政部门在对承担公益性服务的职能机构安排相应的补助资金时,充分尊

重市场规律,引入竞争激励机制.通过竞争性立项、购买服务、招投标、择
优选择等方式确定服务承担主体.在同一个试点区域内,也可由两个或

两个以上服务组织承担同类服务工作,切实保障服务效果.同时,按照市

场机制的原则,科学确定农业生产服务各主体的职能定位、服务边界,以
“支持稳定、促进健全、鼓励放活”的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促进各主体发育

完善.

(二)促进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促进服务组织内生性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既包括各类直接从事

种植业、畜牧业生产的生产型合作组织,又包括提供病虫害防治、机械化

服务的各类服务型专业合作组织.健全农民专业合作服务组织机制,要
将支持合作社数量扩张与能力提升并重,将支持合作社生产与支持合作

社服务并重.扶持壮大一批服务能力强、市场应对水平高、管理规范的合

作组织.目前,中央财政已有一些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的

扶持政策,要不断完善政策,加大现有政策扶持力度,弥补政策空白.要

继续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扶持政策,在加大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

织发展专项资金投入力度的同时,出台政策措施,优先支持农民合作组织

承担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的涉农项目,提高合作组织自我发展能力.
(三)发挥各类协会的服务作用

　　培育、发展农产品行业和商品协会,把分散化、小规模的农业生产者

和企业组织起来,是我国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也是适应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借鉴荷兰的经验,由政府主导的协

会通过现代计算机互联网连接供应商、生产商、农户、批发商、零售商,形
成现代的农产品供应链,提高效率,保障安全.政府对农产品行业协会的

扶持已经成为世界惯例.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对农产品行业协会有资金或

税赋等诸多方面的支持.这既可以巧妙地避开 WTO 不能直补农民的规

则,又可以达到扶助本国农民和农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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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要进一步拓展农业行业协会的功能,使其成为农业经营主体与

政策之间的桥梁.从宏观上来看,农业行业协会应具有如下功能:①制定

行业标准和进入行业的准则,进行行业统计等.②代表本行业与政府和

立法机构处好关系,疏通会员与政府之间、会员与金融机构之间的渠道.

③行业协会还要与金融机构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本行业内的农户和

龙头企业提供良好的金融保证.在进出口贸易方面,代表行业,组织企业

开展反倾销、反补贴申诉,增强本行业在国际农产品行业中的谈判力量和

地位.④开展贸易信息、贸易事务服务,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行业组

织可以发挥集团军的优势,组织企业在生产、销售、价格、开拓市场、售后

服务等方面的联合行动.⑤向行业内的会员提供业务指导、技术培训、市
场咨询、经验交流、促进销售等多功能服务,尽心尽力地帮助会员单位解

决在经营管理中遇到的难题.

延伸阅读:

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发展实践

一、中粮集团简介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粮集团”,ChinaOil& FoodstuffsCorＧ

poration,英文简称“COFCO”),创建于１９５２年,当时主要是起到维护国

家粮油食品安全与储备调节的功能,以粮油食品进出口为主业.改革开

放之后,随着粮食供给的平衡与中国市场机制的完善,中粮集团的职能也

面临着转变.从１９９２年开始,中粮集团的主营业务开始由传统的贸易代

理向粮油食品加工等领域转化,走向了多元化发展的道路,目前已成为中

国最大的粮油食品进出口公司和实力雄厚的食品生产商.在与大众生活

息息相关的农产品贸易、生物质能源开发、食品生产加工、地产、物业、酒
店经营以及金融服务等领域成绩卓著.

　　２００６年,国资委批准中谷集团(主营粮食内贸)并入中粮集团,为中粮

集团贯通大宗农产品供应链条提供了平台.现今,中粮集团旗下产业涉

及包括粮食贸易、粮食及农产品加工、生物能源、品牌食品、地产酒店、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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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包装和金融等在内的众多领域,其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综合型粮油

食品企业,２０１５年,中粮集团实现了４０５４４２亿元的营业收入.从１９９４
年至今,中粮集团一直位列«财富»世界５００强企业之列.在国际化竞争

的背景下,中粮集团逐渐完成了“粮油贸易企业—实业企业—全产业链企

业”的企业战略转型.

二、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战略

　　由于农业、粮食、食品上下游的紧密联系及联动的错综复杂,而且涉

及中国最广大的消费者、最广大的农民及行业中的众多经营者,有多方面

的因素可能导致农产品供应与价格的大起大落,不仅影响到种粮农民的

积极性,影响到国家的粮食安全,还会影响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甚至

社会稳定.作为中国粮油行业最大国企,中粮集团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

任,因此如何控制“从田间到餐桌”的各产业链的关键环节和终端出口,统
领农业、食品产业链上的其他环节或其他企业,从而形成对多条产业链的

全程控制;进而通过收购兼并推动行业整合,优胜劣汰,进一步强化控制

力,提高整个行业的效率和资源利用率,成为中粮集团思考的战略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打造“全产业链”的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模式,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模式是以客户需求为导向,涵盖从田间到餐

桌,即从农产品原料到终端消费品,包括种植、收储物流、贸易、加工、养殖

屠宰、食品制造与营销等多个环节,通过对全产业链的系统管理和关键环

节的有效掌控以及各产业链之间的有机协同,形成整体核心竞争力,奉献

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实践

　　中粮从现有的业务基础出发,打造小麦、玉米、油脂油料、稻米、大麦、

糖、番茄、饮料、饲料及肉食等多条产业链,并将这些产业链有机组织起

来.如小麦,从小麦的种植(订单农业)开始,进入面粉、面包、面条等品牌

产品;玉米也进入玉米加工中的玉米淀粉、糖浆、酒精、饲料等产业;其中

的饲料又与油脂行业大豆加工中的豆粕一起进入饲料、养殖、肉食加工产

业;等等.在此基础上,做到上下游很好的链接,在加工过程中提高效率

和质量,最终通过中粮集团的大型国有企业的品牌信誉,形成一批农产品

品牌,也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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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猪肉及其制品为例.从２００２年开始,中粮集团在湖北武汉投资建

设了一条完整的猪肉产业链,包括饲料、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屠宰、加
工和配送等环节.从饲料原料到肉制品,中粮集团建立了全程品质控制

的质量保证体系.其中,在源头的饲料环节,中粮严格把好饲料原料采购

关,对玉米等饲料原料入库前进行农药、重金属含量检测,防止不符合要

求的饲料原料入库.在养殖环节,通过引进全球最好的种猪,保障猪肉的

高产和瘦肉率,严禁使用促生长素及违禁药品.中粮武汉基地还与３７家

万头以上规模的养猪企业建立“公司＋基地”的合作社模式,实行订单养

殖,公司为农户提供猪苗、饲料、疫苗及技术服务,农户按标准养殖,带动

了农民就业,有效增加了农户收入,带动了规模化、标准化养猪业的发展.

在屠宰加工环节,中粮采用出口食品卫生标准加工鲜冻肉及肉制品,并在

国内率先推出工厂化小包装,避免猪肉在售卖过程中的二次污染.中粮

所生产的猪肉实现了零药残,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最终向消费者提供

优质安全的猪肉食品,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信赖.

四、中粮集团全产业链存在的问题

　　１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整合难度大

　　对于中粮集团而言,业务范围涉及从农产品原料到终端消费品,包括

种植、采购、贸易和物流、食品原料和饲料生产、养殖与肉类加工、食品加

工、食品营销等多个环节,涉及多条产业链,因此“全产业链”模式需要各

大产业链实现均衡发展,不能此强彼弱、分化明显.多产业链的整合和运

营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工程,产业链之间的衔接成为全产业链建设最大

的困难.

　　２集团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联度较难把握

　　中粮集团的意图是以“中粮集团”品牌的强大背书和美誉度,以及消

费者“爱屋及乌”的消费心理,来辐射并带动子品牌们在全国各地的销售,

进而整体推动产业链条的形成.但背书品牌管背书品牌的管理模式,对
品牌管理能力要求很高.首先是集团品牌推广的资源投入要很大,其次

是集团品牌背书的“双刃剑”效应明显,“全产业链”模式既能“一荣皆荣”,
也会“一损皆损”,加大了品牌经营管理的未知风险.因此“全产业链”模
式下的集团品牌与子品牌之间的关联度较难把握.

　　３集团内部管理挑战较大

　　由于中粮集团的“全产业链”战略涉及较多的产品和品牌,现有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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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经营管理、文化理念等各个子系统之间融合的难度加大.中粮集团下

的企业必须能够经受住两个重大挑战:一是整个管理系统的市场化运营能

力强弱如何;二是“多所有制模式”之下企业文化力融合度如何.因此,中粮

集团倡导的“从田园到餐桌”的产业链集团内部管理有较大的挑战.

光明集团产业链发展实践

一、光明集团简介

　　光明食品集团是一家以食品产业链为核心的现代都市产业集团,成

立于２００６年８月８日,由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农工商

(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糖业烟酒(集团)有限公司、锦江国际(集团)有限

公司的相关资产集中组建而成.集团核心业务主要包括现代农业、食品

制造业和连锁商贸业.其中,现代农业主要是奶牛、生猪、大米、蔬果和花

卉等产业.食品制造业主要是乳制品、糖、酒、休闲食品和罐头食品等产

业.光明食品集团业务网络覆盖全国,与１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家

客户建有稳定的贸易关系,并与可口可乐、百事可乐、雀巢、达能、三得利、

麒麟、统一、谢赫、大金等国际著名公司开展了广泛的合资合作,目前拥有

光明、大白兔、冠生园、梅林、正广和、一只鼎、海丰、爱森、大瀛、石库门、金
枫、和酒、玉棠、天喔、佛手等众多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和上海市

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产品.

　　近年来,光明食品集团致力于打造一、二、三产业为一体的完整食品

产业链,形成了覆盖上游原料资源、中间生产加工、下游流通渠道的大格

局,逐渐成为在国内名列前茅、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食品产业集团.

二、光明食品集团的全产业链实践

　　光明食品集团拥有跨越一二三产的完整的食品产业链,集团重点发

展以种源、生态、装备和标准农业为核心的现代都市农业,以食品和农产

品深加工为核心的现代都市食品制造业,以商业流通和物流配送为核心

的现代服务业.虽然光明食品集团并未像中粮集团那样明确提出“全产

业链”模式,但作为上海最大的国有农业食品龙头企业,近年来光明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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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践行的也是这样一种理念,重视产业链的延伸及全产业链的打造,加
强价值链的纵向整合,逐渐形成乳品、牧业、物流、连锁四大相互衔接的业

务.

　　从全产业链的角度来看,光明食品集团的上下游之间具有战略协同

性,例如,石库门黄酒生产的主要原料是大米和糯米,需求量很大,可以有

效依托集团下属的海丰农场,通过市场化的途径与金枫酒业进行战略合

作,提供给金枫酒业一部分大米和糯米等原料.类似这样的产业链协同

合作,在集团内部范围也越来越扩大.例如,集团下属的食品加工企业所

生产的产品,通过集团下属的食品批发代理和零售的通路得以展示和销

售.

　　除了产业链内部的协同合作之外,光明食品集团通过海内外合作或

收购项目践行全产业链战略,如与贵州领先集团合资组建华东地区第一

家生产新型方便食品的基地,延伸米业产业链;收购全兴酒业,将其业务

延伸至白酒行业,打造白酒产业链;收购澳大利亚SCRLtd．旗下糖业及再

生能源业务SucrogenLtd．,着力打造全产业链.此外,光明集团旗下上市

公司金枫酒业一直以黄酒为主营业务,光明集团酝酿收购葡萄酒资产,收
购澳洲最大酒业集团 Foster’s,试图扩张产业链;而且,集团筹划扩张南

美、新西兰等地的食糖业务,以充实光明的国际化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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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产品流通概述

一、农产品流通的意义

　　农产品流通是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农产品的交换过程,它是连接农

产品生产与消费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农产品流通不仅是对农业生产本身

的发展,而且对于满足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求,保证社会经济的稳定

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产品流通是保证农业再生产过程的实现、加速农业商品经济发展

的重要前提.通过农产品流通才能使农产品的价值得以实现,使农业再

生产能够顺利进行;通过农产品流通,促进农业内部分工,有利于地区优

势的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社会化程度;通过农产品流通,促进

农业生产者面向市场,改善经营管理,运用新技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降
低消耗,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以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农产品流通为工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一方面,通过农产品流

通,为工业特别是轻工业提供各种原料,保证工业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通过农产品流通,使农产品价值顺利实现,增加农民的货币收

入,可以提高农民对工业品的购买力,从而扩大工业品在农村的销售市

场,推动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

　　农产品流通对于保障市场供应、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保持社会稳定具

有重要作用.随着人们经济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对农

产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等将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只有通过农产品流通,

才能将消费者的需求传达给生产者,指导生产的发展,生产出更多更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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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市场需要的农产品,并通过顺畅的流通去保证消费者对这些农产品

的需求,而只有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才能保证社会生活的

基本稳定.

二、农产品流通的特点

　　农产品流通与一般商品流通相比有其自身的显著特点,主要是:

　　(１)农业生产季节性与农产品消费常年性的矛盾,使得农产品在流通

领域停留时间相对较长,需要通过必要的储备和均衡上市,以保证人们对

农产品的正常消费.

　　(２)农业生产的地域性与农产品需求的普遍性的矛盾,要求农产品具

有合理的流向,以保证非生产区居民的消费需求.

　　(３)农产品的生物学特性,如易腐、易损、体积偏大等,使农产品流通

具有较强的技术性,经营农产品具有较大的风险性.只有采取有效的技

术措施,加强经营管理,才能减少或避免损失,才能提高农产品营销的经

济效益.

　　(４)农产品的生产是由众多农户分散进行的,而农产品流通面对的是

国内外的广阔市场,因此,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妥善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

矛盾.

三、农产品流通的渠道

　　农产品流通渠道,是指农产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衔接消费的

通道,即农产品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所经过的途径.农产品

流通渠道可以从以下不同角度去划分:

　　(１)依据农产品的销售形式,划分为直接流通渠道和间接流通渠道.

直接流通渠道是指农产品由生产者直接转入消费者手中的一种流通渠

道,如农民向消费者直接出售自己的产品;农业原料生产基地与加工企业

签订产销合同,直接向加工企业销售农产品原料等.间接流通渠道是指

农产品由生产者转移到商人,再由商人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一种流通渠

道,它是随着商品经济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流通形式.

　　(２)依据专业分工情况,划分为专营商业渠道、兼营商业渠道和产销

结合渠道.专营商业渠道是指专门从事农产品购销经营活动的一种流通

渠道.兼营商业渠道是指以经营其他商品为主、附带经营农产品的一种

流通渠道.产销结合渠道是指农产品生产单位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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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位产品的一种流通渠道.

　　(３)依据农产品流通的管理形式,划分为计划调节性流通渠道和市场

调节性流通渠道.计划调节性流通渠道是指按国家政策规定,采取计划

购销的农产品流通渠道.市场调节性流通渠道是指在计划调节以外,采
取议购议销和自由购销的农产品流通渠道.

四、农产品流通的环节

　　农产品流通环节,是指农产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转移的过程中

所经过的各个环节.农产品离开生产领域后,进入不同的流通渠道.农

产品在这些流通渠道中,需要经过某些环节,逐步地向消费领域转移,才
能完成其实体的转移和价值的实现.

　　农产品的流通,一般包括收购、销售、贮藏和运输四大环节.在流通

过程中,这四大环节彼此存在内在的联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空

间位置的转移运动(运输和贮藏)总是以农产品所有权的转移(收购和销

售)作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农产品运输和贮藏总是随着农产品收购

和销售工作的进行而发生的.因此,四大环节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收购和

销售.然而,运输和贮藏也是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运输和贮藏,收购和

销售很难进行.

　　有些农产品,还应包括加工这一重要环节.例如粮食,粮食部门收购

的粮食,基本上是原粮,而广大消费者购买的一般是成品粮,在原粮等级

既定的情况下,成品粮质量取决于加工质量,加工对粮食流通影响很大.
粮食通过加工还可以增值,提高粮食流通过程中的经济效益.

　　此外,农产品流通还有一些必要的辅助环节.从技术角度考虑,由于

农产品是生物产品,许多农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常常要经过检验、整理、分
级、包装等环节;有些农产品还必须经过必要处理,以延长保鲜期和防止

病虫危害.

第二节　农产品价格形成和流通模式

一、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基础与过程

(一)农产品价格的形成基础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农产品的价值是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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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值由农业生产过程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C)、劳动者为维持

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即劳动报酬(V)以及劳动者为扩大再生产

和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即盈利(M)三部分组成.农产品价值＝C＋V＋
M.其中,C＋V 构成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是农产品价值的基本部分,是农

产品价格的最低界限.在正常情况下,农产品价格首先要保证农产品的

生产成本得到补偿.马克思指出:“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

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

消耗的组成部分,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

下去,预付资本价值就会消失.”农产品价格仅仅补偿农产品成本是不够

的,还必须保证在补偿成本后有一定的盈利.只有农产品价格高于其成

本,使农业生产有合理的盈利,才有利于改善农民的生活和实现农业扩大

再生产.否则,农业积累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就失去了物质基础.农

产品价值中的盈利M 包括税金和利润两部分.在通常情况下,农产品价

格在体现以价值为基础时,应高于其成本和税金之和.

　　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在工

业生产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反映的是中等生产条件的企业生产某种产

品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在农业生产中,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而由

于土地数量的有限性,为了满足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不仅要把

优等地和中等地投入生产,而且必须把劣等地也投入生产中去.但劣等

地生产的农产品平均成本较高,为使经营劣等地的农业生产者所耗费的

劳动也能得到补偿,并使其中多数生产者能够有利可图,在确定农产品的

价格时,应当以经营劣等地的农业生产单位生产某种农产品的平均必要

劳动时间,作为生产该种农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而决定其价值,

商品农产品的价格应以此为基础.所以,农产品价值是农产品价格的形

成基础,而生产该农产品的劣等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则决定了农产品

的价值.
(二)农产品价格的形成过程

　　农产品价格形成的基本过程是由供求决定的,它反映了农产品市场

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变化.当农产品供不应求时,农产品价格上涨;反之,

供过于求,价格下跌.在理论上,个别需求曲线水平加总后,可以得到市

场需求曲线,而个别供给曲线的水平加总则得到市场供给曲线.需求曲

线反映出消费者的需求,而供给曲线则反映出生产者的动机.这两条曲

线相互作用即形成了市场均衡价格,如图７－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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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１　市场均衡

　　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即消费者需求的数量Q０ 等于农产品的

供给数量Q０.这种均衡发生于均衡价格P０ 处.在均衡点上,所有农产

品购买者都愿意以P０ 的价格来购买他们想要的数量,而所有的市场供应

者也都愿意以P０ 的价格来销售如此数量的农产品.市场上没有短缺,也
没有剩余,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此时的P０ 可以看成是等式D(P)＝S 的

解.

图７－２　均衡的变动

　　用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可以说明农产品价格的变动.在图７－２中,
供给曲线S 与需求曲线D 的交点E０ 决定了原有的均衡价格P０ 和均衡

量Q０.假设由于实际收入的增加,消费者在相同的价格下,要消费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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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产品,因此需求曲线从D 移动到D１.影响需求曲线移动的,除了实

际收入的增加以外,还有人口的增加、偏好的变化等.由于这种需求曲线

的移动,使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从E０ 移动到E１,均衡价格会上

升.如果在此基础上,出现类似扩大种植面积等可以引起供给增加的因

素,会使供给曲线从S 向右下方移动至S１,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的交点从

E１ 移动到E２,均衡价格会下降.影响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移动的因素,

最终都会影响到农产品市场的均衡价格.

二、农产品的比价和差价

(一)农产品比价及其变动规律

　　１农产品比价的分类

　　农产品比价是指同一时期、同一市场各种不同类别农产品价格之间

的比率关系,通常以农产品收购价为标准价格进行比较.它直接影响着

不同农产品生产者的收入,也同时影响到各种农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当

一种农产品的价格相对于另一种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或下跌时,生产者会

认识到应增加或减少此种产品的产量.主要的农产品比价有以下五种:

　　(１)粮食比价.特指不同种类粮食收购价格之间的比率关系,如小麦

大米比价、小麦玉米比价等.

　　(２)粮食与经济作物比价.特指粮食与各种经济作物收购价格之间

的比率关系,如粮棉比价、粮菜比价等.

　　(３)粮食与畜产品比价.特指粮食与各种畜产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

率关系,如粮猪比价、粮蛋比价等.

　　(４)粮食与水产品比价.特指粮食与各种水产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

率关系.

　　(５)粮食与土特产比价.特指粮食与各种土特产品收购价格之间的

比率关系.

　　２农产品比价的计算

　　农产品比价的计算方法主要有两种:

　　(１)农产品单项比价.它是指一种农产品收购价格与另一种农产品

收购价格之间的比率关系,计算公式为:农产品单项比价＝交换品收购价

格/被交换品收购价格.例如,１９８５年每千克皮棉的平均收购价格为

３．２１８元,每千克粮食为０．４１６元,则棉粮比价为３．２１８/０．４１６＝７．７４.

　　(２)农产品综合比价.它是指某一类农产品收购价格与另一类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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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收购价格之间的比率关系,计算公式为:农产品综合比价＝交换品价格

指数/被交换品价格指数.例如,以１９７８年为基期,１９９７年全国经济作物

类收购价格指数为６４５．４,粮食类收购价格指数为６７４．７,经济作物与粮食

作物的综合比价是６４５．４/６７４．７＝０．９５７.

　　３农产品比价的变动规律

　　农产品比价的变动一般具有以下两个规律:

　　(１)以不同农产品之间的价值量比率为基础,农产品之间的比价应该

大体上反映农产品价值量之间的比率关系,也就是生产不同农产品所需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比率,应该使农民生产任何一种农产品除收回生

产成本外,都能获得扩大再生产所必需的资金积累.

　　(２)农产品比价的变动以粮价为中心,其他农产品的价格与粮食价格

之间经常保持着适当的比率.这主要是由于粮食是人们最重要、最基本

的生活资料,粮食生产和购销在农产品总量中占有很大比重,合理而稳定

的粮食价格是使整个农产品市场价格趋于合理而稳定的关键.

(二)农产品差价的种类及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农产品差价是指同一种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由于地区、季节、质量

和流通环节等的不同而形成的价格的差额,包括地区差价、季节差价、质
量差价、购销差价、批零差价.各种农产品差价关系到生产者、经营者、消
费者三方面的利益,合理的差价对于正确处理各方面的经济利益、促进生

产和流通的顺利发展、稳定市场物价和安定人民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１地区差价

　　地区差价是指同一时间同种农产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价格差额.地

区差价包括地区收购差价和地区销售差价.前者是由于农产品各产地的

条件不同,从而引起单位农产品生产成本不同造成的;后者是由于农产品

各产地距离销售市场远近不同、流通费用不同造成的.地区差价的计算

公式为:

　　(１)已知产销两地销售价格或收购价格:

地区收购差价＝集散地收购价格－产地收购价格

地区销售差价＝销地批发(或零售)价格－产地批发(或零售)价格

　　(２)已知产地批发价格,未知销地批发价格:

农产品销售地区差价＝进货成本×(１＋商品在途天数×日利息率)/
[１－损耗率)×(１－经营管理费率－利润率)]－产地批发价格

　　例如,A地生产的生猪运到B地销售,A地的批发价为４．００元/千克,



第七章　农产品流通与贸易
 ◆１５３　　

路途运输２天,损耗率为１％.已知进货时各项成本相加后,进货成本为

４．４０元/千克,日利息率为０．２‰,经营管理费率为０．１‰,利润率为４％.
利用上述公式可得该批生猪的地区差价为０．６３２元/千克.

　　２季节差价

　　季节差价是指同种农产品在同一市场内不同季节存在的价格差额.
季节差价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同种农产品在不同季节的生产

费用和产量不同,导致单位农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从而产生季节差价;
另一方面,由于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和消费的常年性,从生产到消费之间

需要进行农产品的储存,储存过程的费用和自然损耗要通过季节差价得

到补偿.合理的季节差价能够促使农业生产者和商业部门增加淡季的供

应,在旺季增加储存,从而使市场供求更好地保持平衡.季节差价的计算

公式为:

　　(１)成本法.以旺季最低价格为基价,加上季节储存费用和利润,计
算季节差价.计算公式为:

某季节价格＝(基价＋储存费用＋利息)/(１－损耗率)±季节盈亏

季节差价＝某季节价格－基价

　　(２)比较法.先收集、整理某种农产品历史上若干年中各个季节的平

均价格,以其最低价格为历史基价,并求出各季节的平均价格与历史基价

的百分比,即为该产品历史上各季节的差价率,然后以该产品当年在旺季

的最低价格为基价,参考历史上的季节差价率,确定当年各季节差价.计

算公式为:
某季节差价＝基价×(１±季节差价率)

　　３质量差价

　　质量差价是指同种农产品在同一时间、同一市场,因质量不同而形成

的价格差额.产生质量差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生产农产品的自然条

件优劣不同、用于生产商品的劳动复杂程度与技术水平不同、投入生产过

程的物质资料或活劳动质量不同等.实行质量差价有利于刺激农民积极

采用新技术,推广优良品种,从而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

要.农产品质量差价的具体表现形式很多,主要有品质差价、品种差价、
规格差价、等级差价、鲜度差价、死活差价、包装差价、品牌差价等.其计

算公式为:

　　(１)质量比率法,指非标准品价格占标准品价格的百分比.
质量比率＝非标准品价格/标准品价格×１００％
质量差价＝标准品价格×质量比率－标准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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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质量差率法,指非标准品价格与标准品价格之间的差额占标准品

价格的百分比.

质量差率＝(非标准品价格－标准品价格)/标准品价格×１００％
质量差价＝标准品价格×(１±质量差率)－标准品价格

　　(３)质量差额法,指非标准品价格高于或低于标准品价格的差额.
质量差价＝非标准品价格－标准品价格

　　４购销差价

　　购销差价是指商业流通部门在农民处收购和在消费者处销售某种农

产品的价格差额.购销差价是由商业部门的合理费用、利润和税金所组

成的,体现着农产品生产者、商业经营者和消费者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
正确处理购销差价,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扩大商品的流通.购销

差价的计算公式为:

　　(１)已知收购价格和销售价格:

购销差价＝批发价格(或零售价格)－收购价格

购销差率＝购销差价/收购价格×１００％
　　(２)已知收购价格,未知销售价格:

购销差价＝(收购价格＋直接费用)×(１＋合理周转天数×日利息率)/
[(１－损耗率)×(１－经营管理费率－利润率－税率)]－收购价格

　　例如,四川的生猪在产地的收购价格为４．００元/千克,路途运输２天,

损耗率为３％.已知直接费用为０．４０元/千克,日利息率为０．２‰,经营管

理费率为０．１‰,利润率为５％,税率为３％.利用上述公式可得生猪的购

销差价为０．９３４元/千克.

　　(３)已知购销差率:
购销差价＝收购价格×(１＋购销差率)－收购价格

　　５批零差价

　　批零差价是指同一种农产品,在同一市场、同一时间内的营销过程

中,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批零差价由零售商的合理费用、利
润和税金所组成.

　　(１)已知零售价格和批发价格:
批零差价＝零售价格－批发价格

　　(２)已知批发价格,未知零售价格:

批零差价＝进货成本×(１＋周转天数×日利息率)/
[(１－损耗率)×(１－零售税率－管理费率－利润率)]－批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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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已知批零差价率:
批零差价＝批发价格×批零差价率

　　例如,从产地进５吨大白菜到销售地销售,产地批发价为０．４０元/千

克,路途运输２天,损耗率为２０％.已知进货时各项成本相加后,进货成

本为０．５元/千克,日利息率为０．２‰,零售税率为３％,管理费率为０．１‰,
利润率为４％.利用上述公式可得这５吨大白菜批零差价为０．２７２元/千

克,同时可得批零差价率为６８．１０％.

三、农产品流通效率及评价指标

(一)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界定

　　农产品流通效率是指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流通产出与流通支出的比

值.其中,农产品流通产出是农产品各流通环节附加价值的总和,流通支

出包括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发生的流通费用及交易费用.由于农产品流通

经历环节较多,物质形态改变较大,加上政府部门没有全国范围内的农产

品流通的统计资料,这使得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产出与支出很难获知.
所以,农产品流通效率很难用单一指标进行评价.因此,农产品流通效率

的高低只能从不同的侧面选取一组相关的指标体系间接地进行评价.
(二)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构成

　　考虑到评价指标数据来源的可能性与可靠性、指标体系内在的逻辑

关系以及农产品的物理特性,我们选取以下七组指标作为评价农产品流

通效率的指标体系.

　　１市场整合度

　　在中国,农产品流通从生产者到最终消费者都要经过生产、收购、加
工、批发、零售等某几个环节或所有环节,在每个环节上,农产品的交易都

是以市场或企业为载体的.判断农产品流通效率高低的首要标准是农产

品流通过程中的不同环节或同一环节的不同市场间,其联系的紧密程度

如何.较高的市场整合程度是市场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一般来说,整合

程度越高,市场机制的作用越强,资源和商品的流通性越充分,资源最佳

配置和商品的最优分配就越容易实现,从而农产品流通的效率也就越高.

　　市场整合总共有四大类,分别是不同市场的空间整合、不同营销阶段

的整合、不同时间的整合、不同商品之间的整合.对于农产品市场整合度

的评价,可以根据不同农产品流通的特性以及所掌握的数据情况,选取不

同类型的市场整合指标进行计算,从而来评价农产品流通效率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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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根据市场整合的测算结果,从不同角度探寻影响市场整合的

相关因素,这些因素同样是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高低的因素.所以,通过

分析市场整合度,可以评价农产品流通效率的高低,同时还可以分析影响

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因素,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提供相关依据.

　　２市场集中度

　　市场整合度衡量的是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各市场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如

何,下一步就要针对各个市场,分析各市场内部的运行效率如何.按照西

方经济学的观点,市场结构与市场效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哈佛学派构造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

绩效”的分析框架,简称SCP框架.该学派认为,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

在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而企业行为又决定市场运行的经

济绩效.在一个部门内部,市场的集中程度越高,市场越低效,但规模效

益显著的部门除外.有效的产业组织政策首先应该着眼于形成和维护有

效竞争的市场结构,他们主张对经济生活中的垄断和寡占采取规制政策.

而现代产业组织理论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判断市场效率的标准,不应像结

构主义者那样只注重是否损害了竞争,而应当看最终市场效率的结果,只
要最终的市场绩效是良好的,不管市场中是否存在垄断或高度寡占,政府

就没必要干预市场.政府规制的重点应当放在对卡特尔等企业间的价格

协调行为和市场分配行为实行禁止和控制.

　　３技术效率

　　对于市场中的每一个经营主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生产函数.每个生

产函数在技术水平既定和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都有自己的一个生产

可能性边界.但是,由于受社会、经济、人口学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每个经

营主体的实际产出都有可能在生产可能性边界之下,这就造成了经营主

体在现有投入水平下的效率损失.技术效率是用来衡量一个经营主体在

等量要素投入条件下,其实际观察到的产出离最大产出的距离,距离越

大,则技术效率越低.通过计算农产品流通市场中各经营主体的技术效

率的高低,来判断目前各经营主体是否已经达到其技术前沿,如果还没有

达到,可以分析究竟哪些因素影响了各流通主体的技术效率,从而采取相

应的政策措施来降低市场中各经营主体的效率损失.

　　４消费者满意度

　　农产品流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农产品流通过程

中创造的价值要经过消费者的检验,才能变成有效的产出.通过计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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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满意度,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衡量农产品流通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大小.
一般来说,消费者满意度越大,意味着消费者用既定的支出获取的效用越

高,效用越高,意味着消费者感受到的服务越多,从而有更多的流通服务

被接受,这样农产品的流通效率就越高;反之则反是.消费者满意度是对

农产品的价格、质量、卫生、购买环境、购买方便程度、服务等的一个综合

评价,是对农产品流通产出的一个综合衡量.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对商品的质量与服务越来越关注,而商品的质量、服务等指标却很

难从产出的角度来计量,消费者满意度这一指标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

题.在计算消费者满意度的过程中,同样可以分析影响消费者满意度大

小的相关因素,从而为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提供相应的对策.

　　５流通差价

　　前面的市场集中度、技术效率、消费者满意度这三个指标实际上都是

从产出的角度对流通效率进行评价的.接下来就要从成本的角度对农产

品流通效率进行分析.从消费者的观点来看,农产品的流通费用即消费

者最终支付的价格与农产品最初购进价格的差额.这个差额包括流通中

各环节发生的运输、加工、保存、包装等实际发生的流通费用,以及各环节

的市场主体获取的正常利润.消费者购买相同质量的农产品,如果流通

差价越高,则农产品的流通效率越低.导致流通差价高的原因或许是流

通的环节过多,导致流通费用增加;或许是流通经营主体拥有垄断势力,

利润过高.因此,要对流通差价进行分解,分析流通差价的结构,计算各

个环节具体发生的各项费用组成,及经销商获取的正常利润占流通差价

比重的大小,以此找出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因素.同时,通过分析农产

品流通差价的结构,还可以比较不同流通渠道流通差价的异同,从而可以

比较不同流通渠道的流通效率的高低.

　　６农产品的交易费用

　　农产品的流通成本,除了包括前面的农产品流通费用,还包括农产品

的交易费用.农产品的交易费用具体包括:农产品经销商进行市场调查

和信息收集、处理的费用,确定价格时的讨价还价费用,签订交易合同的

费用,对交易合同进行监督和贯彻的费用等.对农产品交易费用的统计

同样是十分困难的,正规的统计渠道没有这方面的统计,这就给衡量农产

品交易费用的高低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因此,只能从定性的角度分析有

哪些因素影响了农产品交易费用的大小,从而间接说明对农产品流通效

率影响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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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流通时间

　　从农产品物流角度看,效率体现在用尽可能少的时间实现商品的空

间位移和在不同所有者(或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转移.对于易腐和易受

污染性的农产品尤为如此.所以,评价农产品流通效率一个很重要的指

标就是农产品流通时间的长短.农产品流通时间包括从收购、运输、加工

到批发、零售整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一般认为,在某一特定的流通渠道,

流通时间越短,流通效率越高.

四、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模式

　　目前,我国农产品流通市场形成了以农户、农民合作社、农产品加工

企业以及经销商为主要流通主体,以农贸市场和批发市场为载体的格局.

这是经历多年的市场化变革由计划调节下的统购统销模式演化而来的.

现阶段,我国共存的几种农产品流通模式如下:

　　模式一:农户＋(收购小贩)＋批发商＋零售终端.

　　这种模式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存在小贩.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正
常都是农民将农产品收割之后就直接卖给小贩,小贩将收购的农产品再

转卖给下一级批发商,批发商再转卖给零售商,结束农产品流通.这种模

式的特点是,由于渠道单一,容易造成农民对小贩的极其依赖.二是不存

在小贩.这种模式的前提条件是某种农产品大片集中种植在某个区域,

由于这种规模种植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农户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入市场

直接与批发商进行交易.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农户与批发商的交易是一

次性的,双方只是寻求当次交易的利益最大化.

　　模式二:农户＋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终端.

　　这种流通模式的关键在于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的关系.根据双方签

订的合同,农户按照合同中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生产既定数量和种类的

农产品,而龙头企业则兼司收购、加工以及销售工作,将收购来的农产品

进行深加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然后转卖给下级的批发商和零售商来

完成流通,这种流通操作被称为“订单农业”.该模式的优点在于:首先,

通过合同将农户和龙头企业进行绑定,这样可以使农户和龙头企业共同

承担市场压力,使农户利益得到保障.其次,与第一种流通模式相比,该
种模式更能优化农产品流通,既维持了农产品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又节省

了信息搜寻的成本.同时,该模式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如农户与企业之间

的契约关系比较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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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式三:农户＋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批发商)＋零售终端.

　　这种模式是在农户与龙头企业之间加上了农民合作社,其实它是对

模式二的矫正与完善.这种模式与模式二进行比较,就是农户与龙头企

业不再有直接关联,农民合作社成为了两者之间的纽带和桥梁.合作社

将散落的农户集中起来,根据订单要求组织生产,对农户的产品进行统一

收购,然后统一组织销售.这种模式的优点:首先,农民合作社代替散落

的农户与龙头企业进行交易可以节省磋谈的时间,并且相对稳固的关系

可以使流通渠道更加流畅.其次,合作社相对散落的农户肯定有更强的

谈判能力,因此可以为农户争取更多的利益.这种模式的优点与带给农

户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但农民合作社在我国尚处于初级阶段,运作起来

并不熟悉,缺乏规范性,因此要加强培养优秀的农民合作社.

　　模式四:农户(农业合作社)＋零售终端(超市).

　　这种流通方式称作“农超对接”,是我国近年来重点鼓励的农产品流

通模式.此种模式的特点:以超市为代表的零售终端与代表农户的农民

合作社没有任何其他中间环节,二者以直供和直采的形式对接农产品.
超市凭借其自身资金、管理、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参与农产品的生产加工与

流通过程,并以其信息、技术、物流等方面为农业提供一条龙服务,使农户

与市场之间无需流通组织也能有效连接,达到缩减流通环节、降低流通成

本的目的.这种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第一,最大限度地缩短了供应链

的长度,降低流通过程的消耗和成本,并且超市对农产品流通过程进行监

控,充分地保障了产品的质量.第二,从农户的角度来看,很大程度地降

低了市场的不确定性对农户生产的影响,从而避免了农户的盲目生产.
第三,从超市的角度来看,省去的中间流通环节节省了流通成本,这样就

降低了产品的价格,提高了零售行业的产品竞争力.第四,从消费者的角

度来看,产品价格的降低使消费者获得最大福利.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农产品流通出现了新的模式.特别

是涉农电商发展势头迅猛.阿里巴巴发布的«农产品电子商务白皮书»显
示,截至２０１５年底,淘宝和天猫经营农产品类目的网店达２６．０６万家,涉
及农产品商品１００４．１２万个,仅淘宝网就完成农产品交易金额约２００亿

元.电子商务的引入对农产品的流通来说带来了三大方面的优势.

　　第一,电子商务有利于削减过多的农产品流通中介环节,缩短产品流

通链.长期以来传统中介组织致力于将规模小、经营分散、自销能力弱的

生产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增强农户的市场竞争力,降低经营风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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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电子商务平台可以使生产者直接与消费者进行交流,迅速地了解市

场信息,自主地进行交易.其信息获取能力、产品自销能力和风险抵抗能

力相较于传统中介大大加强.同时通过电子商务,选择和保留附加值高

的流通环节,合并或去除附加值低的渠道.例如,在农产品流通领域中,

批发市场因规模大,商品集散、价格形成及供需调节功能强,附加值较大.

而产销地的中间商规模较小,信息传递、产品集散、价格调节功能较弱,附
加值较小.因此,可以鼓励建成以传统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为现实载体,去
除中间商环节,构建新型的电子商务流通链:生产者—电子批发市场—
(网上)零售商—消费者,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加速商品和信息的流动,

以达到提高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目的.

　　第二,电子商务有利于降低农产品的流通成本.通过电子商务可以

减少农产品流通环节,缩短流通链.这不仅能降低农产品流通的运输保

鲜成本和时间成本,也能节约交易中介的运营费用及抽取的利润.另外,

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生产者能直接、迅速、准确地了解市场需求,生产出适

销、适量的农产品,避免因产品过剩而导致超额的运输、储藏、加工及损耗

成本.再者,以电子商务中介代替传统中介能节约包括信息搜寻成本、摊
位费、产品陈列费用、询价议价成本等在内的交易成本和因信息不通畅而

带来的风险成本.

　　第三,电子商务有利于健全农产品市场机制和功能.

　　一是有利于健全市场价格机制.市场分割、信息不对称、缺乏充分竞

争的市场环境是农产品价格不稳定的主导因素.通过电子商务网络平

台,各地的农产品批发市场能相互连通,形成全国性的农产品流通大市

场.另外,农产品虚拟市场可以容纳大量的交易者,减少人工成本和人为

干预,让每个交易者都享有平等的信息获取和交易机会,保证了市场高度

的透明性和公平性.电子商务可以构建规模大、信息流畅、透明度高、竞
争充分的全国农产品统一市场,建立反应灵敏、健全有效的公平价格形成

机制.

　　二是有利于改进市场交易方式.高成本、低效率的对手交易已难以

适应农产品流通发展的要求,市场需要更加先进、高效的交易方式,而电

子商务的自动化和空间可扩展性为交易方式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如通

过电子商务拍卖平台,大量分布广泛的交易者可以进行网上零距离的沟

通和交易,构成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虚拟拍卖市场能提供从拍卖

申请、招标竞价、电子支付、配送服务等一条龙的自动化服务,既提高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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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效率,又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了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

　　三是有利于完善市场的信息服务功能.我国已建立和开发了许多农

业信息服务系统,主要从各农产品市场中获取最新的信息,进行筛选、加
工、处理.以此作为服务后台,提供原始的或经过分析处理的有用信息.

而电子商务网站可作为信息发布前台,将各类信息进行整合、发布,并与

其他农产品市场进行信息联网,使用户能从同一平台上获得即时、全面、

有价值的信息.另外,电子商务网站还能提供各类信息增值服务,如信息

的搜索、查询,同类产品销量、价格等的汇总、比较等,帮助用户减少信息

搜寻成本,提高信息利用率,满足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第三节　农产品市场流通现状

一、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演进

(一)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国家干预下的市场调节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经

济中存在多种经济成分,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个体农民自主生产,农产品实

行国家干预下的市场调节体制.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城

乡分隔、交通运输破坏等原因,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受到严重

阻滞.１９５０年,由于农业恢复较快,农产品产量增加,而城市因为“统一财

经”造成暂时的需求不足,扩大工农产品的交流、提高农民的购买力,就成

为促进工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的关键措施.为了保证国内包括农产品贸易

在内的商品交易有序进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发出«关
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要求各地对“不在各该当地人民政府规定

之交易市场内交易者、故意抬高价格抢购物资或出售物资及散布谣言,刺
激人心,致引物价波动者”等予以坚决打击,以保障“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

划内实行贸易自由政策”.

　　１９５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土产会议推销土产的指示»,指
出“推销大量的商品粮食、经济作物、出口物资和占农业收入很大比重的

农副产品,就成为目前广大农民最迫切的要求”.为了进一步扩大农产品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流通,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整

商业的指示»中指出,“为了保障人民利益,畅通城乡交流,为了提高私营

经济的积极性,除了合理调整价格和适当划分经营范围之外,还应取消各



◆１６２　　 农业经济学


地对私商的各种不当的限制,禁止各地交易所的独占垄断行为”.“中央

商业部对于各种农业副产物,应固定适当的比价.”根据上述相关精神,国
家加强对工农产品比价、不同农产品之间的比价的调控,以实施国家农业

生产计划.在国家的干预下,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缩小了,自１９５０年到

１９５２年底,农产品采购价格提高了２１．６％,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提高

９７％.工农产品比价平均指数以１９５０年为１００,１９５２年降为９０．３.国

家采取行政干预经济在当时是必要的,维护了市场的稳定,也调动了农民

生产的积极性.我国粮食产量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１３１８万吨增长到１９５２年的

１６３９２万吨.其他农作物,如麻、烟等的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也不断提

高.
(二)１９５３~１９７７年:统一计划购销

　　从１９５３年开始,农产品出现供需紧张.为控制这一局面,保障基本

的生产、生活需要,我国农产品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流通体系.到１９５６
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实现了对粮食的统购统销、对棉花的计划控

制,农业的发展开始纳入国家计划经济的轨道.１９５７年,国务院进一步指

出,凡属国家规定计划收购的农产品,全部由国家计划收购.其后,农产

品基本上都由国营商业独家收购.１９６１年,中共中央文件又提出了三种

收购政策,即第一类物资(粮食、食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第二类物

资(其他重要农产品)实行合同派购政策;第三类物资(统购派购以外的农

副产品)实行议价政策.这一时期基本上采用了农产品计划供应的方式,

将农产品流通直接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实质上否定了农产品的商品交换

性质,农产品基本上不存在随行就市的自由交易.
(三)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过渡时期

　　统购统销政策是粮食供求紧张、国家需要在农村取得大量工业化积

累等历史条件下的产物.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是我国由计划调节向与市场调节

相结合的过渡时期,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人民公社制度的解

体,农产品流通体制也开始突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据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决定,从１９７９年起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对农产品统购派购的范

围和品种进行了重新规定.在这一阶段,国家逐步减少了统购统销和限

售的品种和数量,缩小了国家收购农产品的范围.到１９８４年年底,属于

统购派购的农产品由过去最多时的１８０多种减少到只剩下３８种,统购派

购的范围大大缩小.除棉花外,其他农产品在完成政府收购任务后,根据

市场供求实行议购议销.在过渡时期,由于政策的放宽,农民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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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剩余农产品大量出现,农村集贸市场和传统农副产品市场也得到恢

复和发展,成交金额增长迅速.

(四)１９８５~１９９７年:双轨制时期

　　这一阶段废除了传统的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逐步建立起农产品市

场调节机制,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两种交易方式并存.统购统销制使生

产、消费、需求相脱节,损害了农民的利益.１９８４年的粮食大丰收,使国家

陷入购不起、销不动、调不出的困境.因此,在１９８５~１９９１年期间,我国

农产品流通领域开始实行合同定购与市场收购的“双轨制”方式,农产品

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大大加快.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农产品购销走出

“双轨制”,进入全面市场化的阶段.经过１０多年的改革,粮食等农产品

统购统销体制已经结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购销体制正式形成.但在

１９９４~１９９７年,农产品流通又回归“双轨制”模式.国家放开粮食购销体

制后,以市场化为目标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却并未顺利付诸实施,并由

此导致了粮食供需缺口的扩大,引发粮价大幅上涨.为保持社会稳定,国
家再度强化了对市场的介入.在棉花的购销中,继续不放开经营、不放开

市场、不放开价格,实行国家统一定价,由供销社统一经营.
(五)１９９８年至今:深化改革时期

　　深化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从１９９８
年开始,我国农产品流通体制进入全面改革时期.«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

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

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深化棉花流通体制的意见»等文

件的出台说明,这一时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在粮食领域,粮
食以外的各类农产品流通的市场化改革进程都得到了持续的推进,并逐

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市场化流通秩序.虽然也有流通不畅的情况发生,
但主要是局部的结构性问题,只有粮食流通在市场和计划取向上出现了

反复,其间存在的问题呈现出典型的体制内生性,使粮食体制改革陷入两

难境地.因此,１９９８年以后,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成为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

的主要内容.

　　纵观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的政策变迁路径,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

段的“计划”和“市场”的地位,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即计划经济逐步退

出,市场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传统的农产品流通体制购销框架中,
我国农产品购销主要采取三种形式:统购、派购和议购.其中,统购和派

购均属于指令性计划.随着改革的不断发展,三种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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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松动过死的传统统购体制,接着废除了农产品统购和派购制度,绝大

多数农产品采取议购方式.伴随着农产品购销改革的步伐,国家逐步出

台了各种政策性法规和文件,来推动农产品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二、我国农产品市场流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信息不对称,盲目跟风

　　农产品的结构性、季节性、区域性过剩,是农产品市场存在的普遍性

问题.究其原因,是由于农产品结构调整滞后,生产、技术、加工、流通信

息不灵,农产品流通的网点、规模、设施等与农产品市场的发展需求极不

相称,适应农村市场商品流通的体系不健全所致.市场信息的形成机制

和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使农户缺少市场信息的指导.这样,生产就很难

适应需求的变化,农产品面临严峻的市场问题,也就必然导致农业增产不

能增收.
(二)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薄弱

　　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总量不足,装备落后,在大中城市要稍微好些,

而在广大农村地区,包括县、乡,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大多简陋陈旧,流通

辅助设施建设滞后.主要表现为储藏条件差、能力低.过去,我国农产品

十分短缺,仓储设施的建设较少,随着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农产品出现

大量的剩余,这就要通过储藏等方式进行吞吐,调节市场的供应,以缓解

农产品的季节性矛盾.但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投资以及缺乏引导和管理,
我国的农产品储藏设施的建设处于盲目无序的状态.

(三)农产品交易市场不规范,方式单一

　　农产品流通主体发育缓慢.现在传统的方式主要是一对一式的现货

交易,多数企业与农户之间是买断关系,订单农业履约率不高,农民受益

有限.农民流通合作经济组织化程度和市场覆盖率低,一家一户的农民

进入流通领域如同散兵游勇,各自为战,难以适应市场变化.现代化的大

宗农产品交易市场不普及,期货交易、远期合约交易形式更少.这种状况

造成交易市场运作的效率很低.
(四)农产品营销观念和手段落后

　　我国农民虽然在生产方面已经努力地去适应市场的需要,但在销售

方面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去甚远,关键在于他们还不能“走出去”,主
动地选择最有利的市场去销售,而是被动地等待市场的选择.目前,农民

自己的经销组织较少,这样,农民不仅会失去大量的商业利润,同时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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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农产品的运销成本,使一些在产地价格较低的农产品进入销售地以

后价格较高,同时也会发生区域性的供求矛盾.就农产品的营销手段而

言,目前是比较落后的.

三、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的架构

　　农产品流通体系架构是从整个农产品流通的角度,包括生产、加工、

运输、销售、消费,来研究农户与农产品流通中介组织、农产品流通中介组

织与市场、市场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
(一)建立国内外一体化的农产品市场

　　就是建立一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接轨的农产品市场.国内外一体

化的农产品市场的主要内涵是:国际市场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

制顺畅地传递到国内;按照市场规律、遵循国际贸易准则,参与国际分工

和贸易;按照国际贸易规范培育、开放市场,促进农产品贸易自由化.
(二)培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产品流通主体

　　培育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就是加快发展农业龙头企业,组织带动农户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和扶持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促进农业经

济组织创新.国有内外贸企业和供销合作社仍是重要的农产品流通主

体,要引导它们和农民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形成利益共同体,以
保持和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

(三)做大做强农业流通贸易龙头企业

　　凭借龙头企业自身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庞大的营销网络、方便快捷

的信息系统,依靠对市场的超前预测与把握,依托品牌优势,主动出击寻

找国内外订单,然后,或建立农产品生产基地,进行规模生产,或以“订单

形式”与农民签订合同,派出技术人员组织指导农民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

进行生产,并对质量实施全程监控.
(四)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体系

　　农产品流通在其运行过程中具有环节众多、信息量大的特点.要充

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农产品流通信息工程建设,积极创新农产品交

易渠道和方式.
(五)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政府的支持、服务、监督与调控作用对建立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十分

重要.加大对农产品流通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把农产品流通设施作为

社会基础设施,并且作为公益事业来发展,采取相应的政策予以扶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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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流通改革与发展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建立规范化的市场监管机

制;发布国内外农产品市场动态,为企业、农户提供准确信息,并为农产品

出口的市场准入创造条件.

第四节　WTO与农产品贸易

　　世界农产品贸易长期以来一直是作为特例游离于关贸总协定多边贸

易体制的管理之外,不受多边贸易规则的约束.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

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首次将农产品贸易全面纳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

有效管理中.乌拉圭回合有关农产品贸易达成的多边协议及其各成员的

减让承诺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农产品贸易框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各成

员农产品贸易必须遵循的纪律和规则,也是各成员改革农产品贸易政策

的一个现实方案,同时还是新一轮农业多边贸易谈判的基础.

一、«关贸总协定»关于农产品贸易方面的规定

　　农业不仅是一个经济产业,更是一个政治命题.为保护农业生产者

利益,很多国家都对农业实施了补贴政策.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关贸总协

定(GATT)对农产品采取了不同于工业产品的特殊措施,承认数量限制、

出口补贴以及国内补贴的合法性.
(一)数量限制

　　«关贸总协定»第１１条规定,对进出口产品不得设立数量限制,“任何

缔约方除征收税捐或其他费用以外,不得设立或维持配额、进出口许可证

或其他措施以限制或禁止其他缔约方领土的产品的输入,或向其他缔约

方领土输出或销售出口产品”.而对农产品,在生产限制等一定条件下,

作为例外措施同意对进出口的数量实行临时性的限制.

(二)出口补贴

　　«关贸总协定»第１６条规定,“对初级产品以外的任何产品禁止给予

或维持任何补贴,包括任何形式的收入支持或价格支持在内”.对出口产

品给予补贴,“可能对其他的进口国或出口缔约方造成有害的影响,对它

们的正常贸易造成不适当的干扰,并阻碍本协定的目标的实现”.对包括

农产品在内的初级产品,“如一缔约方直接或间接给予某种补贴,以求增

加从它自己的领土出口某种初级产品,则这一缔约方在实施补贴时不应

使它自己在这一产品的世界出口贸易中占有不合理的份额,适当注意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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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代表性时期缔约各方在这种产品的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及已经影响或

可能正在影响这种产品的贸易的特殊因素”.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关
贸总协定»并非完全禁止农产品出口补贴.

(三)国内补贴

　　«关贸总协定»第１６条补充规定,“凡与出口价格无关,为稳定国内价

格或为稳定某一初级产品的国内生产者收入而建立的制度,即使它有时

出口产品的售价低于相同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时的可比价格”,也不应视

为出口补贴.但是,对国内生产者的补贴,“不适当地刺激出口或其他方

面严重损害其他缔约方的利益”的是要禁止的.

二、WTO«农业协议»的主要内容

　　如前所述,农产品贸易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一直游离于 GATT 规

则的有效约束之外,农业保护深深地植根于发达国家的农业政策之中,以
至于在１９４７年«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以后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尽管

试图将农产品贸易问题纳入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管理框架,但都未能如

愿以偿.由于不能对农业保护主义进行有效的约束,发达国家利用１９４７
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体制缺陷,一方面极力推行农业支持和进口限制

政策,造成农产品生产过量和结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又为缓解库存压

力,处理剩余产品,通过巨额出口补贴向国际市场大量销售农产品.这些

做法导致国际农产品贸易冲突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不断升级,严重扭曲

了国际农产品市场.

　　１９８６年“乌拉圭回合”启动时,农产品贸易问题被列为该轮谈判的中

心议题之一.农业谈判主要在三大利益集团之间展开.三大利益集团分

别是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凯恩斯集团(由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巴西、

智利、新西兰、哥伦比亚、斐济、匈牙利、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
国和乌拉圭组成).谈判的目标是减少农业补贴和保护,建立一个公正

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国际农产品贸易体系,从根本上纠正国际农产品市场

中存在的扭曲现象.由于农产品贸易谈判各方存在利益冲突,谈判曾数

度陷入破裂的边缘.经过艰苦的努力,参加方终于在１９９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达成了«农业协议».

　　«农业协议»就农产品贸易逐步自由化改革提出一个行动方案.该方

案旨在建立一个“公平、公正、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涉及与

农业有关的四个领域: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规则以及动植物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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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检疫措施的规定.这是１９９４年«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和规则在国

际农产品贸易领域的具体应用.

(一)农产品市场准入

　　针对许多国家利用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农产品进口的情况,«农业

协议»要求成员将非关税措施转化为关税,并逐步降低关税,以保证一定

水平的市场准入机会.

　　(１)非关税措施应转化成普通关税,即关税化.制定相应进口关税

(从量税或从价税)的依据是关税等值.某种农产品的关税等值,等于该

产品的国内市场平均价格减去该产品或相近产品的国际市场平均价格;
某种农产品加工品的关税等值,等于农产品原料的关税等值乘以农产品

原料占农产品加工品的比重.在某种条件下,允许个别成员推迟进行关

税化.

　　(２)约束所有农产品关税,包括关税化后的关税.

　　(３)从１９９５年开始,发达国家成员在６年内,发展中国家成员在１０年

内,分年度削减农产品关税.以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关税平均水平为基础,用
简单算术平均法计算,发达国家成员削减３６％,每个关税税号至少削减

１５％;发展中国家成员削减２４％,每个关税税号至少削减１０％.

　　(４)以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为基准期,有关成员在这一期间进口必须进行

关税化的农产品,如不达到国内消费量的５％,则应承诺最低数量的进口

准入机会.在关税减让实施期的第一年,应承诺的最低进口准入数量应

为基准期国内消费量的３％,在实施期结束时应该提高到５％.如基准期

的进口数量超过国内消费量的５％,则应维持原有的市场准入机会.通过

关税配额实施最低的市场准入,配额内的进口享受较低或最低的关税,配
额外的进口缴纳关税化后的关税.

　　(５)针对关税化的农产品,建立特殊保障机制.成员通过谈判获得使

用该机制的权利,并在其承诺表中注明.启用该机制的前提条件是,某年

度的进口量超过前３年进口量的平均水平(根据该成员进口量占消费量

的比例确定),或者进口价格低于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进口参考价格平均水平

１０％.

　　(６)最不发达成员列入关税化及关税约束,但免于削减关税承诺.

(二)农业国内支持

　　为消除农业国内支持措施对农产品贸易产生的不利影响,«农业协

议»对不同的国内支持措施进行分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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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绿箱”措施

　　«农业协议»规定的“绿箱”措施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

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这些措施对

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各成员无须承

担约束和削减义务.

　　“绿箱”措施主要包括:一般农业服务支出,如农业科研、病虫害控制、

培训、推广和咨询服务、检验服务、农产品市场促销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等;粮食安全储备补贴;粮食援助补贴;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收入

保险计划;自然灾害救济补贴;农业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农业资源储

备补贴;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农业环境保护补贴;落后地区援助补贴

等.

　　２“黄箱”措施

　　«农业协议»规定的“黄箱”措施是指,政府对农产品的直接价格干预

和补贴,包括对种子、肥料、灌溉等农业投入品的补贴,以及对农产品营销

贷款的补贴等.这些措施对农产品贸易产生扭曲,各成员必须承担约束

和削减补贴义务.

　　通常用综合支持量来衡量“黄箱”补贴的大小.综合支持量是指为支

持农产品生产者而提供给某种农产品,或为支持广大农业生产者而提供

给非特定产品的年度支持水平,一般用货币单位表示.

　　在此期间内,每年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所承诺的约束水平.对特

定农产品或所有农产品的支持,实行微量允许,即只要综合支持量不超过

该产品生产总值或农业生产总值的５％(发展中国家成员为１０％),就无

须削减.

　　发展中国家成员的一些“黄箱”措施也被列入免予削减的范围,主要

包括农业投资补贴、对低收入或资源贫乏地区生产者提供的农业投入品

补贴、为鼓励生产者不生产违禁麻醉作物而提供的支持等.

　　３“蓝箱”措施

　　«农业协议»规定的“蓝箱”措施是指,按固定面积和产量给予的补贴

(如休耕补贴,控制牲畜量),按基期生产水平的８５％或８５％以下给予的

补贴,按固定牲畜头数给予的补贴.这些补贴与农产品限产计划有关,各
成员无须承担削减义务.

(三)出口补贴

　　出口补贴是一项对贸易产生严重扭曲的政策措施,«农业协议»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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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成员对农产品出口实行补贴,但要削减出口补贴.

　　(１)以１９８６~１９９０年出口补贴的平均水平为基准,或在某些出口补

贴已经增加的条件下,以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的平均水平为基准,从１９９５年开

始,每年等量削减.对出口补贴预算开支,发达成员在６年内减少３６％,

发展中成员在１０年内减少２４％;对享受补贴的农产品出口数量,发达成

员在６年内减少２１％,发展中成员在１０年内减少１４％.对于农产品加工

品的出口补贴,各成员只需削减预算开支.最不发达成员无须作任何削

减.

　　(２)下列出口补贴措施受到削减承诺的约束:视出口实绩而提供的直

接补贴;以低于同类农产品的国内价格,将非商业性政府库存处置给出口

商而形成的补贴;利用征收的农产品税,对相关农产品的出口提供的补

贴;农产品的出口营销补贴(发展中成员除外);出口农产品的国内运费补

贴(发展中成员除外);视出口产品所含农产品情况,对所含农产品提供的

补贴.

　　(３)各成员应该控制补贴的扩大,如果在基期没有对某种农产品进行

出口补贴,则禁止该成员将来对这种农产品出口进行补贴.

　　(４)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与农产品贸易有关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

施,应遵循世界贸易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的规定.
(四)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安排

　　«农业协议»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及补贴对其农业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给予其如下优惠安排:

　　(１)发展中国家履行减让义务时,具有灵活性,１０年之内在市场准入、

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三大领域内其削减的比例是发达国家义务的２/３.

最不发达国家免除减让.

　　(２)在实施市场准入的承诺时,发达国家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特

定需求和条件,提供机会和特定农产品进入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

　　(３)在国内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要充分认识到,发展中国家鼓励农业

发展和乡村开发的政府辅助措施是发展规划的不可分割的构成部分.并

规定,免除发展中国家在以下方面的减让承诺:①对整个农业的一般性投

资补贴;②为鼓励生产者放弃种植违法麻醉物而转产其他农作物,并向他

们提供国内生产支持;③提供给低收入和财力匮乏的生产者的农业投入

补贴.

　　(４)对于粮食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协议规定:考虑到在农产品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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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化进程中,粮食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会受到不利的

影响,因此,应建立适当的机制以提供食品援助,从而继续满足这些国家

在食品方面的需求,保证任何有关农产品出口信贷的协定须订立有利于

最不发达国家和粮食净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适当条款,以区别对待.在

实施协议过程中,一些国家可能在资金上会面临短期困难,为维持这些国

家商业进口的正常水平,应通过有关的国际金融组织向它们提供必要的

援助.

(五)«农业协议»分析及评价

　　经过乌拉圭回合艰苦谈判达成的«农业协议»,于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

生效,发达国家的实施期至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３１日,发展中国家为２００４年１２
月３１日.尽管乌拉圭回合首次将农业纳入多边规则,但«农业协议»所构

建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框架仍存在许多缺陷,如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水平

仍然很高,各种农业补贴、出口补贴泛滥,严重影响了国际农产品贸易的

公平竞争,迫切需要做出进一步改革.

　　(１)«农业协议»根据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政策而设计,对没有补贴能

力的发展中国家不公平.由于«农业协议»规定对“蓝箱”和“绿箱”补贴免

除补贴义务,且没有上限限制,使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政策合法

化和制度化.

　　(２)«农业协议»没有区分农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根

本区别,但要求实施同样的规则.农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业和

农村发展具有特殊作用.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目标一般是提高农业生

产率,政策支持的重点是为了促进本国粮食生产,以解决不断增长的粮食

安全需求.而发达国家农业政策的目标则是为了补贴农民收入,维持农

业与工业部门间的收入平等,政策支持的重点是促进出口.

　　(３)«农业协议»没有考虑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问题.

　　(４)«农业协议»严重缺乏对发展中国家的灵活性,使发展中国家不能

纠正不合理的农产品关税结构.签署«农业协议»时,由于谈判能力所限,

许多发展中国家将一些重要战略性农产品(如小麦、大米等粮食安全作物

产品)的关税约束在较低的水平,而且没有保留使用紧急保障措施的权

利,在履行承诺义务时,其国内市场遭受贸易自由化的冲击.

　　(５)«农业协议»既没有考虑低价进口农产品剧增对低收入或资源贫

乏农民的影响,也没有关心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小农的冲击问题.如只有

２１个发展中国家符合«农业协议»关于使用“特殊保障措施”的条件,而且



◆１７２　　 农业经济学


启动程序异常复杂,发展中国家基本无力使用.

第五节　农产品贸易保护政策

一、农产品贸易保护的原因

　　虽然保护主义在国际贸易中并不鲜见,但农产品贸易保护仍然有其

特殊性.第一,这种保护主要发生在工业发达国家,很少出现在发展中国

家.而且,当一国经济起飞,实现工业化之后,保护政策也随之而来.显

然,农产品贸易保护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第二,农产品贸易保护在

工业发达国家非常普遍.不像其他行业,有的国家保护,有的国家不保

护,而对于农产品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实行保护,只是方式和程度不

同.因此,农产品有与其他产品不同的特殊地位.第三,农产品贸易保护

很难取消.其他行业的贸易自由化问题经过国际多边或双边谈判或多或

少都有进展,而农产品自由贸易的谈判至今没有什么结果.

　　究竟怎样来解释这些特点呢? 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产品贸易

保护的原因和特点进行分析,其中包括:

　　(１)从农产品供给缺乏弹性出发,强调实行保护对稳定市场价格、保
护生产者收益的作用.

　　(２)从政治观点出发,认为发达国家的农民在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地

位,由于西方国家政治选举制度按区域划分的做法给了农民相对较大的

政治权利,因此,政治家为了当选,都不得不照顾农民的利益.

　　(３)从组织行为出发,认为工业化以后的农业变成了“少数派”.“少
数派”一般容易组织起来进行卓有成效的游说活动,而受农业贸易保护的

政策伤害的则是“多数”的消费者.多数派虽然也想维护自己的利益,但
由于每个人的利益“份额”很小,“搭便车”的思想严重,而且人多也不易组

织,自然没有效率.因此,农产品贸易保护被认为是“少数派”有效游说的

结果.

　　不过,既然农产品贸易保护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对其主要原因

的分析,还应从经济增长(即工业化)对农产品生产和贸易的影响以及农

业本身性质着手.

　　首先,应该认识到工业化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贸易的影响.一般来

说,工业生产多是资本密集型的,而农业生产,尤其是经济起飞前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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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增长和技术发展使得工业

生产的机会成本下降,而农业变化不大,其机会成本也就相对上升,贸易

中的比较优势也就随着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渐丧失.而且,工业

增长越快,农业的比较优势丧失得也越快.这是一国经济发达后开始保

护农产品的基本原因.

　　但光有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丧失比较优势的行业

很多,并非只有农业.根据贸易理论,当一个行业不再具有比较优势,就
应该让其减少生产增加进口,将资源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一个失去比

较优势的行业的衰落是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可是为什么偏偏在农

业失去比较优势后,大多数政府却要采取保护措施不让其衰落呢? 这里

的根本原因是土地的不可转移性.不像资本和劳动力,绝大多数土地除

了生产农产品外别无他用,而当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时,对农产品的

保护就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生存问题.作为政府,无论是从土地资源的利

用还是从农民生存的角度出发,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不得不

对农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

　　另外,对本国农产品进行保护还有一个条件问题.一般来说,只有实

现工业化以后,农业在一国经济中的比重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的百分比

下降到比较小的时候,一国才有对农产品进行保护的能力.

　　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保护,虽然有其内在的、不可避免的原因,但
毕竟扭曲了价格,阻碍了资源的最佳利用,政府负担也日益沉重.这种保

护政策是消极的,从长期来看,也是行不通的.解决农产品保护问题,一
方面需要增加对农业的投资,使农产品变成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商

品,随着资本增长而不断提高对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要采取措

施让农民逐渐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数量,提高农民的人均土地拥

有量,同时要提高农民的多种经营能力,让农民的收入不再主要依靠土地

的收入;否则,取消农产品贸易保护难有实质进展.

二、农业贸易保护的衡量方法

　　发达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保护程度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怎样来判断和

衡量这种保护政策呢? 经济学家最早使用的指标是“名义保护系数”
(NominalProtectionCoefficient,简称 NPC),用公式表示为:NPC＝农民

销售所得价格/该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如果NPC＜１,农民所得低于

国际市场价格,表明政府通过价格干预或市场分隔对本国农民直接或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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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地征税,没有实行保护政策.如果NPC＞１,表明政府通过价格干预或

市场分隔保护本国农民,使本国农民能在高于国际市场水平的价格下销

售自己的产品.

　　名义保护系数主要是反映的是政府通过价格给予农业的保护.而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各国农业保护的方法越来越多,并不仅仅通过价格.
因此,为了全面地反映农产品名义保护程度,经济学家更广泛地使用“生
产者补贴等值”(ProducerSubsidyEquivalent,简称 PSE),或“生产者补

贴等值系数”(PSECoefficient,简称PSEC)的衡量方法.与名义保护系数

相似的生产者补贴等值系数可用下列公式表示:

PSEC＝
生产者所得到的每单位农产品补贴等值(PSE)＋该农产品的国际价格

该农产品的国际价格

　　这里,生产者所得到的每单位农产品补贴等值不仅包括直接和间接

的价格补贴(如在NPC 中所衡量的),还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收入补贴,以
及政府通过其他方面政策给予农民的支持.由于政府也对农民征收税赋

或费用,因此,一国究竟对其农产品是否采取保护政策取决于补贴的“净
值”.在农产品的销售中,农民通过各种渠道所得到的净补贴小于零,整
个比率就会小于１,说明没有保护.

　　用生产者补贴等值系数衡量发达国家的农产品保护情况,我们不难

发现,除了新西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等比较接近国际平均水平(＝１)以外,
大部分工业发达国家的农产品生产者补贴等值系数超过１,其中瑞士、挪
威、芬兰和日本等国更高一些.

三、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业贸易保护制度

(一)发达国家农业贸易保护法律制度和措施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生产国与农产品贸易国,美国的农业贸易政

策对其国内生产与国际市场有着深远的影响.美国农业贸易法律制度的

主要法律渊源有:«１９９０年食品、农业、资源保护和贸易法»、«１９７８年贸易

协定法»及«１９８８年综合贸易法».尽管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的农业政策

的目标含义不尽相同,但历史地看,美国农业法律制度的基本目标是提高

农业生产率,增加和稳定农业收入,增进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美国农业

贸易政策的基本目标是使美国农产品进入外国市场,抵消对美国利益有

不利影响的外国贸易立法,使美国农业生产者能参与国际竞争,并稳定树

立美国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可靠的供给者地位.美国农业贸易法律制度

的支点是支持国内农业价格与收入,鼓励出口.实际上,美国所实行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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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贸易政策,主要目的在于扩大农产品的国外需求,减轻剩余产品对国内

市场的巨大压力,使国内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国内政策措施所支持的高价

水平上.其主要措施是,利用经济、技术方面的优势对其农产品生产与出

口进行巨额补贴,同时通过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限制其他国家农产品的进

入,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

　　欧盟是左右世界农产品市场的另一主要力量.欧盟的农业及农业贸

易法律制度的依据是共同农业政策.其主要目标是:提高农业生产率,促
进农业发展;提高农业生产者收入,保证农村人口达到适当的生活水平;
稳定市场,保证必要的农产品供应;保护内部市场,实行农产品自由贸易,

促进内外部市场的销售.共同农业政策的主要措施有:征收进口差价税,

确保国外农产品的进口不会降低国内支持的价格水平;干预性收购,由政

府机构按保证价格收购某些农产品,以防止市场价格下跌到低于某确定

的干预价格水平;提供各种出口补贴或补偿,以弥补国内市场价格和向非

欧盟国家出口所获价格之差额,从而增强欧盟农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

争能力.

　　日本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曾经是实行高度农业保护主义的国家.政府

当时主要是采取严格的进口限额与进口垄断来维护对国内农业生产的保

证价格.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随着贸易自由化的进展,其农业保护主义

有所抑制,农产品自给率下降,进口有所增加.尽管如此,日本的农业保

护主义倾向仍然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农业与贸易政策以其农

业法为依据,政府把食品安全作为农业政策的重点目标,同时把保护日本

膳食结构特征以及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护自然资源及促进农村村庄的

完善列入政策目标.日本农业贸易政策的结构特征表现为:一方面用保

护主义措施来限制农产品进口,另一方面则采取保护价格政策来支持国

内农产品的价格.其主要法律措施包括:(１)实行管理价格制度和制定最

低价格制度.由政府规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某些农产品制定收购的

最低价格,实行稳定范围价格制度,对某些农产品规定上位价格和下位价

格.当价格低于下位价格时,政府就进行收购;当价格高于上位价格时,

政府将收购的农产品抛出,这样就可使价格稳定在一定范围内.(２)实行

交付金制度和稳定基金制度.前者是由政府支付必要的、未达到政府规

定价格水平的差额部分,以保证某些农产品的再生产;后者则是设一定的

基金,当市场价格暴跌时,用这笔基金补偿某些农产品生产者的损失.

　　尽管对农业实施保护的动机和依据各式各样,但发达国家实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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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贸易政策的目标,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１)农业收入支持,这是许多

发达国家实施农业保护政策最普遍的目标.政府通过制定有关农业政策

来寻找农业与非农业部门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的均衡,并且采取一些稳定

农业生产者价格的措施来支持农产品价格和农业收入.(２)扩大农产品

贸易,鼓励农产品出口,限制进口.许多国家的农业政策中直接规定了扩

大农产品出口、减少农产品进口的目标,采取的措施主要有农产品生产与

出口补贴、关税与非关税壁垒.(３)保证食品安全,这是所有国家的战略

目标.各国政府都把实现食品自给达到政治上合乎需要的程度作为农业

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４)支持消费者价格.在极力保护与支持生产者

的同时,许多国家的政府还把农业政策作为广泛的社会福利考虑,借以满

足不同地区及不同收入层次消费者的食物需要.

(二)发展中国家农业贸易保护政策与措施

　　农业虽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主导产业,是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

基础,但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极少具有针对农业的专门立法,其农业与

贸易政策目标也没有明确规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政策实践所包含的政

策目标主要表现为:扩大生产,扩大农产品出口,减少进口,为工业化提供

积累资金和税收;保证食品供应持续稳定,确保食品安全;保证消费者的

食品有稳定且趋于下降的价格;稳定生产者价格,增加收入.发展中国家

所采取的农业贸易法律政策措施种类也十分繁多,具体措施有生产者价

格支持、农业税、消费者价格上限、禁止出口、进口垄断、投入补贴等.其

基本机制是:对基本粮食等农产品实行固定的或最低限度的生产者价格,

通过政府部门收购把价格控制在最低限度水平,或使市场价格趋向政府

目标水平;控制进出口农产品的数量和国内价格,使消费者价格保护在某

一低水平;对某些主要的农产品直接地或间接地提供消费者价格补贴.

第六节　世界农产品贸易格局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演变与特点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国际市场对农产品

的有效需求迅速增长.许多国家采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策,增加了

农产品产量和出口贸易量.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于世界经济发

展速度放慢,世界农产品贸易严重萎缩:市场需求缩小,出现供过于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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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发达国家采取出口补贴和限制进口等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农产品

市场恶化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世界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此外,由于受

发达国家转嫁危机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外债高筑,出口减

少,进口农产品购买力下降.近几年来,世界农产品贸易虽然有所回升,

但远远低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农产品贸易增长速度,农产品需求增长的

只有少数一些国家和地区.

(一)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的演变

　　历史上,亚、非、拉和北美是农产品出口地区,而西欧是世界农产品主

要进口市场,但是近年来,这种状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亚洲部分国家和地

区经济发展迅速,农产品贸易变化很大.非洲和拉丁美洲许多发展中国

家由于政治和经济等原因,农业生产得不到发展,农业贸易发展缓慢.欧

洲共同体的建立和实行协同农业政策,使西欧农业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

农产品不仅由短缺变为自给,而且还有大量剩余供出口,从而成为世界农

产品进出口贸易最集中的地方.北美由于受到欧盟的激烈竞争,出口地

位有所下降.大洋洲主要出口畜产品,近年来又增加了谷物出口.

　　以上农产品贸易格局的演变反映了传统的世界农产品贸易方向的改

变,发达国家在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地位不断加强,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

日趋削弱.

　　１世界农产品贸易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

　　以往发达国家多数以出口工业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以出口农产品为

主.近２０年来,发达国家不仅增加工业制成品出口,而且依靠先进的科

学技术和雄厚的资本大力发展农业,在提高农产品自给率的同时还有大

量的剩余产品出口.此外,也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对
高价值农产品的需求更多,农产品进口贸易相应增长.

　　２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贸易地位日趋下降

　　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热带作物产品和一部分其他农产

品,但是大部分农产品,特别是热带作物产品的主要加工者和销售者却是

美国和西欧国家.另外,由于近年来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重视发展

工业,农业发展缓慢,加上本身对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初级农产品出口增

长速度有所下降,但对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进口需求则有所增加.进口增

长快于出口,农产品贸易顺差不断缩小,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农产品出口贸

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

　　３主要农产品进出口国家贸易格局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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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主要表现在:(１)美国农产品出口的垄断地位受到激烈冲击;(２)欧
盟农产品自给率迅速提高,进口量减少、出口量增加;(３)一部分发展中国

家农产品进口增加,进口增长较快的是一些中等收入和一些石油输出国

家和地区.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品种结构演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消费品需求的改变,世界农产品贸易

的品种结构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相比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粮油和农业原

料贸易量的比重相对减少,高价值的鲜活食品和加工食品贸易量的比重

有较大增长.

　　１农业原料贸易量增长缓慢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化学纤维工业发展迅速,致使天然纤维的

棉、麻、丝生产和贸易发展缓慢.另外,世界贸易半成品化和成品化已成

为发展的主要潮流.许多原料生产国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发展各种加工

工业,增加半成品或制成品出口,减少了原料出口.

　　２畜产品和水产品贸易不断扩大

　　世界各国人民膳食结构的改善,普遍地增加了动物性食品的比重,肉
蛋奶和水产品消费量迅速增长,国际市场上肉类和水产品需求旺盛.

　　３世界水果蔬菜贸易额增长令人瞩目

　　国际运输条件和储存保鲜技术的改善,为新鲜蔬菜和水果及其加工

产品提供了扩大贸易的可能,蔬菜和水果已经不局限于邻近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贸易,远洋贸易也日益发展.

　　４新的加工食品和饮料增多

　　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各种工业加工食品发展很快.深度加工的

农产品既增加了初级产品的附加值,又适应了高消费国家(地区)消费者

的要求.尤其是一些高营养、精加工和食用方便的食品,备受发达国家消

费者欢迎,市场容量很大,是世界农产品贸易的重要发展方向.

　　在农产品贸易中,一些土特产品以及供日常生活其他方面使用的手

工编制品,也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近些年来,世界花卉

贸易非常兴旺.今后农产品国际市场上新的产品将不断出现,深层次加

工品将更加畅销.

(三)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特点

　　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在贸易上具有不同的特性.首先,农产品生产

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地区性和分散性;其次,大多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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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是人们日常的必需品,供求都缺乏弹性;再次,农产品大多是有机体,
体大、量多、水分多,具有笨重性和鲜活易腐性,并且质量不均匀,因此,在
收购、包装、运输、保管、销售方面要求较高,需要特定的贸易设施,成本

高,风险大.由农产品的这些贸易特性所决定,在国际市场上,大多数农

产品的贸易表现出下述重要特征:

　　１贸易商品集中

　　这一特点是指多数欠发达国家农产品出口的品种是有限的.例如,

巴西主要依靠咖啡出口,加纳的主要出口物资是可可,孟加拉和印度主要

出口黄麻,斯里兰卡和肯尼亚主要出口茶叶,橡胶是马来西亚主要的几种

输出物资之一,阿根廷和泰国主要依靠粮食出口.换句话说,欠发达国家

的贸易主要依靠出口少数几种主要农产品.

　　２贸易地区集中或市场集中

　　贸易地区集中或市场集中是指大部分主要输出物资通常在几个工业

化国家的市场上出售.茶叶、咖啡、黄麻、可可和橡胶在欧洲、北美、澳大

利亚及日本出售是这方面的实例.贸易地区集中说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

命运与几个工业化国家的国内形势和经济活动的起落有关.印度和斯里

兰卡主要向英国市场出售茶叶,假设现在由于各种原因,英国出现了严重

的经济衰退,那么,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叶出口也将受到不利的影响.

　　３价格波动幅度大引起出口收入波动

　　农产品或初级产品贸易波动的幅度是非常高的,至少高于在世界市

场上进行贸易的制造业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巴西咖啡价格的统计数字

表明,在纽约贸易市场上,各月价格的波动是很大的.欠发达国家出口的

其他农产品也表现出类似的波动情况,因此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收入(即出

口价格×出口数量)在某种确定性条件下也是波动的.在国际市场上,欠
发达国家通常是受价人,而不是定价人,因此,它们不能提高价格,除非它

们能够像对石油那样对初级产品的供给实行垄断控制.

　　４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时间性很强

　　与其他商品不同,由于农产品的生物学特性及其对人体的直接作用,

因此人们对农产品,尤其是食品的需求时间是十分严格的.一个国家或

地区,如因气候不正常或社会因素而必须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并运到本国

的时间应越短越好,否则就会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和人们生命的维

持.另外,农产品的保存和保鲜,对时间要求的严格程度远胜于其他商

品:(１)人们对农产品需求的时间,基本上不受其他因素影响.无论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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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长短,人们每日所消费的食品数量基本上是不变的.(２)农产品的

易腐性,要求农产品运输时间尽量缩短.这就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中的运

输手段,提出比运送其他商品更严格的要求.

　　５农产品国际贸易更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是发展中国家

　　除了许多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外,一般来说,发达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大

多为粮食和肉类,特别是美国和欧盟.而粮食的需求弹性在农产品中是

最不充分的,且其需求量最大的也只是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反之,发
展中国家出口的农产品大多为经济或热带作物,其需求弹性要比粮食大

得多,至于其互相替代性也远大于粮食.事实上,近年来欧美国家对茶叶

的需求量相对于咖啡,其增长幅度更大.有些原料性的农产品,由于科学

技术的进步,其可替代性越来越大,因此,市场价格就不可避免趋跌,这对

于出口这类农产品的发展中国家显然是不利的.

二、农产品国际贸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口增长的不均衡对农产品贸易带来压力

　　众所周知,目前世界人口正迅速增加,而且主要是不发达国家人口在

增长.据联合国预测,在１９９０年至２０２５年间,世界人口将增加３２亿,其
中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将增加３０亿,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仅增加

１．６６亿.与此同时,世界粮食生产却并未同步增长.总体来说,世界粮食

和农业总产量增长率在放慢.

　　１发展中国家对农产品急剧增长的需求与供应不足的矛盾突出

　　发达国家目前人口占世界人口的２３％,用地占世界的４２％,但其谷

物产量占世界的４５％,肉类产量占世界的６３％,谷物库存量占世界库存

量的７０％,农产品出口值占世界出口的 ７０％、进口值占世界进口的

７６６％.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人均占有量只有发达国家的１/３左右.世界

粮食生产的两极分化极为严重:一些发达国家近年来虽有意控制增长速

度,但仍有大量农产品属于粮食积压;而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

快,人均产量的增长甚少,甚至下降,仍有不少人处于饥饿和严重营养不

良状况,每年因此而死亡的人数达１８００万人左右.供求总量的矛盾使国

际市场粮价极不稳定.

　　２粮食供应量、库存量下降,供求地区分布极不平衡

　　粮食供给和需求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一方面使发达国家间的竞争

日益激烈、贸易摩擦加剧,另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对粮食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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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增加.在发达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份额,推销过剩的粮食而

产生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增多,在乌拉圭回合中,欧美和凯恩斯集团之

间围绕农产品贸易问题展开的激烈“战斗”便是证明.在需求方,目前国

际市场粮食的主要买方在亚洲,日本和韩国的粮食进口约占世界的１７％,

中国也是世界上的粮食进口大国,中国与日本和韩国的粮食进口约占世

界的２０％以上.原苏联地区国家的进口量也十分可观,其进口量约占世

界的１/８.在拉美,粮食的主要进口国是巴西和墨西哥,其进口量约占世

界的６％左右.而在非洲,特别是撒哈拉以南地区,需要大量进口粮食,但
是由于经济状况较差、人均收入水平低和外债负担沉重等,粮食进口能力

较弱.总的来说,世界粮食的出口地区较集中,而进口地区则较分散,出
口国对粮食市场的影响仍大于进口国家和地区对粮食市场的影响.在发

达国家的贸易摩擦中,发展中国家仍是受损方.

　　３土地、水资源的约束影响了可供贸易的农产品数量

　　土地资源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摇篮,是农业生产的基地,人类所需食

物能量的８８％靠耕地上生长的农产品提供,其余的１０％依靠草原和放牧

地供应,仅有２％来自占地球面积７０％的海洋.从整体上看,地球上只有

１/４的面积为陆地,但一半以上不能供人类利用.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耕

种的土地约占地球陆地面积的８％,放牧地占１５％,其余大部分分布在高

纬度地区,利用价值较低.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对自然资源进行不合理的

开发利用,甚至掠夺和破坏,造成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空气、水质量

的下降,沙尘暴、洪水、海岸赤潮泛滥,对粮食生产能力造成破坏,也将影

响可供贸易的农产品数量.

　　地球上水体总量为１３．６亿立方千米,但是其中９７％为海水,与人类

生活直接相关的淡水总量还不到３％,而且有３/４分布在南极、北极的冰

川之中.江河湖泊及地下可供人类利用的淡水只占水资源的２％左右,而
直接取用的河、湖淡水只占全部淡水的０．５％.近５０年来,世界淡水资源

的使用量增加了将近４倍,其中农业用水占２/３以上.发展中国家水资

源紧缺,将有１/３的人口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另外,由于人类的不合理

利用和大面积污染,使得本来就紧缺的淡水资源日趋减少.这些都对农

业生产的持续发展和农产品消费产生不利影响.
(二)农产品贸易格局发展不平衡

　　农产品贸易的不平衡,主要包括地区间的不平衡和发展中国家与发

达国家之间的不平衡.尽管近年来农产品贸易总量不断扩大,但不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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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农产品出口占世界农产品出口总额的比重存在较大差异.不仅如此,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出

口收入一半以上来自农产品,农业经济是这些国家经济的命脉.随着农

产品价格下跌,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量的增加虽然快于发达国家,但商

品出口总额的增长却低于发达国家,由此也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

易中购买力的下降.
(三)绿色壁垒对农产品贸易的挑战

　　当前,农业生产中的环境问题日趋严重.那些在环境中不易降解的

污染物很容易随气流、水流和食物链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并对人体健康产

生极大威胁.１９９２年６月,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

发展大会”,与会的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过讨论协商,通过了«环境发展

宣言»、«２１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此后,环境

问题和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重视.人们的

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兴起了“绿色

消费”的热潮.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以环境保护作为自己购物的标准

之一,这也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出于环境保护及人体健

康考虑,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都制定了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卫生

检疫标准.这一方面促进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绿色壁垒的多样化.

　　另外,随着生物技术的发展,转基因农产品(GeneticallyModifiedOrＧ

ganisms,GMOs)开始出现.转基因支持者认为,GMOs有利于改进药

物、提高农业产量、增强抗病虫草害的能力、减少药物的使用和对化肥的

依赖,从而可大大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并
改善农产品品质,使之具有营养更丰富、保险期更长、价格更便宜等优点,

对于解决世界食品短缺、改善生态环境以及减轻发展中国家贫苦问题有

着重大意义.然而,GMOs农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却并非一帆风顺,各利益

集团从各自利益出发,对 GMOs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越境转

移可能给进口国带来的影响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导致了转基因农产品

贸易之争,也使 GMOs产品的商业化进程减缓.
(四)不公平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体系

　　«关贸总协定»生效后的几十年中,«关贸总协定»缔约方对农产品进

口维持了更多的保护.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达成了«农业协议»,确立了

农产品贸易目标为“建立一个公平的、以市场为导向的农产品贸易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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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尽管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世界农产品市场

仍然是扭曲的,国际农产品贸易存在一定的不公平性.国际农产品贸易

体系的不公平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等.发达国家

国内农业补贴额一直居高不下,２００１年经合组织国家对农业的全部支持

额为３１１０亿美元.同«农业协议»用以计算补贴的基期年份１９８６~１９８８
年相比,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年间经合组织国家的农业国内支持总和不仅没有减

少,反而增加了９３．６亿美元.

三、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与农业国际化

(一)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经

验.新中国成立以来,其农产品贸易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对外贸易中占有

重要的地位.具体来说,中国的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

阶段:

　　１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近３０年时间里,西方国家对中国新生的人民政权

实行政治孤立和经济封锁,使得中国缺乏进行对外贸易的国际政治环境.

国民的基本温饱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农产品供应严重短缺,进口缺乏

财政能力支撑.

　　这一阶段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１)规模小,增长慢.

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多数年份在２０亿美元左右徘徊,１９７８
年也只有６１亿美元.(２)贸易伙伴比较单一.这一时期,与中国开展农

产品贸易往来的６０多个伙伴主要是东欧、亚非拉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和

其他发展中国家.(３)农业是对外贸易的支柱产业.改革开放以前,农产

品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７０％以上.农产品作为中国主要的出口创汇产

品,为中国对外贸易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２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各项改革迅速推

进,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农业飞速发展,粮、棉、油、糖等主要

农产品连年增产.与此同时,外贸体制改革逐步推进,外贸企业经营机制

日益灵活,推动了农产品贸易的发展.随着我国贸易量的增长,这一阶段

农产品贸易额占我国商品贸易总额的比重呈下降态势,出口所占比重从

１９８０年的２６％下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１４％,进口所占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３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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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８％.

　　这一阶段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１)规模持续扩大,增长比

较稳定.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很快超过１００亿美元,并于

１９８９年首次达到２００亿美元.１５年中,农产品贸易额有１１年处于增长

状态.(２)出口稳定扩大,贸易顺差明显增加.１９７９年农产品出口额仅为

７６亿美元,１９９３年达到１２６亿美元,１９８４年以后,我国农产品贸易一直保

持顺差,年均顺差约为８．７亿美元,１９９３年达到了４１．７亿美元.(３)贸易

伙伴增多.贸易伙伴由原来的６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世界绝大部分

国家和地区.主要进出口市场由以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为主转向以市场

经济国家和地区为主,美国、日本、西欧、东南亚、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成

为中国农产品贸易的主要伙伴.(４)出口产品逐渐集中,比较优势开始显

现.水产品、畜产品和园艺类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成为主打产品,三类

产品合计占农产品出口的６０％,其中水产品出口呈现快速增长态势,２０
世纪８０年代初,其所占份额为６％,１９８５年以后快速上升,至１９９３年达到

１３％左右;园艺类产品所占份额在１９９３年保持在２０％;畜产品由初期的

２５％下降到１９９３年的１５％.

　　３波动徘徊阶段(１９９４~２００１年)

　　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项改

革全面展开并深入推进.中国加入 WTO 谈判紧张进行,对外开放步伐

明显加快,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逐渐形成.农业发展进入

了主要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农产品贸易的主要特点表现为:(１)规模有所扩大,增长徘

徊波动.１９９５年农产品出口总额突破３００亿美元,迈上了新的台阶并连

续四年保持同一水平.１９９８年之后有所下滑,直到２００１年仍未恢复到

１９９５年的水平.(２)比重继续下降,顺差增加.农产品对外贸易占中国对

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由期初的１０．９％下降到期末的５．５％,但贸易顺差并未

减少,与上一阶段相比,农产品年均顺差由８．７亿美元增加至２３．９亿美

元.(３)贸易结构发生变动,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产品更加明显.在出口

方面,水果、蔬菜、水产品、畜产品占农产品出口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达到

６５％;在进口方面,小麦进口逐年减少,大豆进口急剧增加,成为关注的焦

点.

　　４开放发展阶段(２００２年至今)

　　２００１年底,中国加入 WTO,以此为标志,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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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阶段,农产品贸易规模急剧扩大,“大进大出”的贸易格局已经形成.
在贸易平衡方面,我国农产品贸易在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贸易顺差均保持在２２
亿美元以上,其中２００２年贸易顺差达到５６亿美元,但自２００４年起,我国

农产品贸易平衡由顺差转为逆差,且逆差规模在２００８年以后明显扩大,

２０１４年达到５０２亿美元(见表７－１).

表７－１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规模的变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进出口 ２７８ ３０４ ４０１ ５１１ ５５８ ６３０ ７７９ ９９０ ９１８ １２１４１５４０１７４０１８５０１９２８

出口 １６０ １８０ ２１２ ２３１ ２７２ ３１０ ３６６ ４０２ ３９２ ４８９ ６０１ ６２５ ６７１ ７１３

进口 １１８ １２４ １８９ ２８０ ２８６ ３２０ ４１３ ５８８ ５２６ ７２５ ９３９ １１１５１１７９１２１５

顺差 ４２ ５６ ２３ －４９ －１４ －１０ －４７ －１８６－１３４－２３６－３３８－４９０－５０８ －５０２

　　资料来源:UNCOMTRADE,«中国农产品月度统计报告».

　　随着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迅猛增长,中国在世界农产

品贸易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农产品出口占世界的份额从２０００年的３．０％
提高到２０１３年的４．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年均出口增长率为１２％;同期

农产品进口占世界的份额从３．３％提高到８．９％,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年均增

长率为１８％,２０１３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和第一大农产

品进口国.
(二)中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结构特征

　　中国加入 WTO以来,农产品贸易实现了进出口双增长,贸易规模快

速扩大.２０１０年农产品贸易总额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到２０１４年农产品贸

易总额接近２０００亿美元.随着贸易规模的快速扩张,我国农产品对外贸

易的结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１品种结构

　　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出口稳步扩大,土地密集型农产品进口快速增长.
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因此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而土地

密集型产品则不具备比较优势.

　　出口方面,中国水产品及其制品、蔬菜和水果等优势农产品出口整体

保持稳步增长,此外,肉类和饮料类保持增长.２０１４年,我国水产品及其

制品出口额为２１４亿美元,比２００３年增长７．４％;蔬菜及其制品出口额为

１２１．７亿美元,增长３．９％;水果、坚果及其制品出口额为７５．７亿美元;肉类

及其制品出口额为３２．５亿美元;酒和饮料类出口额为３１．５亿美元.以上

五类产品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６７％.出口额较大的品种具体包括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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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大蒜、茶叶、冷冻蔬菜、蘑菇罐头、花卉、鳗鱼、苹果与苹果汁、花生等(见
表７－２).

表７－２ 中国主要农产品出口金额的变动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蛋品 柑橘属水果 梨 苹果与苹果汁 花生仁果 花卉 食用菌罐头 烤鳗

２００６ ０．７６ ０．６２ １．４７ ４．７ ０．３７ １ ４．２５ ５．８７

２０１０ １．３４ ６．２ ２．４３ １５．８ ２．４２ １．９８ ４．７５ ６．５７

２０１４ １．９２ １１．７ ３．５１ １６．５ ２．０１ ３．８ ５．３７ ７．８７

年份 香菇 茶叶 大蒜 大葱 蜂蜜 鸡肉 猪肉 虾制品

２００６ ０．２３ ５．４７ １０．２ ０．５６ １．０５ ８．２ ４ ２．２３

２０１０ ７．５ ７．８５ ２６．７ ０．５７ １．８３ １１．５ ３．３２ ９．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６ １２．７３ １８．３ ０．５６ ２．６ １５．８６ ４．２３ ２９．５

　　资料来源:UNCOMTRADE,«中国重要农产品出口月度报告».

　　进口方面,中国主要进口土地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农产品,如植物

油、棉花、原糖、大豆、乳制品、油菜籽等.２０１４年,中国粮食进口达１亿

吨,其中大豆进口７１４０万吨,薯类进口８６７万吨,玉米进口２６０万吨;食
用植物油进口７８７万吨,食糖进口３４９万吨,棉花进口２６７万吨;奶粉进口

持续大幅增加,２０１４年中国进口了１０５．４万吨奶粉,进口了３２万吨鲜奶.

　　２市场结构

　　目前,发达国家市场占我国农产品出口的６０％左右.分国别看,日
本、韩国等亚洲国家是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市场,美国、巴西、阿根廷等美洲

国家则是主要的进口来源.中国入世后,这样的贸易格局总体变化不大,
但出口集中度有所下降,进口地区更加集中.具体来说,日本是中国最大

的农产品出口市场,２００２年对日本的农产品出口额比重达到３２％,显著

高于其他市场,其次是中国香港和韩国,其比重都为１１％.中国入世以

来,这些出口市场的份额有所下降,到２０１４年,对日本的出口额比重仅为

１６％,中国香港和韩国的比重分别为１２％和７％.美国是中国农产品出

口的另一个重要市场,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间中国对美农产品出口份额相对稳

定在１０％左右.此外,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是中国农产品主要出口

地,其比重不大,但相对较为稳定.

　　进口方面,美国是中国农产品最大的进口来源国,并且进口额比重不

断提高,２０１４年比重达到２４％,比２００２年增加２个百分点;中国对巴西的

农产品进口额比重近年来显著提高,２０１４年进口额比重达到１８％,比

２００２年增加了９个百分点.因此,目前中国有一半以上的农产品进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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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洲国家.此外,来自大洋洲的农产品进口规模也在扩大,２０１４年来自

新西兰的农产品进口比重达到５．６％,来自澳大利亚的进口比重达到

６７％.

　　３主体结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有企业是中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主体,但随着

加入 WTO后外贸经营权的放开,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农产

品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提升,特别是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农产品进

出口的第一大主体.

　　出口方面,私营企业的农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从２００２年的７．４％大

幅攀升至２０１４年的５７．９％,成为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力量;国有企业

的农产品出口额所占比重在２００２年高达４８．９％,至２０１４年快速降至

９４％;外商投资企业为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的第三大主体,比重也从

２００２年的３８％小幅下降至２０１４年的３０％.

　　进口方面,私营企业已经取代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农产品进口的

第一大主体,２０１４年私营企业农产品进口额所占比重达４６．３％;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年,外商投资企业的农产品进口比重相对稳定在３０％左右;国有企

业则为第三大进口主体,２０１４年所占比重已不足２０％.
(三)中国入世农业承诺与农业国际化

　　１中国入世有关农业的主要承诺

　　中国加入 WTO有关农业的承诺主要有四个方面,包括关税削减、关
税配额、国内支持、出口补贴.此外,在农业服务领域也有一定承诺(程国

强,２０１２).

　　(１)关税削减.加入 WTO后对所有农产品的关税均实行上限约束,

并且将算术平均关税率由加入 WTO 时的２１％降低到２００４年的１７％.

在对美国有重大利益的一些商品上,我国承诺对关税做更大幅度的削减,

如肉类、园艺产品和加工食品的平均税率到２００４年下降为１４．５％.关税

削减采取在执行期内每年按相等比例削减的方式.到执行期末,我国农

产品关税将保持在０~６５％这一范围内.

　　(２)关税配额.对于过去实行外贸计划管理的重要农产品,我国在加

入 WTO后将继续保留国营贸易制度,但采取关税配额制度进行管理,对
配额内的进口征收低关税,同时在执行期内逐步降低配额外关税.这一

措施涉及小麦、玉米、大米、豆油、棕榈油、油菜籽、食糖、棉花、羊毛和毛条

等大宗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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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进口配额管理方面,我国入世议定书规定我国承诺逐年增加配额

量.政府需要在每年年初将一定比例的配额量发放给具有资格的非国有

企业.例如,小麦,政府指定经营部分占９０％;大米为５０％;玉米２００２年

为７５％,２００４年下降到４０％;而棉花仅占３３％,６７％关税配额给非指定经

营部门.

　　(３)国内支持.第一,我国在基期的综合支持量为零.第二,我国用

于整个农业的一般性支持和用于特定产品的支持均采用８．５％这一介于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微量允许标准.第三,在计算我国的综合

支持量时,包括按照«农业协议»第六条第二款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豁免

的３项措施开支,即为了鼓励农业和农村发展给予所有农民的一般性支

持投资补贴、给予资源贫乏地区农户的投入补贴和引导农民停种非法麻

醉作物的补贴.而按照规定,发展中国家用于上述项目的所有支出都免

于承担削减义务.第四,我国的综合支持量按每年实际产值比例计算,而
不是固定在某一特定基期水平.

　　(４)出口补贴.我国早在１９９７年入世谈判期间,就郑重地向世界贸

易组织承诺:将在入世后停止使用农产品出口补贴;在１９９９年中国与美

国达成的双边协议中,我国承诺在入世后立即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在最

终达成的入世议定书中,我国再次重申了对农产品出口不实行补贴的承

诺.

　　(５)农业服务领域.入世后允许国外企业在中国设立从事农业、林
业、畜牧业、渔业相关服务的合营企业;入世后３年内,允许外国服务企业

从事农药和农膜的分销,并在中国加入后的５年内,从事化肥、成品油和

原油的分销.

　　２入世十多年来的中国农业国际化

　　(１)农业国际化的基本特征.

　　农业国际化是经济全球化在农业中的具体表现,各国农业按照比较

优势的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在此基础上调整和重组国内农业资源,使农业

资源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实现资源和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双向

流动,参与国际经济循环的过程,通过商品与劳务交换、资本流动、技术转

让、国际合作等方式,形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全球经济整体.

　　农业国际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国家环境相对稳定,国际

农产品贸易环境的逐步改善,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在世界农业高度专业化和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农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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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主要表现为国际交流与技术协作日益增强,利用外资特别是外国直接

投资大规模增加,国际贸易日益扩大.农业国际化的主要特征是生产国

际化、资本与技术国际化和市场国际化.

　　第一,农业生产国际化.随着产品专业化和国际分工日益深入发展,

世界范围内新的农业生产体系正在形成,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按照比较优

势的原则进行生产的趋势日趋明显.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一
些大型农业企业和有关涉农产业为扩大市场占有份额,越来越多地选择

在国外办厂,充分利用大企业特有的生产、管理、营销网络、商品和技术开

发能力,与东道国的劳动能力和市场等优势相结合,以期实现生产要素的

最佳配置和利润最大化.

　　第二,农业资本与技术国际化.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与配

置,引致资本在国际上大规模流动,促进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具体表

现为国际资本流动地域拓宽,向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国际直接投资增加.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均以从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获得的贷

款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直接投资的比例提高,投资规模扩大,同时资金

的流速加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业对外直接投资增加,跨国公司快速

发展.跨国公司兴起于１９世纪后期,主要是西欧、美国在殖民地直接投

资建立起来的,着重于土地的经营和开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

一方面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经营,反映了农业投资和农业生产贸易之间

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继续在发展中国家发展跨国公司,着重经

营农产品加工和贸易,通过合同收购,控制资源,形成产供销一体化的产

业化经营.近年来,跨国公司着重发展高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目前,跨
国公司对农业的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同

时,各国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不断拓宽,合作研究的范围不断延伸

和拓展,特别是大型的生物技术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项目日趋增多.

　　第三,农业市场国际化.市场是世界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经

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由于生产和销售国际化发展,任何农产品都与

国际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不断趋于融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农产品国际贸易增长方面,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

的增长略慢于发达国家,而农产品进口额的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不少发展

中国家从谷物出口国转为谷物进口国.近年来,世界各经济主体进一步

相互参与、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一个新的、世界统一的大市场正在加速形

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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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入世十多年来中国农业国际化的特点.

　　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深刻而积极的

影响.总体来看,中国农业国际化呈现以下四大特点.

　　第一,严格履行入世承诺.入世十多年来,中国按照入世承诺逐步削

减农产品关税,目前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１５％,远远低于世界农产品

６２％的平均关税税率水平;对粮食和棉花等重点农产品及化肥等农贸产

品,按照关税配额管理承诺,合理实施进口管理及国内市场措施;严格遵

守农产品出口补贴为零的承诺,将国内支持政策中的“黄箱”补贴上限约

束在农业生产总值的８．５％.

　　第二,农业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积极鼓励农业引进与利用

外资,推动农业综合开发、农产品加工与流通、农业科研等;加大农业对外

合作的力度,构建更加开放、公平、合理的国际与双边农业合作框架.中

国还积极探索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不同类型的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对

外投资,在东南亚、亚洲、南美等地区进行农业开发与合作经营,以期建立

并形成持续稳定的全球资源性农产品进口供应链.

　　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并推动贸易谈判,进一步改善国际农业贸易

环境.中国根据自身农业资源禀赋与比较优势特征,促进与东盟、新西兰

等的双边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推动建立

公平合理的国际农业贸易规则.十多年的开放历程,使中国农业基本融

入世界贸易体系,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得到拓展,农业全面对外开

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第三,农产品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程度

日益增强.一方面,中国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农产品出口.

２０１４年,中国农产品出口总额达７１３亿美元,是２００１年加入世贸组织时

的４．４５倍,由此促进建立了一批标准化、规模化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培育

了一批具有带动和示范作用的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初步形成了特色、优
质、安全、高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收入增加.

另一方面,中国从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出发,在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

本自给自足的同时,适度增加资源型农产品的进口.农产品进口总额从

２００１年的１１８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１５亿美元,２００５~２０１３年的年

均增幅达１８％.中国农产品进口弥补了国内农产品供需缺口,缓解了国

内农业资源紧张的压力,为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农业与世界市场的关联度日益增强.中国农业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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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度由２００１年的１５％提高到２０１３年的２０％.虽然目前中国农产品出

口依存度只有７．３％,但农产品进口依存度日益提高,由２００１年的６．４％
上升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８％.其中,油菜籽、棉花等资源型农产品进口大幅

增长,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明显提高.例如,为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植物

油及饲料需求,中国大豆进口从２００１年的１０３９万吨增加到２０１４年的

７１４０万吨,占国内大豆消费总量的８５％以上,相当于世界大豆进口总量

的６５％,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见表７－３).

表７－３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年中国大豆进口规模的变动

项　目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４年

中国大豆进口量(万吨) １０３８．５ ２８３１．７ ５４８０ ７１４０

占全球进口总量(％) １９．１ ４４．２ ６１．４ ６５

　　资料来源:www．fao．org/faostat/.

　　第四,农业国际化背景下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农民收入快速

增长.入世十多年来,中国农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激烈竞争、贸易摩擦频

发多发,以及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农产品市场剧烈波动的冲击,战胜了农

业生产成本上升、比较利益下降及自然灾害多发重发等多重困难的挑战,
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２００２~２０１０年,中国农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达到

１１．８％,比加入世贸组织前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１０．８％的年均增长率高出１个

百分点.特别是中国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自足的方针不动

摇,始终注重抓好粮食生产,粮食产量从２００１年的４５２６０万吨增加到

２０１０年的５４６４５万吨,增长了２０．７％,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１％;２０１３年中

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６０１９３．５万吨,同比增长２．１％.尤其是从２００４年

开始,中国连续十多年粮食丰收,粮食产量已超过６００００万吨,打破了延

续多年的粮食产量三年一减的不稳定周期,粮食安全基础得到了进一步

强化;油料、棉花、食糖、肉禽蛋奶、水产品以及水果蔬菜等其他主要农产

品的产量也实现了新的突破,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见表７－４).

　　加入世贸组织十多年来,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农民人均收

入由２００１年的２３５６元增加到２０１３年的８８９６元,增加了６５３０元(见表

７－５).特别是近几年来,虽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农产品价格波动

的影响,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仍保持在８％以上,２０１３年达到

９３％,不仅高于 GDP的增长速度,而且也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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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４ 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 单位:万吨

项　目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粮食 ４５２６０ ４８４００ ５４６４５ ６０１９３

　其中:谷物 ３９６４５ ４２７７５ ４９６３５ ５５２６９

稻谷 １７７５５ １８０５５ １９５６５ ２０３６１

小麦 ９３８５ ９７４０ １１５２０ １２１９２

玉米 １１４０５ １３９３５ １７７２５ ２１８４９

棉花 ５３２ ５７１ ５９６ ６３０

蔬菜 ４８４２２ ５６４５１ ６５０９９ ７０６００

水果 ６６５８ １６１２０ ２１４０１ ２５０９３

肉类 ６３３４ ７７４３ ７９２６ ８５３５

水产品 ４３８１ ５１０７ ５３７３ ６１７２

　　资料来源: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

表７－５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变动

项　目 １９９５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３年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４２８３ ６８５９ １０４９３ １９１０９ ２６９５５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１５７７ ２３６６ ３２５４ ５９１９ ８８９６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倍) ２．７１ ２．９ ３．２２ ３．２３ ３．０３

　　资料来源: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４年«中国统计年鉴».

延伸阅读:

日本生鲜农产品流通模式

　　日本是工业发达国家,在农产品的种植上没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和优势,因此很多农产品都依靠进口.当前日本的农产品流通渠道较为

复杂,整体上可以将日本农产品的流通模式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国家

控制流通模式,第二种是垄断资本控制流通模式,第三种是自由化的流通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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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日本农产品的主要流通模式为:

图７－３　日本农产品的主要流通模式

　　据统计,在日本有８８个中央批发市场,分布在日本５６个不同的城

市,同时还有１６０多个地方批发市场.在日本农产品交易是通过拍卖的

方式进行的,除了一些特定的农产品进行对手交易外,其他农产品的交易

方式均为拍卖.其中,生鲜农产品经过集货、理货、看样等环节,最后通过

拍卖的方式,交割给批发商和零售商.

　　从日本农产品流通模式中,可以看出日本农产品流通模式具有以下

特点:

　　１以批发市场为中心

　　在日本农产品流通模式中有非常多的批发市场,这些批发市场由日

本政府、地方政府等多方筹资建设,所以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管理非常严

格,而且是依法管理.例如,农产品批发市场管理中,有非常严格的审批

制度,禁止批发市场内的批发商和批发市场以外的批发商或者个人进行

农产品批发业务;通过批发市场对农产品价格进行调控,将农产品的流通

模式和流通体系进行完善.

　　２农业合作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日本工业的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日

本农业的发展没有诸多的优势,但是日本农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合

作模式,当前日本的农业合作组织成为世界上的领先者.日本农业合作

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前、生产中、生产后的整个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成为农产品生产者与批发商之间的交流中心,组织农户进行农产品加工、
提供技术指导等.这些都是日本农业合作组织在农产品流通中发挥的作

用,其推动了日本农业的发展.

　　３农产品流通渠道规范

　　从以上日本农产品流通模式中可以看出,日本农产品的流通渠道非

常得多而且长,日本政府为了保证农产品流通的顺利以及农产品流通模

式的完整和安全,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法规对农产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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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虽然农产品的交易方式有很多种,而且流

通模式复杂,但是日本农产品在流通的过程中,价格是公开的,进而将农

产品的流通效率提升.

　　在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组织———生活协同组织(简称“生协”),生
协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主要为日本城市农产品消费者服务.在生鲜农产

品交易中,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的生鲜农产品,在保证生鲜农产品质量的同

时,也保证生鲜农产品价格的公正、公平.生协和农业组织、农民组织直

接联系,将农产品流通过程中的很多环节进行省略,进而降低了农产品的

流通费用,农产品的价格自然也会相对合理.生协不仅为消费者提供服

务,还会对农产品生产中使用到的农药、化肥等提出一定的要求,保证农

产品符合安全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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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粮食安全概述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界定

　　按照我国传统解释,粮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粮食是指谷物

类,主要有稻谷、小麦、玉米、大麦、高粱等.广义的粮食是指谷物类、豆
类、薯类的集合.这个概念的形成,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均谷物产量

很低,需要实行高度集中的统购统销政策,因而把有助于实现温饱水平的

豆类、薯类也加入谷物产量中加以统算,以确保人人有饭吃的低标准“粮
食安全”.因此,从１９５３年起,国家修改农业统计口径,以后由国家统计

局每年公布的粮食产量概念均按这个广义粮食的口径.自２０世纪９０年

代开始,国家统计局的年报、统计年鉴和统计摘要,均在粮食总产量的栏

目中,另列谷物总产量指标.但一般公开采用的仍是包括豆类、薯类的广

义粮食口径.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ofthe
UnitedNations)的 粮 食 概 念,是 指 谷 物 (Cereal),主 要 有 小 麦、粗 粮

(CoarseGrains)、稻谷.粗粮包括玉米、大麦、高粱等.另外,食物(Food)

有时也译成粮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出版的生产年鉴每年所列食物

产品目录有８大类１０６种,这８大类是:谷物类,块根和块茎作物类.豆

类,油籽、油果和油仁作物,蔬菜和瓜类,糖料作物,水果、浆果,家畜、家
禽、畜产品.这里需要澄清一个问题: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每年公布世

界谷物总产量时,由于我国翻译上的历史习惯,常译成“世界粮食总产

量”.如与“世界粮食总产量”进行比较,我国广义上的粮食总产量中应剔



◆１９６　　 农业经济学


除豆类和薯类的产量(我国谷物总产量约占粮食总产量的８９％).这样统

计口径一致,才有可比性.由于我国的粮食概念与世界通行的粮食(谷
物)概念不一致,使得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我国谷物库存量的估算偏

高.在已加入 WTO及加快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有关部门应积极研究,在
粮食统计指标上,要与国际通行的谷物指标接轨,并公布每年的粮食(谷
物)库存量,便于国际比较.

　　粮食安全(Food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在１９７４年１１月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当时的定义是:保证任何

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物①.要求各国

采取政策,以保证世界粮食库存最低安全水平系数,即世界粮食当年库存

至少相当于次年消费量的１７％~１８％,其中:６％为缓冲库存(后备库存),

１１％~１２％为周转库存(供应库存),周转库存相当于两个月左右的口粮

消费,以便接上下一季度的谷物收成.凡国家粮食库存系数低于１７％为

粮食不安全,低于１４％为粮食处于紧急状态.

　　１９８３年４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对粮食安全概念进行了第二次

界定: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

本食物.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第二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对粮食安全概念做出了第三

次表述: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享有充足的粮食,过上健康、富有朝

气的生活.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要有充足的粮食(有效供给);
要有充分获得粮食的能力(有效需求);以及这两者的可靠性.因此,这三

者中缺少任何一个或两个因素,都将导致粮食不安全.

　　我国原派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官员、高级农业经济师吴天锡认

为,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对应粮食危机提出的,基本

要求是通过一系列措施推动各国政府重视世界粮食安全问题,采取相应

国家政策措施,消除导致粮食危机的因素,粮食就基本安全.粮食安全还

强调“所有的人都有获得粮食的能力”,这就把粮食安全活动从一个国家

延伸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形成了家庭粮食安全的概念.

　　中国管理科学院郭书田认为,我国粮食安全应包括五方面内容:
(１)粮食国内自给率,中国粮食白皮书承诺９５％左右;(２)粮食库存率,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约定粮食库存系数为１７％~１８％,我国大大高于这

①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在罗马召开的世界粮食大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给出了这个粮食安全的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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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但不能认为储粮越多越好;(３)农民收入,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下,要大幅降低粮食生产成本,以增加农民收入;(４)生态环境,粮食安全

要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５)食物安

全.

　　我们认为,粮食安全就一个国家而言,应该包括粮食生产的安全、粮
食供给的安全及粮食消费的安全.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１日,中央首次正式提

出国家粮食安全体系问题.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决议明确指出,“要高度

重视保护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建设稳定的商品粮基地,建立符合我国国

情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粮食安全体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指出,我国人口众多,对粮食的需求量

大,粮食安全的基础比较脆弱,我国粮食的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

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二、粮食安全的数量指标

　　一个国家和地区,粮食到底达到什么样的供给水平才算安全? 根据

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因素,其评价指标应该是不一样的.我

国研究粮食安全的专家学者基于对粮食安全概念本质的认识,并充分考

虑到国际的可比性原则,选择了粮食自给率、粮食生产波动指数、人均粮

食占有量、粮食储备水平、低收入阶层粮食保障水平五个指标,用以比较

中国与世界上主要粮食生产和消费国在粮食安全主要环节上的差异,进
而对我国的粮食安全状况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一)粮食自给率

　　粮食自给率表示一个国家粮食生产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一个国家

粮食自给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可耕地、水资源等禀赋方面的条件.

除此之外,粮食物流条件、国家工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的高低、居民的膳

食结构及消费模式等,这些因素都将对一国的粮食自给率产生重要影响.
一般来说,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水平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一国的

粮食自给率越高,粮食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反之则反是.出于粮食消费对

人类生存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各国对保持怎样的粮食自给率往

往十分谨慎,这种谨慎态度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因为保持一定

的粮食自给率往往需要付出相应的政治成本或经济代价,因为单从经济

的角度来讲,各国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部分进口所需的粮食,可能比自

己生产全部的粮食更加有利可图.各国决策者要根据各方面情况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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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粮食安全的效益与成本之间做出某种权衡.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对接

受怎样的粮食自给率并没有统一的认同标准.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

和法国等农业资源丰富、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国家,其粮食自给率普遍

高于１００％.而亚洲国家由于普遍属于人多地少的农业资源缺乏国,其粮

食自给率普遍较低.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粮食自给率大于９５％表明一

国已基本上实现了粮食自给,或者说已经达到了足够高的粮食安全水平;
一般来说,只要自给率大于９０％,即已达到了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

对于那些农业资源紧缺的国家来说,要实现粮食自给的目标,尤其是追求

１００％的粮食自给目标,往往会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不一定是明智

的选择.
(二)粮食生产波动指数

　　粮食产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的粮食供给能力及安全水平.但

由于受气候和政策等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会呈现

出一定的波动性,波动幅度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粮食安全水平.

波动幅度可以用波动指数来表示.波动指数就是用每一年的实际粮食产

量与该年的趋势产量的差除以该年的趋势产量得出的结果.粮食生产波

动指数反映了粮食总产量随时间推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较为稳定的增长

或下降趋势,它代表着粮食产量发展的基本方向.很显然,粮食生产波动

指数越大,说明该年度粮食生产距离趋势值越远,该年度粮食供给的稳定

性就越差,会影响粮食市场的供求,并进而影响粮食安全水平;反之,粮食

生产波动指数越小,说明该年度粮食生产偏离趋势产量越小,稳定性越

高,粮食安全水平也就相应的高一些.
(三)人均粮食占有量

　　人均粮食占有量是指在一个粮食年度内,一个国家粮食总供给量与

该国同一时期内总人口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可以在较高程度上反映

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很显然,人均粮食占有量越高,粮食安全水平

就越高.世界各国由于资源禀赋条件和人口数量等因素的差异,人均粮

食占有量差别较大.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等国由于拥有丰富的

农业资源和发达的农业生产水平,其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高于世界平均

水平;而亚洲国家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却普遍较低.
(四)粮食储备水平

　　粮食储备状况是反映粮食安全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FAO
直接用粮食储备水平来衡量全球或一国的粮食安全水平,在２０世纪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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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曾提出一个确保全球粮食安全的最低储备水平,即世界谷物的储备

量至少要达到世界谷物需求量的１７％~１８％.多年来,FAO 一直号召各

国政府采纳这一最低安全储备政策,足以看出粮食储备状况对于粮食安

全的重要性.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粮食储备

率呈稳步上升趋势,近年来粮食储备率更是高达４０％以上.当然,对于我

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区域间粮食供求差距巨大、粮食物流条件相对较弱

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保持相对比较高的粮食储备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五)低收入阶层的粮食保障水平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食物生产的增长速度已超过人口的增长速度,但

发展中国家仍有几亿人在挨饿,即使最富裕的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人得不

到足够的食物,这些得不到充足食物的人往往是那些贫困人口.尽管中

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低收入阶层绝对数仍然是相当大的,
这部分人口的生活尤其是食品得不到保障,影响了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的进程,并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世界粮食安全的总体状况

　　粮食安全是个世界性的概念,也是个世界性的难题.纵观世界粮食

安全形势变化的历史,全球粮食安全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世界粮食安全

的基础仍然薄弱,国际粮食市场供给增长虽有较大潜力,但依赖国际粮食

市场的风险较大.粮食安全属于世界性的热点问题,从粮食不安全率来

判断,目前世界粮食安全形势总体趋好.FAO 根据对世界各国粮食安全

状况的统计监测,发现１９９０~２０１４年间,世界总体粮食不安全率平均由

２５９％降至１７．５％,发达国家处在小于５％的水平;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

状况总体上有所改善.但世界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依然存在.

一、粮食安全面临的挑战

(一)耕地的退化与丧失

　　地球上可耕种的土地是有限的,仅占总土地面积的１１％.据联合国

粮农组织的数据显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耕地面积保持小幅稳

定增长.从１９６５年至２００５年,世界耕地总面积从１２９９１９万公顷上涨到

１４２１１７万公顷,增幅为９．４％;耕地面积年均增加３０５万公顷,年均增长

率为０．２２％.但自２００１年以来,世界耕地面积年均增长率逐渐减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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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世界耕地总面积为１４１２４０万公顷;２００５年,世界耕地总面积为

１４２１１７万公顷.由此推之,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世界耕地面积增加了８７７万

公顷,耕地面积年均增加为约２２０万公顷,年均耕地增加率仅为０．１５％①.

尽管如此,相对于人口的快速增长来说,人均可耕地面积正快速减少.另

外,地球上形成１０毫米表土需１００~４００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因此在１００
年内,土地资源应视为不可再生的资源.而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

进,耕地面积将加速被占用,并且,因高强度利用,耕地质量退化问题也十

分严峻.总之,相对于人类的需求而言,农地资源的有限性构成了重要的

粮食安全约束.
(二)人口的增长

　　根据２０１４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估计,截至２０１３年１月４日,全世界

有７０．５７亿人.目前全球人口正处于高速增长期,人口迅猛发展使世界粮

食供给的压力加重.此外,人口迅猛增长也呈不平衡态势,广大发展中国

家占全球人口的份额激增,目前,世界人口增长的９４％来自发展中国家,

据估计,２０００年,世界人口的７９％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而到２０２０年,这一

比例将达到８３％.这将给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压力,加剧了

耕地、淡水资源等一系列危机,威胁着世界粮食安全.
(三)水资源的短缺

　　淡水资源在世界水资源总储量中的比重较低,据联合国２００７年统

计,世界水资源总储量约为１４０８０００万亿立方米,其中大部分是海洋中

的咸水,约为１３７２８００万亿立方米,占世界水资源总储量的９７．４％.已

探明的淡水资源储量中,绝大部分分布在不能或不易使用地区,如两极地

带.可利用的湖泊、沼泽、河流和土壤中所含淡水还不到０．５％②.淡水资

源分布不均衡使本已紧缺的淡水资源雪上加霜.淡水资源分布不均衡体

现在洲际间、国家间和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以淡水资源国家间分布

不均衡为例,在世界各主要粮食生产国,巴西由于地处南美大陆的热带雨

林地区,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居于世界前列;仅次于巴西的是俄罗斯,淡
水资源总量达４．５万亿立方米,人均３１５万立方米;美国和加拿大淡水资

源总量分别为３．１万亿和２．９万亿立方米,居世界前列,美国人口相对较

①

②

以上数据引自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数据库(http://faostate．fao．org),２００９年１月６
日.

以上 数 据 引 自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数 据 库 (http://wwwfaoorg/nr/watcr/

aquastaV),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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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约为１万立方米.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发展中

国家,淡水资源拥有量分别为２．８万亿立方米和１．９万亿立方米,考虑人

口因素,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２１３７立方米和１７１８立方米①.
(四)大气污染与酸雨

　　随着世界各国工业的迅速发展,硫、氯的氧化物在大气中的浓度往往

超过粮食作物所能忍受的标准,延缓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在大气污染物

对农作物的直接危害中,低浓度长期暴露引起的慢性伤害,尤其是不可见

伤害对粮食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影响更严重:如诱发病虫害;改变农

药的性质(某些农药如波尔多液在某些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的影响下,
对农作物产生毒害作用);污染农田土壤(影响土壤微生物种群和活性,改
变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进而影响作物的生长发育和产量);二氧

化硫形成的酸雨,直接威胁着世界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森林大片死亡、
湖泊中鱼类数量骤减.像氯氟烃化合物和哈龙会破坏大气层中的臭氧.
研究显示大气层中的臭氧每下降１％,紫外线β辐射即相应地增加２％,主
要农作物如大豆将减产１％.美国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已使农作物减产

５％,由于矿物燃烧引起的烟雾,经阳光作用产生臭氧到达地平面,使美国

农作物每年损失达５０亿美元.

二、粮食安全的现状

　　(１)世界粮食供需总体基本平衡(紧平衡),但区域性短缺和粮食不安

全问题突出,粮食危机的风险始终存在.１９６１~２０１２年,全球谷物产量年

均增长２．１６％,高于同期人口年均增速２．０５％,人均谷物占有量稳步提

高,但地区间不平衡和地区差异明显.发达国家粮食生产过剩,发展中国

家供应不足,全球仍有８．４亿饥饿和营养不良人口.其间还发生了２０世

纪７０年代初、９０年代初以及２００８年３次世界性粮食危机,粮食危机的威

胁始终没有根除.２００１年以来,世界粮食安全形势总体有所好转,但仍有

７年产不足需,库存减少.既存的世界粮食分配与贸易体系,既不能解决

地区不平衡问题,也不能解决世界粮食安全问题.

　　(２)相对于购买力的有效需求而言,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充裕,曾在

相当时期内供过于求.由于大量贫困人口缺乏购买力,国际农产品市场

在相当时期内总体上供过于求,剩余农产品处理和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

① 以上 数 据 引 自 联 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数 据 库 (http://wwwfaoorg/nr/watcr/

aquastaV),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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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低一直是国际社会面临的难题,美欧等国不得不实施较大规模的休耕

计划.根据FAO数据,长期以来全球主要农产品实际价格水平呈下降趋

势,直到近几年才因生物质能源发展开始波动走高.近１０年来,全球谷

物库存水平始终保持在粮食安全警戒线以上.

　　(３)国际市场上粮食贸易量占生产总量比例较低,粮食供给主要依靠

国内生产保障.全球谷物贸易量占产量的比重较低,２００１~２０１３年维持

在１２％~１３．５％.而大豆、棉花和食糖等非粮作物全球贸易量占产量的

比重则较高,２０１３年分别为３８％、３３％和３４％.这说明从世界范围看,谷
物的供给主要依靠国内,贸易仅对全球谷物供给总量的不足１５％起作用.

立足国内实现基本自给是各国粮食安全战略的现实选择,也是解决世界

粮食安全问题的根本途径.

　　(４)国际粮食等农产品供给集中度很高,大宗农产品贸易主要被少数

跨国公司掌控,具有准垄断性.２０１１年全球８１％的大米出口来自泰国、

越南、印度、巴基斯坦和美国,５９％的小麦出口来自美国、法国、澳大利亚

和加拿大,６５％的玉米和８６％的大豆出口来自美国、巴西、阿根廷.棉花、
食糖、羊毛出口的７０％~８０％也集中在前五大出口国.这使得主要出口

国对国际市场拥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全球大宗农产品贸易还具有准垄断

特性,８０％的粮食和其他大宗农产品贸易被 ADM、邦吉、嘉吉、路易达孚

四大粮商垄断.

　　(５)受气候变化、生物质能源及投机资本影响,国际农产品市场呈现

波动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加剧的态势.灾害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数据显

示,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各国报告的自然灾害数量比前１０年增加了２６％,其中

极端天气增加２２８％、洪涝灾害增加７１％,这大大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

定性.生物质能源发展大幅增加了对农产品的非传统需求,增强了农产

品市场与能源市场的互动.目前,美国每年生产液态生物燃料所消耗的

粮食超过１亿吨,相当于２．５亿人的口粮.而投机资本在农产品市场的大

进大出,进一步加剧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

　　(６)用于生物质能源的农产品消费有较大弹性,世界范围内后备耕地

和水资源仍有相当数量,国际农产品市场供给仍有增长潜力.目前,液态

生物燃料仅占全球交通燃油的２．７％,却消耗了全球大约１２％的玉米、

１２％的植物油和１７％的甘蔗.世界银行指出,一个人一年的口粮仅能生

产７０升生物燃料,只能让一辆普通轿车行驶７００公里.生物能源对保障

能源安全作用微乎其微,发达国家发展一代生物能源的主要目的是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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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的粮食,拉高农产品价格,这部分消费具有很大弹性,在适当的市场

条件下可转变为传统消费.目前,美欧等国还在实施限产和休耕政策,若
农产品价格上升,这些国家的生产潜力可得到释放.就后备耕地而言,全
球还有４０亿公顷可开垦耕地,是全球现有１６亿公顷耕地面积的２．５倍.

即使考虑环保等制约因素,全球仍有相当数量的宜开垦土地,仅巴西和阿

根廷就有３亿公顷.

第三节　我国粮食生产及其影响因素

一、粮食生产总体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总体上呈现出在波动中上升的趋势.如

全国粮食产量１９７８年仅为３０４７７万吨,而到２０１５年却达到了６０７０９．９万

吨.全国年均粮食总产量,“六五”时期为３７０６４．４万吨,“七五”、“八五”、
“九五”时期分别增加到４０８４７．２万吨、４４９２３．２万吨和４９６３１．６万吨;与
前期年均总产量相比,分别增加１０２％、１００％和１０５％.１９９６年,我国

粮食总产量越过了５００００万吨的台阶,达到５０４５４万吨.从１９９９年开

始,由于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特别是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和粮食价格低迷,

导致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我国粮食产量连续３年减少,其中２０００年的减

产幅度更高达９．１％.全国粮食总产量２００１年为４５２６４万吨;２００２年较

上年增加１％,达到４５７１０万吨;２００３年,全国粮食又进一步减产,减幅达

到５８％,当年粮食产量仅为４３０６７万吨,仅为之前历史最高年份１９９８年

粮食产量５１２３０万吨的８４％;２００４年我国粮食生产出现重要转机,粮食

总产量达到４６９４７万吨,比上年增产３３８０万吨,增幅达到９．０％;２００５年

粮食产量达到４８４０２万吨,比２００４年又增加了１４５５万吨,增产３．１％.

２００３年以后,我国粮食产量迎来了新的局面,实现了十二连增,２０１５年粮

食产量达到６２１４３．５万吨.

二、主要粮食品种生产现状分析

　　我国的粮食品种主要包括稻谷、玉米、小麦与大豆,下面依次对这四

种主要粮食作物的生产现状做具体分析.

(一)稻谷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品种之一,其产量一直占据我国粮食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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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１　１９４９~２０１５年我国粮食产量变化

主体地位,但是自１９９１年以来,我国稻谷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总体

呈下降趋势.１９９１年稻谷产量为１８３８１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４２．４％;

１９９８年稻谷产量达到１９８７１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３８．８％,比１９９１年下

降了３．６个百分点;２００３年稻谷产量为１６０６６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

３７３％,比１９９１年下降了５．１个百分点;２００４年稻谷产量为１７９０９万吨,

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３８２９％;２００５年稻谷产量为１８０５９万吨,占全年粮

食总产量的３７３１％,总产量比１９９１年下降１．７５％,比最高年份的１９９７
年下降了约１０％.与此同时,我国稻谷的播种面积也呈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５
年我国稻谷播种面积为２８８５万公顷,分别比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下降了

１１４８％和９１６％.虽然我国稻谷的播种面积下降幅度较大,但是由于农

业科技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稻谷的单产水平总体处于上升趋势,从１９７８
年的每公顷单产３９７８公斤大幅提升到２０１４年的每公顷单产５８９２公斤,单
产的提高速度大幅超过了稻谷播种面积的下降速度,因此,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稻谷的总产量不仅没有下降,而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８－２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稻谷产量和种植面积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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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玉米

　　玉米是我国产量第二的主要粮食作物,约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四分

之一,是我国主要的饲料粮和部分地区的主要口粮,目前已发展成为粮、
饲兼用的作物,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玉米产量及玉米占粮食产量的比重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以来,随着我国玉米播种面积的显著增加,产量快速增

长.我国玉米的播种面积总体在稳步增加,２０１４年达到３７１２万公顷.

１９９１年我国玉米产量为１００８３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２２．７％;１９９８年玉

米产量达到１３２９６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２６％;２００５年玉米产量达到

１３９３６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２８．８５％;２０１４年玉米产量达到２１５６５万吨.
从玉米单产情况来看,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随着农业科技含量的提高,玉米

单产出现了很大飞跃,１９７８年我国玉米单产每公顷仅为２８０３公斤,而到

２００５年,我国玉米产量每公顷大幅提升为５２８７公斤,２０１４年每公顷升为

５８０９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８－３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玉米产量和种植面积变化

(三)小麦

　　小麦是我国第三大粮食作物,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麦总产量呈现

反复波动的走势.１９９１年我国小麦产量为９５９５万吨,占粮食总产量的

２２％;１９９７年我国小麦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为１２３２９万吨.而从

１９９８年开始,我国小麦产量出现下滑走势,２００３年产量减至１９９１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为８６４９万吨,当年小麦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２０．１％.
此后几年,在小麦价格上涨和我国各项扶农政策的激励下,我国小麦产量

连续几年大幅反弹,至２００５年我国小麦产量回升到９７４４万吨,比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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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产１０９５万吨,增幅高达１２６６％,２０１４年达到１２６２１万吨.我国小

麦播种面积也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２００５年播种面积仅为２２７９万

公顷,分别比１９９１年、１９９７年下降了２６３６％和２３４５％;到２０１４年,小
麦的播种面积上升到２４０７万公顷.从我国小麦的单产水平来看,自改革

开放以来,小麦单产提升速度非常快,１９７８年是每公顷１８４５公斤,到

２００５年提升为４２７５公斤,２０１４年为５３４４公斤.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８－４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小麦产量和种植面积变化

(四)大豆

　　大豆虽然在我国粮食总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多年来仅占我国粮食

总产量的２％~３％,但也是我国四大主要粮食品种之一,并且近年来随着

市场需求的大幅上升,我国大豆产量增加幅度较大.

　　从大豆的生产情况来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我国大豆产量较

低,基本保持在１０００万吨左右.１９９３年开始,国内大豆产量出现较大提

高,当年大豆总产量达到１５３１万吨,１９９４年的产量更高达１６００万吨,在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大豆产量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但年产量也

基本维持在１４００万吨左右的水平.随着２００１年起国家开始实施“大豆

产业振兴计划”,加大对大豆产区的投入力度,国内大豆产量出现稳步增

长,２００４年产量达到创纪录的１７４０万吨,占当年粮食总产量的３７．１％.

２０１４年我国大豆产量为１２００万吨左右.从我国大豆种植面积的变动情

况来看,自１９９３年以来,我国大豆种植面积基本稳定在９００万亩左右的

水平;２０１４年为１．０７５５亿亩.从我国大豆的单产变动情况来看,在１９９３
年和１９９４年,出于气候条件良好及种植技术的改良,我国大豆单产迅速

增加,达到了１７００公斤/公顷,２００２年的大豆单产水平更是高达每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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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３公斤.进入２１世纪以后大豆单产逐渐趋于稳定,２０１３年我国大豆

平均单产为每公顷１８５０公斤.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国对大豆的需求

持续增加,而国产大豆生产量却在降低,这其中的差额只能靠进口来弥

补,我国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２０１４年我国大豆进口量为

７３００万吨,约占世界大豆产量(３．１８５亿吨)的２０％,对外依存度达到８６％
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图８－５　１９７８~２０１４年大豆产量和种植面积变化

三、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

　　影响粮食生产的因素很多,归纳一下,主要有资源供给、政策导向、要
素投入以及科技进步这几个方面.

(一)资源供给

　　进行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是各种自然资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耕地

与水资源.从我国储备情况来看,这两种资源条件的前景都不容乐观.
从耕地资源来看,我国虽然地大物博,国土总面积居世界第三位,但其中

不能或难以利用的沙漠、戈壁、冰川等占了相当大的部分,我国耕地面积

仅占土地总面积的１３．７％,远低于印度的４９．４％、法国的３３．２％、英国的

２４．９％以及美国的１８．７％;而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面积几乎每年

都在减少.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和生态退耕

的不断推进,我国耕地面积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

递减的态势将无法在短中期内得到根本的扭转.在我国耕地面积不断减

少的同时,可利用的后备耕地也非常不足,目前全国共有宜耕地后备土地

资源１．１３亿亩,而且后备资源６０％以上分布在水资源不足、水土流失、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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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盐碱严重的西北部地区,交通不便,若开发不当,极易引起生态环境

问题.

　　从水资源状况来看,我国水资源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总量严重不足、时
空分布极不均匀、水土资源不匹配.目前,我国水资源总量为２．８万亿立

方米,人均水资源量为２２００立方米,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３１％,是全球

１３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从水资源的时间分布来看,全国大

部分地区四个月的最大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７０％.从水资源的空

间分布来看,我国南方水资源总量约占全国的８０％,人口占全国的５５％,

耕地面积仅为全国的３６％;而北方水资源总量不到全国的２０％,人口则

占到全国的４５％,耕地面积占到全国的６４％.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显著不

均匀.

　　除此之外,目前我国１８．２７亿亩耕地中只有７．５亿亩耕地可以确保灌

溉,另外１０多亿亩旱耕地只能依靠自然降水来进行农业生产,导致我国

常年农作物受灾面积高达３亿~４亿亩,每年损失粮食３００亿公斤左右,
占各种自然灾害损失总量的６０％.这在西北黄土高原和西南丘陵山地表

现得尤为突出,这些地区的粮食产量、质量很不稳定,即使是优良品种或

者具备高新技术,也长期因为缺水而难以发挥其应有作用.与此同时,人
们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浪费、低效以及污染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水

资源的短缺.从总体上看,我国水资源趋紧的局面已经成为刚性紧缺,水
资源的短缺和不足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粮食生产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二)政策导向

　　造成我国粮食总产量波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政策的变化.１９８０~
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出现了快速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以

家庭联产承包制为核心的农业生产和经营体制的变革,确立了农户这一

相对独立的微观经济主体,有效激励机制的建立成为农业尤其是粮食生

产迅速发展的制度保障;二是国家大幅度提高主要粮食品种的收购价格,
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是政策方面的巨大变动.

在粮食连年增产的形势下,１９８５年开始,取消粮食统购,改为合同订购,订
购粮食实行“倒三七”比例价,加上不少地区取消鼓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挫
伤了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生产积极性,致使自１９８５年后出现了连续几年

的粮食产量徘徊不前的局面.１９９０年以后,我国粮食生产能够摆脱停滞

下滑的趋势,并在１９９３年跨上４．５亿吨的台阶,其主要原因还是政府高度

重视发展粮食生产,从投入、资金及政策方面采取多种办法鼓励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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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自２０００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连续几年的滑坡以及自２００４年

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十二连增,其主要原因还是与农业政策的调整有重大

关系.因此,要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政策上对粮食生产的适当扶持是必

不可少的.
(三)要素投入

　　用于粮食生产的投入主要分为国家投入和农户自身的投入.从国家

的投入来看,粮食生产关系国计民生,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因此,我国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粮食生产一直非常重视.事实也证明,我国粮食产

量每上一个新的台阶,都与政府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投入密不可分,如１９８２
年到１９９４年,我国粮食产量从３．５亿吨增加到４．５亿吨,相应的国家财政

支农资金也由１２１亿元增加到５３３亿元.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粮食

生产的投入力度,重点支持良种繁育和推广、中低产田改造、节水灌溉等

关键环节,先后实施了种子工程、商品粮基地、大型灌区节水改造、农业综

合开发等一系列重大项目.今后,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用于粮

食生产的投入将不断增加,这将有助于改善粮食生产条件,使粮食单产水

平进一步提高.从农户的投入来看,农户对粮食生产的投入与种粮的收

益水平相关性很大,因此,在未来为了稳定农户粮食生产方面的投入,必
须采取各种措施来稳定甚至提高农户的种粮收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国家投入的增加将有效地改善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条件,有助于提高粮

食单产.目前在我国现有的耕地中,高产的一、二等地仅占２２％左右,中
产的三、四等地占４１％左右,其余均为低产田,中低产田的面积约为６０００
万公顷.如果按改造一亩中低产田平均增产５０公斤计算,我国改造中低

产田的粮食增产潜力可以达到４５００万吨左右,相当于我国目前粮食年均

产量的１０％.
(四)科技进步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这主要靠的是物质资料的

不断投入、家庭经营制度的创新、不断提高的粮食价格以及行政力量的干

预.今后,所有这些要素的潜力已经逐渐消耗,特别是价格激励已经使我

国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粮食生产增长将

更多地依靠非价格因素的促进作用,其中最主要的是科技进步.在科技

进步显著的情况下,即使某一作物的价格没有提高,甚至下降,也会引致

该作物的增产.目前,我国农业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份额只有约

４８％,而发达国家一般为６０％~８０％;同时,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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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低,每年取得约６０００多项农业专利,但转化率仅有３５％左右,真正形

成大规模推广的不到２０％,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力还很大.

在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目前我国天然降水的利用率不到１０％,灌溉水的有

效利用率为４３％,而一些发达国家灌溉水的利用率达到７０％~９０％;我
国化肥利用率只有３５％左右,而有些发达国家达到６０％~７０％.可见在

科技进步提高物质投入的利用效率方面,我国还存在很大的潜力.另外,

生物技术的进步也将有利于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进一步提升.

第四节　我国粮食消费状况及影响因素

一、我国粮食消费发展的四个阶段

(一)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粮食供不足需,消费水平低下

　　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我国的粮食生产发展缓慢,粮食生产总量长期在

低水平上波动,居民的口粮消费尚未得到根本解决,粮食供给不能满足温

饱需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使我国的粮食生产遭到了

严重的破坏,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加上当时不法粮商投机活动猖獗,

政府掌握的粮源有限,导致粮食市场价格剧烈波动,并推动物价大幅上

涨,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较大的威胁.从１９５３年起,为
了克服当时粮食短缺的困难和确保城市配套系统内的低价食物供应,我
国开始在农村实行强制性的低价粮食收购政策,即“统购统销制度”.从

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５７年,我国粮食总产量从１１３２０万吨增加到１９５００万吨,粮
食市场和价格也基本保持稳定,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但

由于随后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使得整个经济和生产遇到了很大

的挫折,从１９５８年到改革开放前的２１年间我国粮食总产量仅增加了

１１０２０万吨,平均每年仅增加５００万吨左右.这一阶段我国的粮食供给水

平远小于需求,人均粮食产量在２５０~３００公斤之间.由于粮食供给总量

的严重短缺,粮食消费结构单一,粮食的非口粮消费量很低,口粮消费中

细粮消费比重不高,粮食以外的其他食物消费数量有限,人均肉类年消费

量低于１０公斤,每人每日所摄入的热量不到１９００千卡,消费粮食所提供

的热量占８０％~９０％.１９７８年,农村居民口粮消费中,稻谷、小麦等细粮

消费仅占４９．４％.在这一阶段,虽然名义上的粮食自给率很高,但是这种

高自给率是在用计划体制强力扭曲了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情况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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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水平的粮食安全,是一种高成本、低效率的短期安全,这一计划体制

下的粮食安全必然是不可持续的.

(二)１９７９~１９９３年:粮食供给迅速增加,消费快速增长

　　１９７８年悄悄发生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包干到户”引发了中国农村微观

制度的创新,在此后的不到四年的时间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

产队占总生产队的比例达到了９９％以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人民公

社制度下生产队经营体制的全面取代,使得我国农业生产的决策方式和

激励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的绩效不断提高,粮食产量出现

了大幅度的增长,极大地缓解了我国多年来粮食供求紧张的状况.随着

粮食供给能力的大幅度提高,我国居民的口粮消费也出现了快速增长,农
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４７．８公斤增加到１９９３年的２６６公

斤,细粮比重从４９．４％上升至８３．１％.１９８５年以后,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

快速增长,副食品供应日益丰富,城镇居民的食物消费呈现多元化趋势,

人均口粮消费开始下降,城镇居民人均粮食购买量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５７公斤

(原粮)下降至１９９３年的１１４公斤.１９９３年,我国粮食国内总需求量达到

４４３２７万吨,粮食人均年消费量已经达到３８０公斤.这一阶段后期,在口

粮消费不断增加的同时,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消费数量也持续增长.

１９９３年,我国人均日摄入蛋白质达到７０克,日摄入热量为２７００千卡,比
前一个阶段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三)１９９４~２０００年:粮食供给相对过剩,消费平稳增加

　　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激励及“粮食省长负责制”的政策保障下,１９９４~
２０００年我国粮食产量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１９９６年我国粮食产量首

次突破了５亿吨大关,全国粮食产量及人均粮食产量分别达到了历史次

高和历史最高水平.此后,到１９９９年的４年间,我国粮食产量一直稳定

在５亿吨左右的水平.粮食消费量的增长低于粮食产量的增长使得在这

一阶段我国粮食库存迅速增加,在１９９９年库存达到２．８８亿吨,大大高于

合理库存量,粮食供给甚至已经出现了相对过剩的局面.在此阶段,我国

粮食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粮食消费增长平稳,粮食消费结构得到了动态

调整,具体表现为口粮(特别是人均口粮)消费出现下降趋势,而饲料用粮

和加工用粮迅速增长.数据表明,从１９９４年到２０００年,我国国内粮食总

需求量从４５６６４万吨增至４７７０３万吨,口粮消费却从２８２４４万吨下降到

２７６６９万吨,饲料用粮消费从１２２１５万吨增加至１４２７１万吨,工业用粮

从２３２７万吨增加至４５１３万吨.口粮消费占国内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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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６０．２％下降至５８．０％,饲料粮比重从２６．７％上升至２９．９％,工业用粮比

重从５．１％上升至９．５％.

(四)２００１年以来:需求增长趋缓,消费结构显著变化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这一阶段的粮

食消费结构出现了显著变化,突出表现在我国粮食消费结构明显呈现从

温饱向全面小康转型的特征:口粮消费数量下降,工业用粮和饲料用粮大

幅度增长,优质粮食的消费比重快速上升,居民膳食向营养水平提高和营

养结构科学化转型,粮食的消费向安全、优质、营养的方向发展.粮食消

费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居民的膳食结构已经开始向全面小康社

会转型.２００５年,我国粮食国内总消费量为４９４４０万吨,其中口粮消费

为２７１０７万吨,饲料用粮消费为１５８１８万吨,工业用粮为５３３５万吨.

２０１３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量下降到２亿吨,而饲料用粮消费量增加

到３亿吨,饲料用粮消费量远远超过城乡居民口粮.就粮食品种而言,稻
谷消费趋于稳定,玉米和小麦消费增长显著.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３年,稻谷

消费从１８３２５万吨增长到１９８５５万吨,年均增长１％,基本趋于稳定;小
麦消费从９９８５万吨增长到１２９２０万吨,增幅为３０％,年均增长３．３％;玉
米消费从１３７４０万吨增长到１８１９８万吨,增幅为３２％,年均增长３．６％.

二、我国粮食消费的变动特点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消费主要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城乡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下降,口粮消费总量稳中有降.在口粮

消费方面,居民收入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居民收入在贫困线附

近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口粮消费会急剧增加;而当居民收

入达到一定水平以后,消费的收入弹性系数就会下降,口粮消费量对收入

的增加就不再敏感,而对动物性食品(猪牛羊肉、禽肉、水产品)的需求将

持续大幅增加.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我国居

民的粮食消费结构也开始发生类似的变化.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４年,随着

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居民人均口粮消费量呈急剧上升趋势,这
期间主要解决了粮食消费不足的问题,城市人均消费口粮(贸易粮)由

１９７８年的２０５．３公斤提高到１９８４年的２３９．４公斤,农村人均口粮消费由

１９７８年的２１４．８公斤提高到１９８４年的２６６．９公斤.我国城乡居民粮食消

费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随着收入水平的继续上升,城镇居民的人均

口粮消费量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１９９４年以后,农村居民人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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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消费也开始逐步下降.所以,虽然近年来我国城乡人口总量不断增加,
但由于人均直接消费粮食的下降,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全国城乡居民的

口粮消费总量呈稳中有降态势①.

　　第二,在粮食消费需求结构中,饲料用粮消费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自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

肉、蛋、奶类食品的需求量稳步增加,这引致了畜牧业的快速发展,饲料用

粮需求量随之大幅增加.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我国饲料用粮为４０１２．５万

吨,到２００５年增加到１５８１８万吨,净增加了１１８０５．５万吨,增幅高达

２９４．２２％、２０１０年我国年饲料用粮达到１７２７９万吨,２０１２年消费量达

１４７２２万吨,饲料用粮的刚性增长将成为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粮食需求增

长的主要动力之一.

　　第三,工业用粮持续增长.从工业用粮的情况来看,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粮食在加工业上的用途也越来越广泛.工业用粮主要用于酿

酒造醋、化工制药、制作调味品、淀粉以及食品工业中,尤其是玉米,目前

其加工产品多达２０００多种.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工业用粮不断

增加,据初步估算,１９９５年工业用粮为３８００万吨,２００５年快速增加到

５３３５万吨,２０１２年工业用粮消费量达１０１３０万吨.我国目前工业化、城
镇化加速发展,以粮食为重点的农产品加工业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预计

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工业用粮将成为我国粮食消费需求的一个新的增长

点.

三、影响粮食消费的主要因素分析

　　一般认为,粮食的消费需求主要是由生活用粮和生产用粮两部分构

成的:生活用粮包括城镇居民口粮和农村居民口粮;生产用粮主要包括饲

料用粮、工业用粮和种子用粮等.目前,在粮食消费总量中占比较大的是

居民口粮和饲料用粮.与此相对应的是,对我国粮食消费需求影响较大

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人口总量的增加、居民收入的增长及城市化进程

的深入推进.
(一)人口总量的增加

　　“民以食为天”,在任何时间和地点,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都是影响

① 统计数据表明,１９９６年我国城乡居民口粮消费总量为２７３９５万吨,而到２００５年我国口

粮消费总量却降为２７１０７万吨,２０１２年为２５３８９万吨.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年)»的预测,到２０２０年口粮消费总量为２４７５０万吨,占粮食消费需求总量的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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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对于一个全球人口最多的发展中

大国来说,人口及其增加对于粮食消费直至粮食安全的影响更是不可轻

视.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将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较有效地控

制了我国人口的过快增长,尽管如此,我国人口总量仍在持续增加.未来

几年里,决定粮食需求的几个主要人口因素会叠加出现:随着“８０后”、“９０
后”陆续进入生育高峰期,人口数量将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高峰,

又恰逢国家生育政策调整,全面放开“二胎”必然会推高峰值数据.人口

总量的增加,势必将影响我国对粮食的需求.

(二)居民收入的增长

　　居民收入是影响食物消费需求的又一因素,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

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的消费结构也将随之发生较大变动.这主要表现

在: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口粮消费将逐渐趋于稳定甚至出现缓慢下

降,而对动物性食品(猪牛羊肉、禽肉、水产品)需求的增加将导致对饲料

用粮需求的持续增长.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上升,我国城镇居民的

人均口粮消费量自１９８５年以来呈现下降趋势,１９９４年以后,农村居民人

均口粮消费也开始下降.与口粮消费趋势不同,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饲
料用粮占粮食消费需求的比重将大幅度上升.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测算,２０２０年我国饲料用粮消耗量将达３４７００万~３７８００万

吨.饲料用粮消费的快速增长,大大改变了我国的粮食消费结构,并可能

对我国未来的粮食安全构成较大影响.

(三)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

　　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达到

３０％以后,城市化进程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每年城市化率至少应该增加

１．５８~１．６６个百分点.我国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了５７％,因此,在
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将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

进.城市化进程的高速推进将改变我国人口的城乡布局,大量农村人口

将会转化为城市人口,这将导致粮食生产者的大幅减少和商品粮需求者

的大幅上升,同时随着城市居民越来越多,粮食的消费结构也将发生较大

的变动.总体而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对我国粮食消费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城市化及其提速会提高粮食商品率,这将有助于缓解粮食需求压

力.随着粮食商品率的不断提高,更多的人将通过市场交换来获得粮食,

粮食价格的变化对粮食需求能起到较大的调节作用,通过价格机制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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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作用,在同等条件下,较高的粮食商品率将有助于缓解对粮食需求的压

力.

　　(２)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入推进,城市人口的增加所带来的消费结构

变化将导致对食品的需求结构发生变化: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大
量农村人口将转化为城镇居民,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大约只有农

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的３３％,因此,城市居民的大量增加将导致人均直接

粮食消费量的下降,这从近年来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需求呈逐步下降趋势

中可以得到印证.另一方面,城市化都会导致人均间接粮食消费量的增

加,这主要是由于城市化就意味着收入的增长,而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

的饮食结构将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对肉食蛋奶等动物性食品的消费需求

将显著增加.这将使得饲料粮占粮食需求的比重大幅度上升,数据显示,
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３年,饲料粮消费由６６．３９公斤增加到９９．３５公斤,增加

了４９．６５％,平均每年增加 ３．８２ 个百分点.结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２０１１»提出的热量、蛋白质等营养素摄入推荐量,参考该发展时段日本、我
国台湾等地的食物结构,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我国人均肉、奶、水产品、蛋类消

费量将分别增至７５．５公斤、４０公斤、４４公斤、２１公斤,折合人均饲料粮

２９８公斤.依据«中国住户调查年鉴»,２０１３年我国人均口粮消费为１４８．７
公斤,按照能量替补属性,人均新增的动物食品消费还可节省８．７公斤的

口粮消费,届时我国人均口粮消费量将降至１４０公斤,人均口粮与饲料粮

两项合计为４３８公斤,人均饲料用粮是人均口粮的２．１倍①.

表８－１ 官学两界对２０２０年粮食消费需求的预测

学界预测 部门预测

参考文献 预测结果 发布部门 预测结果

梅方权(２００９) ５．６亿吨(２００９) 国际食物政策
研究所(１９９５) ７．３９亿吨

陆伟国(１９９６) ６．６亿吨 农业部课题组(２００５) ５．６５亿吨

黄季焜(２００４) ５．１６亿吨 国家统计局(２００６) ５．５８亿吨

张笑涓(１９９７) ６．２亿吨
国家新增千亿斤

粮食规划 ５．７６亿吨

① http://www．gov．cn/zhengce/２０１５－０８/１８/content_２９１４７５５．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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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界预测 部门预测

步长云(２００６) ６亿吨

牛文元(２００９) ５．４８亿吨

吴乐(２０１３) ６．０３亿吨

国家粮食安全需求
中长期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５．７２５亿吨

　　资料来源:吴乐中国粮食需求中长期趋势研究[D]．博士论文,２０１３．

第五节　我国粮食供求缺口及未来形势估计

一、粮食供求缺口

　　现有文献对我国未来粮食供需平衡预测结论较为一致,认为我国粮

食供需缺口将持续扩大.需求方面,我国粮食需求增速将明显放缓,到

２０１５年后趋于稳定.到２０２２年,预计全国粮食(包括榨油大豆)总消费量

为６．９７亿吨,用于榨油的大豆消费量约为１．０１亿吨(包括国产和进口),
谷物及其他粮食消费量为５．９亿吨;预期口粮消费约为２．４９亿吨,饲料粮

消费２．５４亿吨,工业用粮消费１．８０亿吨,种子消费０．１２３亿吨.产量方

面,我国到２０２０年仍能维持９０％以上的小麦和稻米自给率,大豆自给率

在２８％,玉米进口少量增加.从长期来看,在国内粮食补贴提高的情景

下,中国谷物产量将稳定增长,而豆类、薯类和杂粮的自给率则相对降低.

　　我国粮食供需预测方法包括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定量分析方法可

分为时间序列模型、单方程计量模型、联立方程模型、灰度系统预测模型

及其他方法.

　　(１)定性分析法,根据农产品需求的历史变化特点,并结合现实条件,
推断农产品未来的需求状况.较为著名的是Brown对中国粮食需求的定

性分析,认为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到２０３０年中国粮食产量将减少２０％.
程国强、梅方权等(１９９８)也对我国的农产品需求量进行了推断.该方法

不需要考虑过多的数据因素、结构因素等情况,但不同研究者的认识差异

造成推断结果差距较大.

　　(２)时间序列模型,通过充分挖掘与利用原数列信息进行预测.如肖

国安、杨蕾、吕新业利用平均移动法,对中国的稻谷、大豆、玉米、小麦等农

作物需求量进行了预测;邵鲁利用 ARMA和 GARCH 模型对我国的粮食

需求进行了预测.该方法简单易行,短期预测结果较为精确,但其理论支



第八章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
 ◆２１７　　

撑有限,无法有效应对时间序列数据的结构问题.

　　(３)单方程计量模型,将人均收入、农产品价格、消费者偏好、替代品、
能源价格等与需求和供给相关的因素作为自变量,将农产品的供需量作

为因变量进行预测.陈秀凤、秦富(２００６)采用该方法估计了我国农村居

民粮食直接消费总量.该方法可以根据经验判断和数据可得性灵活控制

影响因素,但是相对简单的方程无法对复杂系统进行整体分析.

　　(４)联立方程计量模型,将需求方程、供给方程、价格方程等统一在一

起,以建立联立方程组的形式进行预测,更好地体现农产品供需之间的联

动关系.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世
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开始采用联立方程模型预测世界农产品供需.国际食

物政策研究所在IMPACT 模型基础上,对２０２０年世界农产品供给、需
求、贸易、价格和粮食安全等进行了预测.联立方程组模型有效地解决了

单方程模型存在的不足,但该方法对数据的完整性和可得性要求颇高.

　　(５)灰度系统模型,将离散数据视为连续变量在其变化过程中所取的

离散值,利用微分方程处理数据.吴乐(２０１１)利用灰度系统模型对我国

农产品的中长期需求趋势进行了预测.灰色系统模型建模过程简单,通
过生成累加数列可抵消大部分随机误差,能够凸显出数据变化的规律性,
具有较广泛的应用价值.

　　(６)其他方法包括系统动力学模型、营养需求法、人工神经网络预测

法.此外,组合模型法是将不同预测方法所得预测结果组合起来,形成一

个新的预测,可以有效提高预测精度.

表８－２ 官学两界对２０２０年粮食供需及缺口的预测 单位:亿吨

研究者 生产量 需求量 余缺

Rosegrant(１９９５) ５．４１ ５．６５ －０．２４

Huang(１９９９) ５．７ ５．９４ －０．２４

USDA(２０１１) ４．６６ ５．４６ －０．８

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
规划纲要(２００８~２０２０) ５．４ ５．７３ －０．３３

梅方权(１９９５) ６．６ ６．９３ －０．３３

陆伟国(１９９６) ６．１２ ６．５１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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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研究者 生产量 需求量 余缺

黄佩民等(１９９７)

５．７９

６．０６

６．３４

６．１８

－０．３９

－０．１２

０．１６

陈永福(２００５) ４．４ ５．０５ －０．６５

柯炳生(２００６)
４．９６

５．１８
５．５５

－０．５９

－０．３７

王丹(２００９) ５．２７ ６．１２ －０．８５

杨学利(２０１０) ５．２４ ５．６６ －０．４２

黄宇慧(２０１１) ５．８２ ６．６９ －０．８７

孙宝民(２０１２) ５．４４ ５．６７ －０．２３

吕新业(２０１２) ６．４４ ６．９３ －０．４９

尹靖华、顾国达(２０１５) ６．０６ ６．８７ －０．８１

　　注:黄佩民等(１９９７)表示高、中、低三种方案假设粮食生产年增长速度分别为

１４％、１２％和１％;柯炳生(２００６)表示在预测总产量时依据单产每年增加３公斤、２
公斤分别预测.

二、未来形势

　　(１)未来我国能够实现“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

标.据«中国农业展望报告(２０１６~２０２５)»测算,我国稻谷和小麦产量在

２０１６年预计将分别达到２０８９９万吨和１３０１０万吨,供需基本平衡,口粮

绝对安全有保障.玉米种植变化较大,其面积将大幅调减,库存压力将有

效释放.

　　(２)未来我国粮食安全质量将明显提升.随着农业转方式、调结构战

略的深入实施,我国粮食发展将由数量增长型逐步转向质量效益型,粮食

产量增速将放缓.代表科技进步的单产水平提高将成为主要的增产因

素,粮食消费多样化、优质化将逐渐成为一种趋势,产量将进一步拓展延

伸.

　　(３)未来我国将更加注重统筹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粮

食国内消费快速增长并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拉动下,粮食进出口贸易将保

持稳定增长态势,特别是随着与有关国家或地区多边或双边贸易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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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推进,全球粮食安全的互动融合将明显

提高.

　　由中国农科院主要起草,并以农业部市场预警专家委员会的名义正

式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２０１５~２０２４)»,对我国未来１０年的粮食等

农产品走势进行了展望①,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中国农业的“将来时”.报

告预测,我国粮食总量处于紧平衡,但粮食品种结构不平衡.具体而言,

２０２４年,稻谷折合大米产量为１．４５亿吨左右,大米口粮消费预计达１．１４
亿吨;小麦产量预计达到１．２９亿吨,小麦口粮消费量预计为０．８９亿吨;玉
米产量预计达到２．４４亿吨,玉米进口预计为７００万吨;大豆产量预计为

１４３４万吨,预计需要进口８２６６万吨.中国谷物将保持合理自给率,稻
谷、小麦两个口粮品种口粮消费自给有余,玉米缺口较小,大豆缺口巨大,

粮食品种结构不平衡.

　　对于粮食结构不平衡问题,２０１６年４月发布的«中国农业展望报告

(２０１６~２０２５)»进一步指出,中国迫切需要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增强粮食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持续提升中国农业发展的质

量、效益和竞争力.同时要着眼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谋划粮食

产业发展,把市场需求作为导航灯,调整和优化品种结构、产业结构,创新

产品供给,为消费者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粮食产品.

第六节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基本策略

　　根据前面几章所做的分析,可以清楚地认识到:一方面,随着人口不

断增加、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我国城乡居民对粮

食的需求将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

人口的不断增加,耕地(特别是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趋势将不可避免,水
资源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压力也将不断增加,而科技进步在短期内还不能

使粮食产量出现突飞猛进的增长.因此,虽然当前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

能力有所增强,但必须看到,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依然比较脆弱.从长

期来看,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将持续偏紧,需要从国际市场进口一定数量的

粮食来满足国内的需求.然而,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对国际粮食

市场的依赖是有很大限度的,毕竟目前全球每年粮食的正常贸易量仅为

① http://www．chinabgao．com/freereport/６６３１６．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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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亿吨左右,即使全部购买也只能满足我国粮食需求的４０％左右,这就

决定了我国必须要立足国内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当然,立足于国内并非

完全排斥国际市场,作为一个农业资源约束性极强的国家,在贸易自由化

条件下,保持传统的高度自给自足来实现我国的粮食安全的代价将会越

来越大.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不是孤立的,需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

场、两种资源.把确保我国粮食安全与推进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提高区域乃至我国整体农业的竞争力等长期目标结合起来,以提高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和优化粮食生产布局为主,并充分确保粮食储备,实现灵活

的进出口调节,在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强调政策的扶持引导,是确

保我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途径.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点推进我国粮食安

全保障能力:

一、进一步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

　　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在于口粮安全,口粮安全的关键又在于粮食生

产能力的安全.我们应当做的是,以科技进步和基础设施建设,培育粮食

生产能力,以期未来需要时可以从容地生产出来,而不是盲目追求产量的

过快增长.因此,虽然我国不需要自己生产所需的全部粮食,但是必须高

度重视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并予以保障,这是我国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粮食安全必须要立足于国内,切实保

护和提高我国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从我国的具

体国情出发,我国当前的粮食自给率应当维持在９０％以上,保持总量基本

平衡;人均粮食占有量应当维持在４００公斤左右的水平,满足人们的基本

需求;粮食安全储备警戒线应当维持在１８％以上,切实做到有备无患.解

决好我国的粮食问题,关键是要保护粮食主产区,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

性,保护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二、调整和优化粮食品种结构,使产需能够更加衔接

　　粮食结构,主要是指粮食的区域结构和品种结构.在粮食的区域平

衡方面,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区域差异极大的人口大国,必须要进一步调整

和优化我国粮食的区域生产结构.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所有

地区都要实现粮食自给,也不能否定个别地区通过与主产区交换或国际

贸易而获取粮食的可能性.我国地域辽阔,地区间自然条件差异巨大,要
求全国各地都要确保粮食的产需平衡是不可能的,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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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各地的自然优势,通过地区间的交换和协作实现

全国范围内的粮食供求平衡.为了在区域之间建立起稳定的粮食供求平

衡协作体系,首先应该根据各地的比较优势,在区域间进行合理的布局.

依据各区域的生产资源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粮食生产的潜在优势,结合

目前国内政策导向和经济理论界倡导的农业区域发展战略来看,我国农

业的区域布局分工可以为: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

经济,建立高科技含量、高档次、高品质、高产值、高效益、高效率的特色种

植、养殖出口创汇农业区;在中部传统农业区,要发挥粮棉生产比较优势,
提高农产品品质和质量,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之路,大力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建立高产、稳产、高效粮棉生产区;在西部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和江

河源头地区,要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出发,坚决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

草、退田还湖的战略方针,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时发展特色农业、节水

农业、生态农业,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体到粮食生产的布局来说,我
国中部地区国土面积虽然不足全国的３０％,但是其耕地面积、水田面积及

旱地面积均占全国的４０％以上,多年来通过科技攻关,中部地区粮食生产

能力已显著提高,且少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存在规模优势,粮食商品率较

高,因此,在粮食生产的区域布局上,中部地区作为我国的商品粮集中产

区,要采取特定的倾斜政策,充分发挥其在粮食生产上的比较优势,稳定

粮食播种面积,努力提高粮食品质和单产,加强商品粮、加工专用粮和饲

料用粮生产基地建设,增强粮食生产能力,为国家提供稳定的优质商品

粮.目前要在粮食品种品质提高、技术和物质资本投入、生产加工转化及

产业化上下功夫,真正培育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高产、稳产、高
效和精耕细作以及集约化经营;同时国家要在这一地区担负起平衡粮食

供求矛盾、保证全国粮食供给安全的责任,要从宏观调控的角度出发调控

财政分配格局,对本区的粮食进行必要的保护和支持倾斜.在东部沿海

地区和大中城市郊区,可在依法保护基本农田的基础上,适度调减粮食播

种面积,扩大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外向型、城郊型和高科技农业,为主产区

粮食销售腾出市场空间.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要加快发展生态农业、特
色农业和早地节水农业,国家要充分利用当前粮食供给充裕的有利条件,
把退耕还林还草当作农业基本建设来抓,加大投入,如把坡度在２５度以

上的坡耕地退下来,以保持水土和保证大江大河的安全.

　　只有根据各地的区域比较优势,合理布局粮食生产区域,推进区与区

之间的有效协作,才能建立起粮食的区域平衡协调关系,推动我国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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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展,保证粮食供给的长期持续安全.在粮食的品种结构方面,自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粮食供求失衡问题往往表现为某类品种粮食供给

的过剩或不足.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我国粮食虽然在总量上是供

过于求,但并非所有种类的粮食均出现过剩,总体而言,是小麦、大豆供给

不足,玉米、大米出现过剩.近年来,随着我国粮食消费结构的变动,粮食

品种结构也必须随之发生变动,这样我国的粮食安全才会更有保障.具

体来说,当前在调整我国粮食品种结构方面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１)要按照口粮和饲料粮需要调整种植结构.长期以来,我国粮饲不

分,粮食既供人们直接消费,又用作饲料,饲料作物不作专门的种植安排,

饲料粮的多少依赖于粮食总产中口粮需要量的增减变动,这样就会造成

耕地、资本和劳动的巨大浪费,直接阻碍了农业生产结构的合理化和农民

收入的提高.其实饲料与口粮需求的目标不一致,饲料要求粗粮化、高产

化和能量饲料与蛋白质饲料的合理搭配;口粮消费则要求细粮化、改善品

质和提高加工花色品种.口粮与饲料粮不分,使得有限的耕地受到无限

提高单产要求的压力,增加了粮食生产的难度.以玉米为例,美国饲用玉

米单产平均为１５０００公斤/公顷,食用玉米单产仅６０００~７５００公斤/公

顷,在我国玉米产量的８０％用作饲料的情况下,如果进行玉米品种改换,

就可以节省大量耕地用于发展价值更高的其他作物,而不需要每年种植

这么大面积的食用玉米用作饲料.

　　(２)要继续压缩一般品种,扩大优质稻谷、专用玉米、专用小麦、优质

大豆的生产,做好产销衔接,促进优质专用粮食向区域化种植、专业化生

产和产业化经营方向发展.从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来看,我国的粮

食安全是有保证的,但是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动,对粮食的需求也将随

之发生变动,如果这时候粮食的生产结构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动,就会发生

某类粮食供求失衡的状况.如从我国的小麦供求来看,从２００２年开始,

我国就初步实现了小麦的净出口,２００３年小麦的净出口规模扩大到２００
万吨以上,然而与此同时,我国优质、专用麦仍需大量进口,甚至小麦第一

大省河南也不例外.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居民对一

般品种的粮食需求量将不会有很明显的增加.甚至随着消费结构的升

级,对其需求量将会有所下降,但是对优质稻谷、专用玉米、专用小麦、优
质大豆的需求将不断增加,未来我国粮食生产结构也必须随着粮食消费

结构的升级作相应的调整和优化,这样才能保证我国粮食供求不至于失

衡,粮食安全才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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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制定合理的粮食进出口政策

　　由于我国大部分粮食品种在国际市场上并没有较强的竞争力,利用

国际市场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我国人地紧张的矛盾,有助于实现农业生

产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在努力提高国内粮食产量,通过国内生产来保证

我国口粮安全的大背景下,充分、有效地利用国际粮食资源将是保障我国

粮食供给的重要的辅助性途径.应该认识到,在粮食增产技术难以取得

重大突破的情况下,随着全球农业资源与环境状况的日益恶化及国际政

治关系的变化,粮食也将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因此,我国应该

在加快完善粮食物流设施的基础上,从国际政治、投资和贸易等多方面入

手,尽早与有关国家建立战略性的粮食安全合作关系,确保国际粮食资源

的国内供给.在进行具体的粮食进出口操作时,必须坚持实行有进有出

的粮食进出口战略;也就是说,要根据比较优势,出口我国相对具有优势

的粮食产品(如大米),进口我国相对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粮食产品(如小

麦、玉米、大豆);用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非粮食类农产品换取我国没有优

势或优势很小的粮食产品,以便在全球统一大市场中以较低的成本有效

实现我国的粮食安全.

四、要完善粮食储备体系

　　建立完善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证国家粮食安

全的通行做法;合理的国家粮食储备,应该以较低的成本实现国家粮食安

全的目标.因此,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国情,应从统一国家粮食储备、合
理确定储备规模、建立灵活的储备粮运作机制入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粮

食储备制度.随着我国粮食市场化改革的初步完成,现行的分级粮食储

备体系,已不适应新时期粮食市场的需要,甚至由于利益的驱动,地方储

备在实际运作过程中还会影响中央粮食储备调控作用的发挥.因此,在
我国粮食储备制度建设的发展方向上,应以完善中央粮食储备制度为主,

逐步形成中央一级的粮食储备体系.随着粮食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

中央财政实力的逐步增强,要逐步减少地方粮食储备,或将地方储备并入

中央储备,最终形成中央一级的粮食储备体系.同时,对当前我国中央储

备粮管理总公司与地方储备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不清的现状,必须

从法律上规范中央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与地方储备库之间的委托—代理关

系,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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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储备粮的结构来看,我国目前大米的库存偏少,全国大米库存只占

粮食总库存的２８％,明显低于大米在粮食总消费中的比重,其中大米商品

库存又仅占大米总库存的一半,为４８％.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特别是

９０年代以来,历次粮食供求失衡,无论是供给严重过剩还是供给严重不

足,往往都是先从稻谷开始,再逐步波及其他粮种,甚至形成全局性的粮

食供求失衡.因此,即使粮食总产量在增长,只要稻谷供应偏紧,稻谷供

求失衡就容易波及其他粮种,从而引起粮食供求的严重失衡,在这个方

面,稻谷的影响力往往是其他粮食品种所远远不及的.自改革开放以来,
因稻谷减产导致整个粮食市场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的情况已发生过多

次.因此,要确保稻谷和大米供给的基本安全,消除影响粮食市场波动的

重要隐患,从而确保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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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都市农业的概念与特征

一、都市农业的概念

　　都市农业的概念是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由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首先提

出来的.它是指在城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

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

农业、了解农村提供场所.换言之,都市农业是将农业的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功能结合于一体的产业.具体来说,都市农业是指处在大城市边缘

及间隙地带,依托大城市的科技、人才、资金、市场优势,进行集约化农业生

产,为国内外市场提供名、特、优、新农副产品,并为城市居民提供良好的生

态环境,具有休闲娱乐、旅游观光、教育和创新功能的现代农业.

　　日本地理经济学家青鹿四郎对都市农业的定义是:“分布在都市内的

工商业区、住宅区等的区域内,或者是分布在都市外圈的特殊形态的农

业.”即在这些区域内的农业组织依附于都市经济,直接受都市经济势力

的影响.主要经营奶、鸡、鱼、鲜菜、果树等生产,专业化程度高,同时又包

括稻、麦、水产等复合经营.都市农业的范围一般是都市面积的２~３倍.

　　日本农政经济学家桥本卓尔对都市农业的定义作了归纳:都市农业

是都市内部及其周边地区的农村受城市膨胀的影响,或是在农村城市化

过程中受席卷形成的一种农业形态;都市农业是被都市包容的、位于都市

中的农业;都市农业最容易受城市扩张的影响,也最容易接受城市基础设

施完备带来的益处,因此都市农业是双重意义上的“最前线”的农业;都市

农业是城市建设发展占地和居民住宅建设占地等同时并存、混杂、镶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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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都市农业如果放任自流就有灭亡的危险,因此都市农业是需要加以

有计划保护的农业(桥本卓尔,１９９５).

二 、都市农业的特征

(一)区位特征

　　从地域上,它所包括的范围是指整个城市化地区及其周边间隙地带

的农业生产,不同于一般城郊型农业,是被都市包容的、位于都市中的农

业,容易受城市扩张的影响,并接受城市基础设施完备带来的益处.因

此,从地域上看,都市农业不仅仅像城郊农业那样距离城市较近,它会渗

透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是地处城市大环境中一种特殊的农业状态.

　　在与城市的关系上,都市农业与城市的发展保持相辅相成、相容共生

的联系.都市农业的生产结构安排、空间布局、发展路径等,都必须首先

服从城市的规划及其发展水平.这种由城市需要决定农业的发展,体现

了大都市对农业的依赖性,并进而实现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

一体化关系.世界上许多城市已经开始将都市农业的发展列入城市规划

中.如科特迪瓦的Doala和坦桑尼亚的多多马(Dodoma),还有金沙萨和

马普托、非洲的达累斯萨拉姆等在城市总体规划或城市发展规划中都已

经考虑了都市农业.

　　根据皮立波的观点,融合性是现代都市农业最本质的特征,其融合性的

表现之一就是在地域上的融合.都市农业是城乡边界模糊地区的农业,其
体现是:一方面,都市农业是地处城市周边及内部的农业,是人们经常看到

的“插花型”农业;另一方面,都市农业是利用城市的交通、信息、能源以及市

场等方面的特殊优势,享有与城市相似的便利和集聚的好处,在都市经济区

域内利用动植物、微生物资源、田园景观、自然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

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

了解农村提供场所,为城市居民提供物质产品的一种农业形态.都市农业

体现了都市经济与农业产业内在联系所形成的融合性.
(二)生产经营特征

　　在生产经营上,都市农业是集约型生产、产业化经营,实现生产、加
工、销售一体化经营,进而达到高度的农业发展形态和为都市服务的特殊

功能.在经营管理上,都市农业更多地采用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体
现都市农业的现代化特征,农业生产与管理走向工厂化、集约化、现代化.

　　都市农业的区位特征,决定其不能用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投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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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来衡量其生产能力和水平;相反,都市农业要在节约土地的前提下,提
高单位土地的产值,提高经营效益.都市农业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需要有许多先进设备和优良人才的投入;同时,生物遗传技术、优良品种

改造技术的采用,使都市农业具有较高的回报率.

(三)功能特征

　　从功能上看,都市农业已经完全突破传统农业仅用于提供基本生产

资料的功能,它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产业形态,具有比传统

农业更高回报率的经济功能;同时,更重要的是,都市农业发挥了对城市

的环境与生态功能,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一种全功能性的新

农业.这一点与城郊农业不同,城郊型农业是在城市鲜活农副产品供应

紧张以及全国鲜活农副产品大市场、大流通格局尚未形成的背景下提出

并实践的,而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以及流通技术的进步,城郊农业

的使命逐渐结束,功能更全面的都市农业发展起来.

(四)市场特征

　　都市农业是一种市场引导型农业.都市农业的生产是围绕市场进行

的.依托大城市形成成熟市场,生产能够满足城市居民需要的产品和服

务.城市对蔬菜、水果等不易储藏的鲜活农产品的大量需求可以由都市

农业满足;另外,城市绿化所需要的花卉、草木的培育也将主要由都市农

业来提供;而近年来所出现的体验农业、近郊旅游、休闲农业等项目的开

发,更说明了都市农业是一种市场主导型农业.

(五)技术特征

　　都市农业对技术创新具有更高的要求.虽然发展现代农业要求增加

整个农业产业的科技投入,但是,都市农业的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更高的

要求.都市农业是一种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的

资金投入,同时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唯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才能带来

都市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这是由城市土地级差地租的作用及大城市科技

和人才的资源优势决定的.现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工程技术和电子信

息技术的推广应用,将从基础设施、生产、系列加工、流通、管理等各方面,

形成高科技、高品质、高附加值的精准农业体系,传统农业的粗、脏、累的

形象被一种全新的细、净、雅的都市农业形象代替,以充分发挥其生态、服
务、观光、休闲、科技示范、教育等社会文化功能.都市农业高度集约化的

特征,要求广泛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主要以科技进步促进都市农业的发

展,使城市农业地区成为应用农业高科技的先导区和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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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都市农业与城郊农业的对比我们可以观察出都市农业的主要特

征,如表９－１所示.

表９－１ 都市型农业与城郊农业的比较

指标 都市型农业 城郊农业

生成起点 城郊型农业 一般农业区

内在功能 集经济、生态、娱乐功能于一体
主要为生产功能以及
不完整的生态功能

产出形态
包括鲜活农产品在内的可多次消费固定产
品、消费型产品以及知识产权类产品

满足居民对农产品需
求

产业布局 块状或片状分布于城市地区 呈环状分布

产业结构
不仅满足居民物质生活需要,更注重精神层
面需求

主要在于满足城市对
鲜活产品需求

开放度 全方位开放 单向开放

与城市融合度 生产观念的融合、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度较高
局限于市场和产品的
融合

集约化程度 高度集约化 较低层次集约化

产业地位 非弱质产业 弱质产业

　　总之,都市农业是一种高效农业、功能更加全面的农业.伴随着我国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都市农业会成为越来越受重视的产业发展形式.

第二节　都市农业的功能

　　都市农业应定位于与城市社会、经济形态和发展相符的,既能够促进

城市生态环境改善的,又能够具备良好的产出功能和延伸经济功能的高

效率现代化产业,成为一个符合人与生态共进的、支持可持续发展的现代

化农业综合产业.

　　都市农业应该向“环境友好、功能齐备、技术领先、产业融合、统筹布

局、市场先行”的方向建设和发展,即按照人与生态共进的思路,充分发挥

农业在调节和改善生态环境上的潜在能力.在生态功能上体现环境友

好,经济功能上体现农业系统产出(农产品产业链)扩张,社会功能上体现

保障城市农产品供应和具备应付突发性公共危机(如SARS、禽流感、口蹄

疫等)时的农产品动员和协调能力,以及保存农村民间文化遗产、保护传

统农耕文明和民俗文化、提供观光休闲以及营农教育为主体的农业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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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使都市农业具备强大的生态屏障功能、持续稳定的经济社会功能和

领先的技术与完善的服务功能.

一、强大的生态屏障功能

　　都市农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城市创造一个良好的人居生态环境,

通过都市农业的建设,保持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平衡与协调,为城市构

筑良好的人居空间,成为城市生态屏障的一个组成部分.政府要将都市

农业作为城市生态环境调节中重要的一环和环境屏障加以考虑,根据环

境建设和健康城市建设的要求来规划都市周边特别是近郊区的现代农业

产业结构,建设以环境功能为主的现代生态景观农业,为改善城市生态环

境服务;以提供公共产品为中心来布局现代化农业,同时为这种公共产品

的生产提供财政支持.

　　都市农业与一般纯农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与城市的经济和生态系

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都市农业与一般纯农业的区别不仅在于它的地理

区位,还在于它深深地嵌入到城市的生态系统中并且与之相互作用.早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达国家就开始重视农业对于城市保持良好生态的

积极作用,进入了“环境农业发展阶段”.１９９９年１０月,美国世界观察研

究所发布了名为“为人类和地球彻底改造城市”的调研报告,明确指出城

市发展农业是使城市拥有良好生态环境的最佳途径,特别是现代化的农

业生产技术与设施,如无土栽培和有机农业的应用,使美国、日本、英国、

德国、瑞典、法国、荷兰、丹麦和比利时等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在许多城市建

立起“都市农庄”.在１９７８~１９９８年的２０年间,工业发达国家“都市农

庄”的面积平均递增１２％,其产值由不足５０００万美元增至７５亿美元,都
市农业产值目前仍在持续增长.而现代化的环境友好农业则成为城市生

态屏障的组成部分.１９９５年,伦敦的生态覆盖面积是都市区的１２５倍,其
中约４０％是由农作物所组成的.荷兰在欧洲属于人口密集的国家,但在

大城市周边和城市间保存了大量的农业生态绿地.在德国,柏林市就有８
万市民经营社区农园,还有１．６万人等待批准加入.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创

造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

　　因此,不管是从国际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趋势还是大城市经济、社
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建设可持续环境友好农业必须是贯穿都市现代

农业建设的“主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大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将会不

断加大,如果仅靠大面积植树造林和建设绿地来调节和改善气候环境,不



◆２３０　　 农业经济学


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需要大量维护和培植费用.而规划良好的都市现

代化农业生产不仅可以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可以大

大降低环境改善的费用.

　　另一方面,从农业本身的角度来看,农村与农业生产对于环境的影响

同样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对于农产品产量的过度追求,使农业生产中化学

品的使用量很大,化肥、农药和其他化学药品严重污染水体、土壤和大气,

形成农业面源污染,使都市郊区耕地质量明显下降,土壤耕作层变浅,理
化性能变差,有机质含量减少,氮磷钾比例失调.不少地区的土壤内的有

毒物质、重金属和硝酸盐含量超标几倍乃至几十倍.所以,农业特别是以

追求农业产出为特征的传统意义上的现代化农业,对于环境的负面影响

比较大,不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农产品生产.

　　举例来说,在城市近郊周边种植水稻可以获得极佳的环境友好效能.

首先,稻田作为一种人工湿地系统,与天然湿地一样,具有净化污水、消解

有机有毒物质、钝化或无效化无机有毒物质的功能.在目前施肥水平下,

长三角地区磷和氮的农业面源污染对地表水体的作用不到１０％,主要是

由于稻田在该区耕地中占有７０％~８０％的缘故.而旱地,尤其是蔬菜地

对地表水体的污染远高于水稻田.稻田一般不存在对地下水硝态氮污染

问题,地下水硝态氮超标都发生在旱作地,特别是蔬菜地,旱地和蔬菜地

地下水硝态氮含量要比稻田高出５~１０倍,蔬菜产地的地下水硝态氮含

量有８０％是超标的.其次,水稻对更新空气具有比其他作物高的能力,其
绿色叶面积指数一般可达７左右,是草坪类的２~３倍、蔬菜瓜果类的１~
２倍,因此具有更多的释氧更新空气的能力.此外,稻田水层还可以固定

可吸入颗粒物,水层的蒸发和水稻的蒸腾作用能够平稳大气温湿度变化,

有效调节城市大气的温湿度,减轻城市“热岛效应”.最后,与旱作土地相

比,从地表至地下水位的界面,每公顷稻田比旱地多蓄水３０００~３５００立

方米.因此,种稻可以增加地下水的补给,对防止和减轻周围开采地下水

引起的地面沉降有作用.综上所述,造林和种草坪除了美化、香化的作用

大于稻田外,稻田在环境友好方面的作用要大于草坪、菜地和果园.根据

上海一些专家学者估算,上海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湿地和绿地的生态

服务价值中,湿地占到总价值的９７％.因此,在保护和扩大天然湿地的同

时,通过在城市近郊周边成片种植水稻,形成季节性人工湿地系统,可能

是一种很好的选择.

　　事实上,如果缺少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农业生态系统,城市就会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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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生机和活力,良好的农业自然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建设都市现代化环境友好农业,将可能是缓解大城市未来经济社会发展

中产生的环境压力的最经济且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应该考虑如何通过

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农业环境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技术、现代设施农业

技术和农业环境友好技术来实现２１世纪都市农业现代化的理念,充分发

挥现代农业的环境友好功能和生态屏障功能.

　　都市农业应该以环境友好为基本导向,将环境友好型的农业纳入城

市环保行动计划中,将农业生态环境和水环境、大气环境、固体废物、绿化

等方面的整治、建设作为整体来考虑和实施建设,注重生态环境多样性综

合改善.这要求在建设都市现代农业过程中,要强调重点采用和推广促

进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如非点源污染及其控制技术、农业废物资源化技

术、农业生态环境综合管理技术以及维持和增强农业生态系统功能的技

术等,建立生产控制型环境友好农业产业体系、环境友好农业投入品使用

体系、环境友好农业监控服务体系和环境友好农产品食品加工营销体系,

将城市周边的农业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城市农业生态屏障.

二、持续、稳定的经济社会功能

　　基于大城市的经济地位和区域影响力,都市农业就必须具备多种功

能,使农业真正融入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因此,需要通过现代化都市

农业的建设,使农业具备持续稳定的生产经济功能、食品安全和食物安全

保障功能、农村文化遗产保存和休闲教育功能等,成为一个功能比较齐备

的现代化都市农业.

　　都市农业是一个极具市场潜力和市场前景的产业,关键是要采用现

代化的理念加以经营,那么,都市农业将可能产生巨大的集聚效应和就业

空间.正因为如此,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的工业企业加

快了进入农业领域的步伐,成为现代都市农业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日本有３００多家大中型企业不同程度地介入食品和

农产品的开发.工业企业涉足都市农业,不仅可为企业多创收,而且有利

于安排企业富余人员.日本工业企业在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间安排了１２万名

富余员工进入都市农业部门.现代化都市农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些发

达国家优化产业结构一个的有利选择,大批劳动力从工业生产转向新兴

的都市农业,１９８５年,美国仅有２０多家重要企业以农产品为主要原料开

发工业产品,１９９８年上述企业已增至４２０家,从业人员总数为２２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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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是９０年代以后加入的.这些企业中的２/３分布在城镇周围.

　　发展现代化都市农业,就必须转变过去那种搞农业就是搞生产的传

统生产观念,实现农业的产业转型,将都市农业作为综合产业经营的基础

平台,在这个基础平台上,深度挖掘都市农业的潜在经济要素,唱好一出

“经营农业”的大戏.这就是在产业纵向层面,把打造农产品产业链和系

列农业生态休闲旅游两条完备的经营链条作为都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两个活力支点”,形成特色主导产业,突出综合服务功能,获取良好经济

效益和先行一步的市场竞争能力,使都市现代农业整体上成为“生态化的

技术农业”、“高效化的食品产业”和“特色化的休闲事业”.
(一)建设农产品产业链,提高农业的整体效益

　　现代农产品生产的国际趋势是将“从田头到餐桌”的一系列农产品生

产经营活动整合为“农产品供应链”,实行一体化集约经营,把从供应投入

品,如种子、肥料及机械等,到食品加工者和零售商的一系列公司组成有

序链条,实行现代化企业大生产.现代的农业产业早已超出我们一般意

义上农业的概念,成为一个市场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的产业体系.在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全球农业产业化(Agribusiness)的交易额为４２００亿美元,

其中农产品占１/３以上.据预测,到２０２８年农业产业化交易额将提升至

１０万亿美元,其中农产品的份额将降到１０％.这充分表明,在以“农产品

供应链”为纽带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农产品经营的比重将逐步下降,而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产业和经营被整合到农产品

供应链中,形成一种以农产品生产为服务对象,将以此衍生的众多行业通

过农产品供应链加以连接,成为一个系统的大生产经营模式.这种大生

产经营模式不仅将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将会形成和推动农业技

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连锁营销业、物流业、信息技术在农业产业

中的应用等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和创造巨大

的赢利空间.

　　例如,在法国,政府鼓励发展产、加、销一体化,并将产前、产后相关企

业建在农村.一方面可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扩大农业经营规模;另一方

面,这些产前、产后企业通过农业的中间消费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组织与

培养农民,实现农业生产标准化和商品化.目前,肥育牛、水果、蔬菜、谷
物、奶类、花卉都实行这种纵向的一体化生产,从而降低了公司及农场的

经营成本,也促进了流通领域的稳定发展.

　　另以蔬菜产业为例,发达国家的蔬菜种植者很少单独面对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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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千方百计组成各种强大的联合体,形成农产品供应链.荷兰７５％~
９５％的蔬菜都是由合作社销售的,各种蔬菜合作组织促使农民由分散经

营走向联合和产业链化,形成强大的力量.日本蔬菜业也以分散生产、集
中销售为特征,产品交易由农协统一上市拍卖销售,７０％以上的产品通过

批发市场进入零售环节.美国的全国蔬菜供应主要集中在几家大公司,
有许多子公司遍布世界各地,成为一条完整的农产品供应链条.美国

Dole公司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蔬菜供应商,在全世界２７个国家设立有分公

司,有自己的远洋冷藏运输船队,年销售额４０亿美元,产品销售到世界９０
多个国家或地区,产品做到终年均衡上市.

　　以产业链的理念来规划发展大都市的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并以“农产

品供应链”为纽带推动农业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连锁营销业、

物流业、信息技术等相关产业的经营,就可以形成产业积聚优势和经济产

出优势.

　　因此,要发展都市农业,就必须进行农业产业经营的组织创新工作,
以农产品供应链的理念和模式来构建新型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在时间

上重新规划农产品和相关企业的供应流程;在空间上重新规划农产品生

产、加工和营销的分布;在经营上对技术、服务、生产、加工、销售等资源统

一集成为一个整体.重点扶持发展具有一定规模的 “公司＋基地”、“公
司＋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 “市场＋企业＋农户”的龙头企业,并重点建设

农产品市场,使其形成比较完整的农产品产业链条.

(二)开发农业生态休闲旅游,深度挖掘农业外延经济潜力

　　从世界都市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都市农业是多功能性的大农业.

在欧美、日本的许多城市中,与食品相关的一系列产业以及与生态、观光、

休闲相关的商业活动是现代都市农业经营的主体内容,且互相融合、相互

促进,始终贯穿着一系列产业化、商业化的经营活动,使都市现代农业不

仅改善了城市的生态环境,而且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成为一个蕴含了

巨大盈利的经营空间.生态休闲农业不仅是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的

事业,同时还肩负着传承农耕文明、促进生态提升、切实保护环境等社会

责任,最终达成社会、经济及环境共进的多元化目标.

　　农业生态休闲旅游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欧洲就开

始了农业旅游,意大利１８６５年就成立了“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专门介

绍城市居民到农村去体味农业野趣,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作.生态休

闲观光农业以农业生态景观、特色产业、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为依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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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城市居民观光、品尝、休闲、猎奇、娱乐、参与、体验、购物、度假等需

求.它既是对农业经济潜力的深度挖掘,也是一个系列旅游产品开发的

过程,成为一种一、二、三产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

会估计,１９８８年,发展中国家生态旅游收入为１２０亿美元,发达国家的收

入更要高出几倍,美国约３００亿美元、德国约８０亿美元.

　　在法国,农业“绿色度假”,每年可以给法国农民带来近１１０亿欧元的

收益,相当于全国旅游收入的１/４.荷兰的花卉产业旅游是一项非常有特

色的项目,２００３年,阿什米尔花卉拍卖市场就接待了近１０万旅游者,门票

收入为４５万欧元.世界著名的库肯霍夫(Keukenhof)球茎花园每年接待

８０万~９０万游客,仅门票收入一项就达１０００万~１１２５万欧元.日本的

休闲旅游农业主要集中在东京、大阪和中京三大都市圈内,是都市农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０３年,日本农业休闲旅游接待了超过５亿人次的农业

休闲、观光、体验和旅游的市民,农业休闲旅游的相关消费额超过５０亿美

元.我国台湾省更是把观光农业当成农村的支柱产业之一,通过设立专

门的机构、制定优惠政策、合理布局等来促进观光农业的发展.先后建立

休闲农业区２１个、景点数百个,每个休闲农业区年均接待游客超过１０万

人次.２００３年,台湾观光休闲农业吸引的游客超过５２５万人次,创造园区

农业品及周边休闲产业约１０亿元台币(约合２．５亿元人民币)的商机.

　　发展大都市的都市农业生态休闲旅游,关键是要有独特的创意和明

确的主题.可以考虑在周边郊区建设“城市农业休闲走廊”,在发展蔬菜、

水产、花卉、加工等主导产业的同时,规划设计好其外延经济功能,着力打

造农业生态景观综合产业带,将交通、住宿、乡土特产及旅游工艺品进行

系统集成,形成农业生态旅游休闲产业系列,如回归自然系列、生态休闲

参与系列、依托各种园区的认知教育系列、乡土风情饮食系列等农业生态

旅游休闲系列主题.

(三)实施版块推进战略,促进产业集聚,提升竞争能力

　　过去我们在建设都市农业或农业现代化时往往偏重于建“点”,即建

设一些相互独立的现代化典型,这种建设方式既不利于产业的集聚形成

规模效益,也不利于分工与专业化提升市场竞争能力.从现代产业发展

的趋势看,今后都市农业的建设,应该按照版块建设、平行推进、重点突出

的原则来做,建设现代化农产品产业经济版块、绿色生态保障型农业生产

版块和农业生态休闲旅游版块“三大产业版块”.

　　(１)要建设现代化农产品产业经济版块.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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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升特色主导产业,要打造生产、加工、营销、服务等一体化产业链条比

较完整,产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较强的主导产业.从都市农业产业发

展的实际情况看,突出发展以综合加工、营销业为龙头的种、养、加、出口

创汇的农产品产业链,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进分工与专业化,在发展过

程中形成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一体化的区域合作、多样化的组织模式以及

国际化的产品营销等产业发展特色.

　　(２)要建设绿色生态保障型农业生产版块.绿色生态保障型农业既

指为大城市的生态提供保障,又指提供城乡居民食物的公共安全保障的

农业生产.目前我国的大城市人口有越来越膨胀的趋势,像北京、上海这

样的特大都市,人口的扩张速度更快,庞大的人口及其食物需求完全依靠

外来输入,不但在食物的鲜活方面受到一定限制,而且应付突发性自然灾

害或公共危机时会陷于被动,所以都市农业必须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保障

供给、平抑物价、保持人们生活正常稳定的功能.同时,还可以推进物种

多样性,营造农业景观生态,发展观光农业.

　　(３)要建设农业生态休闲旅游版块.良好的农业生态景观自然可以

成为市民光顾与休闲的场地,满足人们回归自然、怀旧、休闲参与、认知教

育等的需求.因此,开发以生态、观光、休闲以及营农教育为主体的农业

生态旅游项目,既是都市农业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极富市场发展潜力

的,只要采用适当的产业化经营方式,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经济效益.都市

农业开发农业生态旅游休闲项目大有可为,因为农业生态旅游休闲项目

遵循的是可持续发展思想,根本目的在于使城市、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保

护协调发展,从而大大地促进和推动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要使得农业

生态旅游休闲良性发展,取得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三赢的效果.

三、领先的技术与完善的服务功能

　　现代农业是一个综合产业技术进步的过程,作为经济发展领先的都

市,其现代农业必须具有综合技术领先的标志,而不能将农业现代化局限

于农业生物技术进步、农业设施技术进步和农产品加工技术进步.都市

农业是一个最贴近市场的农业,如果环境技术进步、信息技术进步、产业

经营管理技术进步和市场营销理念进步等不能同步推进,都市农业就不

可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成为一种缺乏自身“造血”功能的、需要财政不断

“输血”的“政绩”型农业现代化,将难以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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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农业必须体现综合技术水平领先的特征,既保持农业生物技术进

步、农业设施技术进步和农产品加工技术进步的领先步伐,同时加快环境技

术进步、信息技术进步、产业经营管理技术进步和市场营销理念进步,以站

在２１世纪产业融合、经济一体化的高度整体推进都市农业的技术进步.采

用新经济时代的技术与经营理念,在已有的信息平台基础上,加快实现农业

的信息化、智能化;重点采用和推广促进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实现农业的

环境友好化、可持续化;运用国际化趋势的农产品食品经营理念和方式,建
设以农产品供应链为纽带的农产品食品一体化经营,实现农业由传统的

原料产业向现代消费品产业转轨,将都市农业现代化从一个带有一定行

政色彩的政策行为逐步转变成有效率的自主的市场行为.

　　都市农业要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和市场活力充分的运行机制,必须

将农产品市场建设放在都市现代农业的一个重要抓手的位置上.以现代

化的市场建设来促进现代化的农产品生产,以现代化的市场体系来促进

现代化农产品供应链的形成,以现代化的市场组织来促进农业服务范围

的拓展,以现代化的市场制度来规范参与者的行为.农业是人类社会经

济活动的开端,一切非农业经济部门和社会部门都是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的.从新石器时代农牧业开始,人类由采集渔猎活动过渡到农耕畜牧原

始农业阶段,农业成为社会核心经济部门,到现代由于自然科学的迅速发

展,工业产业革命向传统农业的渗透,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
业逐渐“小部门”化,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的份额不断下降.伴随着传统

农业的衰退,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比例更为合理,渐渐形成了现

代“一体化”的农业.在这一发展演变过程中,农业作为自然再生产与经

济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产业,由其本质所决定,始终具有一些固有的功能,

只是由于处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农业所处的区域环境不同而

显示出重要性不同而已.无论根据恩格斯还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当人们为饥饿所困时,自然更关心农业生产食物的功能,而食物相对充足

的条件下,会更多关注农业的生态和文化功能.从总体来看,农业的基本

功能有以下几点:

　　１提供有形产品的功能

　　农业是人类有目的地利用动植物生命体为人类生产食品和其他物品

的产业.提供有形的产品,这是农业的主体功能.一方面,农业提供人类

生存所必需的粮食以及由粮食转化的其他初级农产品;另一方面,农业提

供其他产业发展所需的原料,第二、三产业发展之初大多是从农业中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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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以农业初级产品为原料基础的.

　　２提供无形产品的功能

　　几千年来的农业活动不仅奠定了人类发展的物质基础,还积累了人类

发展的文明成果.在拉丁文和古英文中,文化(culture)就是指耕耘,这种用

法今天仍在农业(agriculture)和园艺(horticulture)两词中保留着生态和文化

功能.农业的对象是自然,农业劳动必须以自然生产力为基础,以人与自然

的亲和为原则,在农业中凝集着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大智慧.农业活动

是继承、传扬农业文化的最好载体,能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

　　３改善生态环境的功能

　　生态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土壤、动物以及微生物共同组成

的环境综合体,是自然资源的核心部分.农业是人类通过对自然、生态、

资源的利用改造获得产品的经济活动,农业的劳动对象也是人类赖以生

存的自然环境,因此农业活动关系着人类生存和发展环境的质量,它在获

得产品的同时也改造着自然生态环境.

　　４保持经济系统协调的功能

　　农业活动在农业经济社会中是经济系统的主导经济活动,能够自给

自足,保持系统稳定.而在工业社会,整个社会经济的系统增长要求农业

与其他产业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使各产业结构合理协调,促进农业自身

增长的同时能够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第三节　世界都市农业

一、城市化与世界都市农业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世界城市化进程在不断加快.２０世纪之初,

世界１．５亿人口居住在城市,约占世界人口的１０％;在１９５０年,仅有２９％
的世界人口(７．３亿)生活在城市中,而１７．３亿人生活在农村;２０世纪末,

世界城市人口达３０多亿人,增长了２０倍,约占总人口比重的１/２.据预

测,到２０２５年全球城市化水平进一步上升到７０％,其中发展中国家上升

到６１％,发达国家最高到８３％(见表９－２).根据诺瑟姆的“S”型曲线规

律,世界城市化水平目前约为５０％,正好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发展中国家

的城市化水平为４５％,也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并且会大大快于发达国家.

目前,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超过７０％,达到８０％左右,其发展速度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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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趋缓,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速度,但仍呈稳步上升之势.

表９－２ 世界城市化水平及城市人口数

地区
城市地区人口比重(％) 城市人口数(亿人)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２５年 １９９０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２５年

世界总计 ４５ ５１ ７０ ２４ ３２ ６４

发展中国家 ３７ ４５ ６１ １５ ２３ ４３

发达国家 ７３ ７５ ８３ ９ ９ １１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２００７».

　　城市化的另一突出特征是大城市人口增长迅猛.截至２０世纪末,人
口５００万以上的超级城市已突破６０个,发展中国家的特大城市达到了

３００个,其中有１２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１３００万.另外,大城市数量剧

增.至１９５０年,世界上５０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有１８８个,到１９８０年,已
发展到４７６个,发展中国家２４５个,占５１．５％,发展速度超过发达国家.
目前,大城市数量增加的势头仍强劲有力,世界１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

超过３６０个.据２００９年的资料显示(见表９－３),世界最大的人口聚居区

东京地区(包括横滨、川崎、札幌)人口数已达到３３８０万,其次是首尔、墨
西哥城、德里、孟买等.

表９－３ 世界主要人口聚居区 单位:万人

排名 城市 所属国家 人口数 所辖区域

１ 东京 日本 ３３８０ Yokohama,Kawasaki,Saitama

２ 首尔 韩国 ２３９０ Bucheon,Goyang,Incheon,Seongnam,Suweon

３ 墨西哥城 墨西哥 ２２９０ Nezahualcoyotl,Ecatepec,Naucalpan

４ 德里 印度 ２２４０ Faridabad,Ghaziabad

５ 孟买 印度 ２２３０ Bhiwandi,Kalyan,Thane,Ulhasnagar

６ 纽约 美国 ２１９０ Newark,Paterson

７ 圣保罗 巴西 ２１００ Guarulhos

８ 马尼拉 菲律宾 １９２０ Bhiwandi,Kalyan,Thane,Ulhasnagar

９ 洛杉矶 美国 １８００ Riverside,Anaheim

１０ 上海 中国 １７９０

　　资料来源:http://wwwcitypopulationde,２００９－０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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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化表现为人口的大规模迁移和集中,农业劳动力人口迅速增加

和农业中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源有限性的矛盾迫使农业人口向农业以外

的产业部门转移.快速且规模庞大的城市化对农业提出了新的要求.首

先,更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意味着农业部门必须提供更多的食物,以满足

那些不再进行农业生产的人们的需求.食物的需求是刚性的,如果需求

大于供应的话,购买支出将会增加,更多的人将不能负担食物开支.其

次,在城市化过程中,对于农民来说,离开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通过耕种

获得的那部分收入,特别对于贫困家庭来说,城市如何提供给其一条可行

的能获得一定收益的途径是一个重要问题.再次,城市不断扩展,大片的

农田烙上了都市的特征,伴随着城市工业的外移及人口规模的增大,城市

化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令人担忧,而在这一过程中,都市农业将发挥其生态

功能来缓解这种危机.
(一)都市农业与食物保障

　　城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在很多国家,城市化的

速度过快,超过了公共服务和就业的增长速度.城市化会影响到食物生

产和消费的方方面面.首先,城市需要提供大量食物以满足城市居民的

需求,但在城市化进程中,很多土地都退出了农业用途,因此在很大程度

上,城市要依赖于本地之外的土地所提供的食物.伦敦的土地面积大约

是１６００平方千米,其人口只占英国人口的１２％,但它需要相当于全英国

４０％的土地来向它提供食物,其蔬菜的２９％、水果的８９％都依赖国外进

口;巴黎大区农产品的自给率也很低,主要来自法国其他地区或从国外进

口;上海市场上的蔬菜一半为外地客菜.

表９－４ 世界大都市农业状况

城市
面积

(平方千米)
人口
(万)

人均耕地
(亩) 种植业 自给率

巴黎大区 １２０００ １１００ ０．６
种 植 面 积:谷 物

５５％,油 料、甜 菜

１６％,蔬菜２％

自给率低,主要来自法
国其 他 地 区 或 从 国 外
进口

伦敦 １５７８ １２００ １．５
蔬菜 的 ２９％、水 果 的

８９％依赖国外进口,蔬
菜、水果自给率１８％

日本三大
都市圈 １０．５ ７９００ ０．６

以蔬菜(特别是绿
叶菜)、水果为主

其 中 东 京 都 蔬 菜

７３％、牛 奶 ４．２％、鸡
蛋１．３％、肉类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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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城市
面积

(平方千米)
人口
(万)

人均耕地
(亩) 种植业 自给率

香港 １０９５ ７００ ０．００５
花卉 ４３％、生猪 ３２％、
禽类、２３％、蔬菜５％

上海 ６３４０．５ １３６０ ０．２６
种 植 面 积:粮 食

４１％、蔬菜３２％
粮食 ４３％、蔬菜 ５０％、
猪肉４２％、家禽４８％

　　资料来源:上海财经大学都市农业经济研究中心．都市农业发展报告:现代农业进

程中的都市农业[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其次,城市化影响到居民家庭对食物的购买能力.在城市中,居民必

须购买家庭所需的大部分食物、更多地依赖市场系统和商业性的加工食

品.MargaretArmarKlemesu(２００５)认为,在城市食物系统中,决定城市

居民能否获得食物的因素主要有:(１)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政策能够明显

地影响城市居民对食物的获取,包括越来越少的就业机会、农村向城市的

移民、城市扩张、地价上涨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土地缺乏,以及最重要的食

物价格.(２)就业状况与现金收入.城市居民消费的大多数食物都必须

购买,贫穷家庭要将收入的６０％~８０％用于购买食物(Tabatabai,１９９３;

Maxwelletal,１９９９).如果在低收入部门工作,且工作状况不稳定的话,
那么他们的食物保障就会受到威胁.(３)市场和食物价格.随着城市地

区对食物的需求越来越大,食物供给和分配不得不加大半径,使得农作物

从收割一直到农产品最终放在城市消费者餐桌上的这一过程中,处理、加
工、包装、运输、储存、营销等环节都使得食品价格有所增加.同时,食品

有别于其他商品之处还在于存在变质问题,这就需要采取食品保鲜方面

的措施,而这些成本又会反映到食品价格中.Mewlang(１９８０)对五个发

展中国家的食物价格进行的调查显示:与农村居民相比,城市居民要多花

费１０％~３０％的钱购买食物.因此,有工作机会及有收入是食物保障的

先决条件.但是,对于大多数城市居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居民来

说,因为他们很多人都在非正规部门从事收入极低的工作,他们在很大程

度上处于劣势,购买力有限.

　　都市农业则为城市居民的食物保障提供了可能.城市贫民通过在城

市内或城市外的土地上耕种粮食,减少了购买食品的花费,增加了获得食

物的途径.城市生产虽然不能完全满足城市对食物的需求,但增加了城

市食物的供应总量.不断增长的都市农业产出使得食物越来越丰富,而
且更容易获得.世界各国的实践也证明,都市农业为许多主要城市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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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安全保障做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按照每公顷１０．７吨的生产力水平来

估算,伦敦大约能够生产出２３．２万吨水果和蔬菜(Garnett,２０００);索非亚

露天市场的产品日销量大约是１０００吨(Yovevaetal．,２０００);达喀尔的产

量能满足其所需蔬菜消费量的６０％,家禽产量能达到整个国家需求量的

６５％~７０％(Mabaye&Moustier,２０００);阿克拉城市消费中９０％的新鲜蔬

菜都来自城市内部(CENCOSAD,１９９４);达累斯萨拉姆９０％的有叶蔬菜

是在公共用地和家庭菜园中生产的(Stevensonetal．,１９９６).在低收入家

庭消费的食品中,自产的比例从１８％(东雅加达)到６０％(坎帕拉)不等,
普遍的比例为５０％(内罗毕).在哈拉雷,都市农业为低收入家庭增加的

存款相当于其数月的收入.在哈瓦那,城市菜园明显提高了农户家庭及

其所在地区的食物数量和质量,改善了家庭的财政状况.
(二)都市农业与农民收入

　　都市农业相较于传统农业在产业功能上的拓展,使得其在提高农民

收入方面更为得力.科吉马考(１９９８)发现,将近２０％的食物预算花费

在蔬菜和水果上.据雅各比(１９９６)计算,侍弄一个５００平方米的集约型

非洲菠菜农园所得收入可以与政府部门的基本工资相当(大约是每月６０
美元或４．５万坦桑尼亚先令).在达累斯萨拉姆养一两头奶牛,或是一个

约７５０平方米经营状况良好的家庭农园,也能创造差不多的收入(Mlozi,

１９９８).在都市农业体系中,较为突出的是观光农业.孔祥智和钟真

(２００９)认为,在宏观方面,观光农业本身形成的收入流流量显著增加,城
市相当一部分收入将借之为载体逐步在农村汇集,整个观光农业的增量

收入流大部分留在了农村;在微观方面,观光农业的农业附加值提高、劳
动收益增加、资本收益率提高、农民增收的潜力上升(见表９－５).

表９－５ 观光农业促进农民增收的优势

因素 传统农业 观光农业

产品

来源 农业生产环境 整个农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形态
农副产品为主,化肥农药投
入大

服务性产品为主,绿色、有机产品
增加

获取收入方式 价格偏低,以量为主 价格较高,以质取胜

劳动力
低端劳动力难以创收,技能
型劳动力就业机会少

低端劳动力充分就业,技能型劳
动力创收机会增加,剩余劳动力
有效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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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素 传统农业 观光农业

金融资本
闲散资金较多,难以整合;户
间资金持有量不平衡,且难
以流动;收益率低

借贷行为增多,收益率高,资本流
动速度加快

市场化程度
与外部互动少,竞争能力弱;
合作少,市场效率不高

与外部市场融合程度高,竞争能
力强;内部合作程度高,收入潜力
大

　　资料来源:孔祥智,钟真．观光农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研究———以京郊观光农

业为例[J]．生态经济,２００９(４)．

　　 都市农业活动对于增加就业机会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见表

９－６).在城市地区,有些人尽管还与乡村保持联系,但他们有更多机会寻

找其他工作.１９９８年,哈瓦那都市农业创造了６％~７％的新工作.很多

就职于都市农业部门的家庭收入高出了全国的平均工资水平.在雅加

达,合同工通常根据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类型领取报酬,清理土地的女性工

人每天１．５万卢比、男性工人每天２万卢比,播种每公顷２５万卢比,施肥

每公顷６万卢比,除草维护工作每天１．５万卢比,收割８万卢比/６００公

斤.

表９－６ 城市和半城市化地区的农业所提供的工作机会

评估的城市
及评估时间

提供的工作机会
所占的份额(％) 全部工作机会 带薪工作机会

达累斯萨拉姆,１９９９ ３５０００个家庭

上海,１９９９ ３６０万个工作

伦敦,１９９９ 劳动力的０．０４ ３０００个工作

雅加达,１９９７ 劳动力的１．０ １０００００个工作 ９２５００个工作

索非亚,１９９７ 高份额,兼职 １３４００个工作

拉巴斯,１９９７
ElAlto地区,１９９７

３９７０个工作

１９７５个工作

内罗毕,１９９９ 人口的２５ １５００００个家庭

哈瓦那,１９９９ １１７０００个全职和兼职 ３００００个工作

墨西哥城,１９９９ 受雇人口的１~１９

阿克拉,１９９９ 样本的１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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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评估的城市
及评估时间

提供的工作机会
所占的份额(％) 全部工作机会 带薪工作机会

达喀尔,１９９９ １５０００个工作

胡布利－塔尔瓦德,
１９９９ ２０女性,１１男性

　　资料来源: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

[M]．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三)都市农业与生态保护

　　虽然大约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城市,但是这些城市所占的地球表

面土地面积仅为２．８％,相当于半个澳大利亚的面积.不过,农田、森林和

其他自然区域为都市提供农产品、树木、水等.反过来,城市的扩展也给

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带来了诸多影响.首先,数量庞大而又密集的城市人

口意味着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的急剧增加,这对附近河流、湖泊和海洋都

会造成污染.其次,人口城市化的加速发展加大了对交通和汽车的需求,
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能源消耗量的增加和较大的环境压力.
二氧化碳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汽车尾气的排放是其主要来源之一.

　　都市农业的功能之一便是生态功能,主要是指发挥洁、净、美、绿的特

色,营造优美怡人的生态景观,改善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提高生活环

境质量,充当都市的绿化隔离带,防止城市环境污染以保持清新、宁静的

生活环境,并有利于防止城市过度扩张.都市农业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

组成部分,具有保护自然生态、涵养水源、调节微气候、改善人类生存自然

环境的作用.都市农业通过在都市开辟城市森林、创立公用绿地、建设环

城绿带、开设观光景点,建立起人与自然、都市与农业高度统一和谐的生

活环境,净化水质、土质和空气,为城市人创造一个优美的生存环境.调

节环境、平衡生态是都市农业不可忽视的功能之一.都市农业有助于改

善城市小气候:增加空气湿度,降低温度,给城市带来更多新鲜的空气;利
用植物、树木的叶子吸收被污染的空气中的灰尘和废气;防风并阻止太阳

辐射,营造绿荫.

　　各种不同类型的有机垃圾在都市农业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农作物

种植可以大量利用家庭废物,如旧地毯、木头、玻璃、橡胶轮船和衣服.饭

店、农贸市场和家庭产生的垃圾可以作为饲养家畜的饲料来源.处理后

的废水可用于城市食物生产(蔬菜种植),提高了水的利用率,并增加了地

方市场的供应量.市区固体垃圾被卖给农民作为土壤调节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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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都市农业产业体系发展变迁

　　农业产业体系是都市农业的重要内容,是生产、经营、市场、科技、教

育和服务等诸多方面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有机整体,是一个多部门的

复合体,这种复合体将相关环节连为一体,构成一体化的、涵盖其价值的

形成和分配的经济系统.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是伴随着都市农业发展起来

的,其特征与内容也随着都市农业功能的转换而变化.都市农业功能的

转换及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不断丰富和拓延农业的内涵,产生了新的

产业,如农业的观光、休闲、教育功能使得农业与旅游业相融合,产生了观

光农业;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功能使得农业与加工业融合,产生了

都市农产品加工业.总之,如表９－５所示,都市农业功能的转换带来了

都市农业产业体系的重大调整.

表９－７ 都市农业变迁前后农业产业的区别

功能转换 代表性产业类型 产业结构

城
郊
农
业

单一的经济功能(主要是农产品
生产) 基本农产品生产

根据温饱 型 城 市 社 会 生
活水平,以满足城市生活
消费的鲜 活 农 产 品 为 其
生产结构的主体

都
市
农
业

多功能化(经济功能、社会功能、
生态功能、示范功能)
高附加值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功能
城乡居民观光、休闲、教育功能
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辐射功能
城市生态屏障功能

都市农产品加工业
都市观光休闲业
种籽农业
都市园林业

除满足市 民 物 质 生 活 需
求外,还 须 满 足 居 住 环
境、精 神 享 受、产 业 发 展
的要求

　　资料来源:上海财经大学都市农业经济研究中心．都市农业发展报告:现代农业进

程中的都市农业[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三、都市农业产业体系主要内容

　　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是诸多方面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一个多部门的

复合体,处于这个经济系统核心的是生产体系,同时,围绕生产体系还形

成了产业组织体系、社会服务体系及政府管理与支持体系(见图９－１).

(一)生产体系

　　生产体系可以说是都市农业产业体系的核心与关键,是都市农业发

展的基础,包括产业结构、产业类型和产业布局三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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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１　都市农业产业体系构成

　　１都市农业产业结构

　　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农业产业结构的形成对自然

环境有很大的依存性,一定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要受到该地区自然环境条

件的制约,因而农业产业结构具有严格的地域性.自然环境的变化是缓

慢的,一定地区农业产业结构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都市农业作为第一次产业,其产业结构是指该城市的农业内部各生

产部门的组成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它包括小农业(主要指种植业)、林业、
畜牧业、渔业之间的产值构成及其内在关系,也包括这些产业内部各类农

产品之间的关系.

　　农业产业结构是由多部门和多类别组成的一个多层次的复合体,从
一个地区考察,农业产业结构一般可以划分为三级:一级结构,指种植业、
林业、畜牧业、渔业组成的结构,农业产业结构主要是指这一层次上的结

构;二级结构,指一级结构各业内部根据产品和产业特点不同而划分的若

干个不同产业之间组成的结构,如种植业内部分为粮食作物产业、经济作

物产业和其他作物产业,林业内部分为用材林、经济林等不同林木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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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内部可分为役畜和产品;三级结构,指二级结构内部各业的进一步

划分,如粮食作物可划分为食用粮食作物、饲用粮食作物等,畜牧业中的

产品又可以划分为养猪、养牛、养羊、养鸡等,以此类推.各级农业产业结

构的合理与否都对农业生产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２都市农业产业类型

　　(１)都市农产品生产包括粮食生产、蔬菜业、畜禽业、渔业、水果业、花
卉业等.

　　①都市粮食生产.都市粮食生产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保障市民

基本口粮需求,二是提供畜禽、水产等业的饲料.都市粮食生产分为夏粮

与秋粮.夏田作物以冬小麦为主,洋麦、春麦、燕麦、豌豆次之.秋田作物

又有大、小秋作物之分.大秋作物包括玉米、高粱、洋芋;小秋作物包括豆

类、糜子、谷子、荞麦等.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食物消

费习惯的改变,粮食消费量在不断减少,都市农业中粮食产业的比重也随

之下降,但是从城市食物安全及应对突发事故角度出发,城市的粮食生产

并不是可有可无,仍然十分重要.

　　②都市蔬菜业.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都市

市场上的蔬菜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人们要求每个季节都能吃到新鲜

可口、花色品种丰富多样的蔬菜,一些不耐贮藏运输的时令蔬菜,颇受消

费者青睐.都市蔬菜业因靠近都市,便于运销,可确保蔬菜新鲜,具有较

为可观的市场前景.一些名品蔬菜的生产,对土壤、水质、气候等环境条

件有着较严格的要求.各地群众消费习惯不同,有的城市人们喜食的蔬

菜可能不为其他城市所接受.这些名品、特种蔬菜都极具开发利用的价

值,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城市的“拳头产品”,如组织生产得力,不仅可以满

足当地市场需要,还可以组织产业化生产,运销外地,甚至出口,创造可观

的经济效益.

　　③都市畜禽业.随着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畜禽产品的消费需求不

断增加,人们希望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品种多样、品质优良、加工精细、食用

安全和价格低廉的优质畜禽产品,各大城市对于特种动物的消费走势看

好.作为畜禽业特殊分支的宠物饲养也受到许多市民的青睐.可以说,
都市畜禽业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都市经济、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等

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与都市畜禽业密切相关的是城市环境保护问题.

都市畜禽业的生产活动和畜禽生命活动产生的气味、粉尘、噪音、微生物

和排泄物等对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因此,发展都市畜禽业的同时,必须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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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环境保护,处理好资源与环境、利用与保护的关系,特别是大中城市养

殖场的环保工作,加强对畜禽排泄物的处理及利用工作,严格控制畜禽产

品的有害物质残留,对兽饲料添加剂的生产、使用进行严格管理,以保障

动物食品的食用安全.

　　④都市渔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城市居民由温饱型向小康型食物

结构的转变中,水产品在现代食物结构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市民对水

产品的消费需求也从追求数量转变为数量与质量并重.由于水产品生产

的特点是不消耗或少消耗粮食就可获取优质的动物蛋白,发展渔业可减

少对粮食的消耗,缓解粮食生产的压力.同时,水产品是一种高蛋白、低
脂肪、营养丰富的优质食品,它含有人体所需的多种氨基酸和多种活性物

质,具有营养、保健、美容等多种功效,对改善膳食结构、促进国民健康素

质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都市渔业主要包含特色渔业生产、观赏渔业、设
施渔业等.可以说,都市渔业的发展既能解决由于养殖面积大幅度减少

而出现的富余劳动力的再就业问题,又可以合理地调整产业结构,达到增

产增收的效果.

　　⑤都市水果业.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对水果的消费,无论在

数量上还是在金额上,都大大超过对粮食的消费.在许多较发达城市,由
于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和提高,食物结构和消费方式都随之

发生改变,对水果的需求日益增长是一种显著的特色和潮流.例如,当前

我国大多数城市的水果生产能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不

能满足市场需求,往往需从外地甚至国外调运大批进口,虽然一定程度上

缓解了市场供需矛盾,但是增加了成本和交通压力.特别是没有通过检

疫的走私水果,给我国水果生产及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后果.因此,都市水

果业是一项有潜力、有市场,对都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都具有

重要意义的产业.

　　⑥都市花卉业.目前,花卉业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成为新兴的和最具

发展活力的产业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绿化、美化及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花卉消费量迅速增加,

花卉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已成为都市农业中不可缺少

的重要内容之一.花卉是园林绿化、美化和香化的重要材料.尤其是草

本花卉,繁殖系数高,生长快,花色艳丽,装饰效果好,常用来布置花坛、花
台、花丛等,不仅可以创造优美的工作、休息环境,还使人们在生活之中、

劳动之余得以欣赏自然,有助于消除疲劳,增进身心健康.另外,花坛、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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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等绿化设施还可起到防尘、杀菌、吸收有害气体及保持水土等的防护作

用.花卉在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也不可低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生活在大都市水泥丛林里的人们对于花卉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人们用花

卉进行室内美化、装饰生活环境、丰富日常生活,会场布置、公共场所的装

饰、探亲访友等均需大量花卉.

　　(２)都市农产品加工业.广义的农产品加工业,是指以人工生产的农

业原料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加工品为原料进行生产活动的工业.狭义

的农产品加工业,是指以农林牧副渔产品及其加工品为原料进行生产活

动的工业.按原料的改变程度,可以把农产品加工业分为四级:第一级加

工活动是洗净、分级;第二级加工活动是压榨、研磨、切割和调配;第三级

加工活动是烹煮、消毒、制罐、脱水、冷冻、纺织、提炼、调配;第四级加工活

动是化学处理、添加营养成分,如速成食品、高营养植物制品、轮胎等.按

加工对象分,则是有多少种农产品就有多少种加工业,如大米加工、面粉

加工、花生加工、黄豆加工、芝麻加工、棉花加工等.按国民经济两大部类

生产分,农产品加工也可以分为生产资料的加工和消费资料的加工,由农

产品的消费所决定,它的加工大部分是消费资料的加工,少部分是生产资

料的加工.根据我国产业分类,农产品加工业主要分为以下行业:谷物磨

制、饲料加工、植物油加工、制糖、屠宰及肉类加工、水产品加工、蔬菜水果

和坚果加工及其他.发展都市农产品加工业,可以就近对农产品进行加

工或深加工,满足市民的多样化需求;可以促进优化农产品区域布局和优

势农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延长农业产业链条,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

转化增值水平,有利于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增加农民收入;通过扩大农产

品深加工,提高产品档次和质量,促进农产品出口,有利于提高都市农业

的国际竞争力及创汇能力;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以农业产业化经营为

基本途径,吸纳郊区富余劳动力就业,提高技术装备能力和水平,有利于

推进农业现代化.

　　(３)都市园林业.城市是人类居住和工作的场所,人类的生产与消费

活动带来了大量污染,因此建立良好的城市生态系统是当今城市建设中

急待解决的问题.都市园林业是以水土保持、环境保护为主的产业,对于

防止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体现城市个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绿色

植物具有生产氧气、吸滞烟尘、吸收有毒有害气体、杀灭细菌、改善气候等

功能,许多植物还对大气污染十分敏感,可以监测人们难以察觉到的污

染.各城市可根据各自不同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经济实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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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差异,制定总体规划,有步骤、分阶段实施,充分发挥都市园林的功能.
都市园林业包括公园绿地、庭院绿地、居住区绿地、道路交通绿地、防护绿

地、园林田地、自然风景名胜区绿地等多种形式.

　　(４)都市观光休闲业.观光农业也称旅游农业或休闲农业,是一种特

殊的农业形态.它是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消遣性农事活动,主要利用

当地有利的自然条件开辟活动场所,如开展风景游览、水面垂钓、采摘果

实和狩猎捕捞等活动来吸引游客,发展旅游业.观光农业是都市农业的

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人们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人
们回归自然的心情日益迫切,而都市观光农业的出现满足了人们的这种

需求.都市观光休闲农业主要有观光农园、田园化农业、花卉植物园、森
林公园、民俗观光村、农业大观园等形式.

　　(５)其他产业.除上述主要的都市农业产业外,还存在许多其他产

业,如:以先进的种苗、生物工程、科学技术、试验示范手段支持的农业科

技产业;以提供化肥、农药、农用机械为主的农业装备产业;以农业数据和

图像处理、计算机网络、农业决策支持和信息实时处理为主的农业信息产

业;以土地、水资源等为资本运营的农业资源产业.

　　３都市农业产业布局

　　都市农业产业布局主要是指都市农业各产业在城区与郊区的空间分

布状况,现代都市型农业一般遍布城市及城市化地区,按产品保持鲜活的

难易、与城市距离的远近,安排各类产品的布局,一般呈环绕城市的环状

梯级分布.都市农业产业的分布形态一般有“点状”、“片状”和“带状”三
种.

　　(１)“点状”是指生产作业区域占地面积较小(通常在１００公顷以下)

的、由一个或几个独立的经营主体从事产品生产经营或服务经营的基地,

如花卉、蔬菜设施园艺场,“农家乐”公园,规模化畜禽养殖场(小区)等.

其特点是:资金集约化程度高,一般每公顷耕地的资金投入都在１５万元

以上;技术含量高,品种优良,设施先进,生产有标准,可以全天候组织生

产经营;产出率高,种植业每公顷土地年产出一般不低于１５万元,年投资

回报率也超过５％.

　　(２)“片状”是指占地面积规模较大、由一个或若干个经营主体按照统

一规划(或约定)从事某一类农产品生产经营的区域,如瓜果生产基地、出
口蔬菜生产基地、水稻生产基地、林果生产基地、纯生态片林等.其特点

是:“片”内产品类别单一,通常一个规划(或约定)的区域里面,同一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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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只生产一类农产品;区域规模较大,每个“片”的区域面积一般都有数

百公顷,大的可达一千公顷以上;生产经营主体多元,因为“片”的区域规

模较大,单个生产经营主体受资金或管理资源制约,难以独家组织开发整

个“片”区域,通常由若干个生产经营主体按规模(或约定)统一的产业指

向,分头从事生产经营.

　　(３)“带状”是指生产区域狭窄但具有一定长度的农业产业带,如外围

的林业产业带.其特点是:一般都沿着主要水陆交通干线和城镇环线开

发;跨行政区布局,大多数“带状”农业产业带都要横跨数个乡镇,甚至区

县;以生态环境效应为主,多数“带状”农业都以生态环境的修补功能作为

产业开发的主要指向,也有从充分利用资源出发,兼顾环境修复与产业经

济双重功能的.

(二)产业组织体系

　　农业产业组织是指能将农民(农户)组织起来,并将其行为引向市场

的任何组织形式,按照联结农户与市场的不同主体,农业产业组织可分为

农户自组织型、龙头企业带动型、政府主导型、科技服务型和混合型五种;

按照交易的实现形式可分为三类:市场上购买的选择(价格)、以合同为基

础的混合形式、等级制下的纵向一体化形式.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组织农业生产、推广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者

素质、组织市场开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它是成员意识的统一体,代
表着成员的利益,维护成员的权益,反映成员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许多

学者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职能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１服务的职能

　　合作组织要为农民服务,使农民能够以低廉的价格购置所需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以较高的价格销售自己的产品,为社员提供技术、信息、

机会和渠道,并学习发达国家农业合作组织的经验,力争服务的范围越来

越广泛,服务的水平越来越上档次.

　　２纽带的职能

　　合作组织成为政府和农民的纽带,上情下达、下情上传,协助政府贯

彻和落实农业与农村政策,把农民的意见反馈给政府,为政府施政提供第

一手材料.合作组织成为农民与市场、农民与龙头企业间的纽带,使农民

有通畅的销路、商家有稳定的货源.

　　３保护的职能

　　作为弱势群体的代表,合作组织是农民利益的代表,为减轻农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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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护农民的权益不受侵害而努力.同时,合作组织还是农民生活的空

间———农村的利益的代表,发挥农民的联合体的作用,保护农村的环境与

资源,使都市农业能够可持续地发展.

　　４教育的职能

　　教育的职能也可以称为培训的职能.农业结构的调整、科技的转化、
技术的普及、生产经营与管理制度的提高,都离不开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如果农业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中,小学及其以下文化程度、文盲和半文盲的

数量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较高,这种状况就不适应合作农业的设施化、机械

化、信息化和系统化的要求.
(三)社会服务体系

　　都市农业社会服务,包括专业经济技术部门、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其

他方面为都市农业各产业发展所提供的服务.都市农业社会服务体系是

为提供社会化配套服务的组织机构和方法制度的总称,它是运用社会各

界的力量,使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的生产或经营单位,适应市场的经济制

度、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克服自身规模较小的弊端,获得大规模生产效

益的有效途径.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农业生产组织形式适应生产力发

展需要的一种组织创新,是优化农业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要手段,是解决

“小规模经营”与“促进大农业、面向大市场、开展大服务”农业发展战略之

间矛盾的有效途径.

　　社会化服务的主要内容包括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三大块.产前服

务主要包括农业机械和设备的制造与供应,化肥和农药的供应,作物和牲

畜品种的改良和普及,良种饲料的配置与供应,能源和生产资金的供应,

农业保险、农业教育、科研事业的推广和发展,农业资源的保护等.产中

服务是指为农民的直接生产活动提供的服务,如使用农业机械为农民生

产进行商品化机耕、施肥、洒农药、灌溉、除草等,但更多的还是以科技服

务为主,如植保、防疫、兽医、新技术新品种普及、培训农民、从事农业管理

咨询等.产后服务主要是为农产品生产出来以后提供的服务,如农产品

收购、运输、烘干、分等分级、储存、包装等.

　　从服务提供者的角度来看,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

村级体制经济组织开展的以统一机耕、排灌、植保、收割、运输等为主要内

容的服务;二是乡级农技站、农机站、水利(水保)站、林业站、畜牧兽医站、

水产站、经营管理站和气象服务网等提供的以良种供应、技术推广、气象

信息和科学管理为重点的服务;三是供销合作社和商业、物资、外贸、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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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部门开展的供应生产生活资料,收购、加工、适销、出口产品,以及筹资、
保险为重点的服务;四是科研、教育单位深入郊区,开展以技术咨询指导、

人员培训、集团承包为重点的服务;五是农民专业技术协会、专业合作社

开展的一系列服务.这五个主要方面构成了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

框架.
(四)政府管理与支持体系

　　由于市场机制固有的缺陷,故单纯依靠市场力量很难保证农业产业

体系的健康运行,特别是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在

都市农业产业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仍将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主要体现

在产业引导、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督上.

　　１产业引导

　　政府要对农业产业体系的发展进行科学、合理的产业引导,以此引导

生产力合理布局,从而形成未来农业产业发展格局.

　　(１)政府应进行农业产业政策的引导,促进都市支柱农业产业的形成

和发展.首先,政府在制定农业产业政策时,应突出重点产业,引导投资

方向;其次,政府在选择什么作为当地的重点产业时,应进行深入调研,摸
清情况;再次,政府要为重点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提供服务.例如,引导

工商资本和民间资金投资高效生态农业,引导多种投资主体参与发展农

业信息、科技、保险、信贷等服务产业.

　　(２)政府要制定完善的农业产业政策体系,提出明确的发展规划、产
业布局、规模标准等,并根据具体情况,以法律、法规等形式保证专项政策

和规划的落实,充分运用优惠贷款,建立健全财政、税收、金融、外贸等与

农业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保障体系,以保证农业产业政策自身、农业产业政

策与其他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和完善.

　　(３)政府要结合本地都市农业的实际情况,发挥产业政策、产业规划

的导向作用.如对于农业园区的建设,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税收减

免、构建公共设施、设立公共服务机构等优惠政策来塑造公共环境,从而

引导农业企业进入园区.

　　２公共服务

　　政府在农业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主要职责在于提供各项公共服务.

　　(１)随着农业产业的发展,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也是不断增加的.农

业产业发展需要的基本环境包括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便利的交通通信、配
套的生产服务设施等,因此政府在完善交通设施、建立农业信息网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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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管理与培训农业从业人员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提供农业基础设施

建设、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研发、良种良法推广、农民培训教育等公共

产品.

　　(２)构建服务于农业产业发展的社会服务体系也是政府应该做的主

要工作.农业产业发展中所需的社会服务体系除提供适合农业产业发展

的基础设施外,还应包括:信息咨询服务,负责为农业企业提供市场信息、

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和人才信息的培训服务,负责为农业企业提供技术培

训;企业诊断和经营指导服务,帮助农业企业进行信息、资金管理;中介服

务,为农业企业与科研机构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开展经济协作牵线搭

桥.

　　(３)制定和完善农业产业导向、农业经营体制、农业资源保护、增加农

业劳动者收入、保障农业劳动者权益等方面的政策和法规,巩固和完善支

农、惠农、强农政策.

　　３市场监督

　　政府的另一职能便是建立农产品监管体系,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网络,强化市场监管,加强生产、流通领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

第四节　各国各地区具有代表性的都市农业产业

一、欧美发达国家的都市农业产业

　　都市农业最早产生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生产活动在后院、社区或划

拨农园中,相对密集、多产,产品只供家庭消费.城市农民开展都市农业

主要是期望从这种农业生产中得到乐趣,同时获得有机或其他的健康食

物,并且以此增强社会凝聚力.发达国家由于其社会经济、自然条件不

同,都市农业产业体系发展的方向与侧重点也不同,目前主要有三种类

型.

　　第一种:偏重于农产品生产业的产业体系.

　　这种类型主要是把农产品生产与加工连成一体,形成以出售农产品

的加工品为主的农业产业体系,这种类型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美国的都

市农业在美国农业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大城市地区低密度、分散

的居住方式为都市农业提供了发展空间.美国大西洋沿岸被认为是当今

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之一,以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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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圈形成的带状区域,被称为“巨型带状都市”,在这一南北长约９６０千

米、东西宽５０~１６０千米的区域里,都市和农村相互交叉、融为一体,农业

生产如网络一样分布在城市群之中.

　　第二种:偏重于生态产业的产业体系.

　　这种类型的农业产业体系更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和生活质量的

改善与提高,强调农业生态系统与城市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

的最适化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它以“整体、协调、循环、再生”

为基本原则,其主要代表为中西欧国家.中西欧主要国家都是欧盟重要

的成员国,这里是世界上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些国家的农业产

业以生态产业为主,如德国的田园化城市、法国的庄园城市、英国的森林

城市等.

　　第三种:各项产业兼顾的产业体系.

　　有些国家由于土地面积狭小,同时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高,因此都

市农业产业既要为城市居民提供新鲜、卫生安全的农副产品,又要兼顾城

市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以及为都市居民提供休闲观光、体验农业的场

所.由此,这些国家便形成各项农业产业兼顾的发展格局.该类型以东

亚的日本和南亚的新加坡为代表.
(一)美国

　　目前,美国都市区域占全国总面积的１６％,市场数占全美的２９％,耕

地面积占全美近２０％.占全国大约１６％的优质农用土地位于大城市地

区内,每年生产的农产品占全国食品供应总量的１/４.另外,在与大城市

地区相毗邻的地带拥有全国２０％的优质农用土地,每年生产占全国食品

供应总量１/３的农产品.美国大城市内部及其毗邻地区的农场数量占全

国农场总数的１/３,占全国全部农场资产的３９％,每年生产的农产品价值

约占全国总量的１/３.

　　美国都市农产品的自给率较低,主要依靠外地调入.在美国,尽管日

常食品比较廉价,但由于实施规模化经营,使人们日常所需食物主要来自

远离都市的农场.美国各地所用食品的８５％~９０％不是由当地生产的.

例如,马萨诸塞州每年在别处购进食品所造成的收支逆差就达４０亿美

元.有关研究表明,该州有能力提供其所需食品的３０％,仅此一项就可使

公共财富增加２０％.

　　美国农业产业体系是立体的,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微观层

次,就是一个或几个企业相联系,完成某些农业产品(包括观光项目等)的



第九章　现代都市型农业
 ◆２５５　　

生产、加工、销售的全过程;第二层是中观层次,若干个企业或企业群,就
一大类农业产品(如食品、纤维类)的生产、加工、销售形成上下游关系的

组织运营体系;第三层是宏观层次,以农业为基础的各类农业产业体系综

合形成庞大的系统并与整个国民经济有机联系.第一层次的产业体系是

第二、第三层次产业体系的基础,并且第二、第三层次的产业体系也从总

体上依次制约着下一层次.FMC公司(从事农业生物工程、农药、机械制

造和军工生产)、孟山都公司(从事种子、生物工程、农药、食品添加剂等生

产)等大型跨国公司中,有时第一、第二层次的产业体系都会出现,由公司

整合.

　　美国农业产业体系从运营上讲,大体有三类:第一类就是由一个企业

来完成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的全过程,美国称此为“纵向一体化”,

其比较完整的形态最先出现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养鸡业,当时有关肉鸡

的饲养、加工和销售的市场体系还未建立,工厂化养鸡和屠宰加工、销售

等专业还未社会化,需要从事这个行业的企业自己直接进行,这样可以降

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但发展后期,易积累风险,形成垄断.第二类

就是不同的企业分别进行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由与此相关的企

业之间签订的合同将企业和各自的专业化运作过程联系起来,美国称此

为“横向一体化”.企业间通过这种运作方式签订、履行合同,来保证企业

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均衡经营,提高企业的专业化水平,降低企业经营的组

织成本.第三类也是不同的企业分别进行农业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

等,但它们之间大多数不是“面对面”地签订合同,而是通过批发市场、期
货市场、集贸市场、超级市场等进行交换,也就是“背对背”地主要根据市

场给出的价格信号,由各种市场中介来联系.例如,有些农场主的一部分

农产品是根据与加工厂事先签订的合同来生产的,一部分则是根据其对

市场价格变化的判断来生产的.

　　按照美国农业部的分类,合作社有四种类型,分别是生产、销售、购买

供应和服务合作社,如从事两类或两类以上服务的,称为混合型合作社.

合作社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种是供销合作社.根据业务性质,可分为

农用物资购买供应合作社、农产品营销合作社以及与供销紧密相关的服

务合作社.无论是合作社的数量、入社的人数,还是营业额,供销合作社

在美国农业合作社中都占据最重要最突出的位置.二是信贷合作社.它

的职能是帮助农场主解决各类融资、贷款等问题,相当于农业部门中的信

贷协会,是美国“农业合作信贷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合作社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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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规定,只有符合一系列条件的真正的农场主合作社而不是农场主个人

才有资格向合作社银行申请贷款.三是服务合作社.涉及范围很广,这
里指除供销和信贷以外的其他合作社,主要包括医疗保健、各类保险、住
房合作、水利灌溉、畜种改良等合作社.在美国,谷物销售合作社控制了

国内粮食市场６０％的市场销售额,合作社供应的农业生产资料占全国的

２９％,其中向农民供应的化肥占４５％,燃料占４２％,饲料占２１％,由农民

合作社加工的农产品占农产品总量的８０％,美国全部出口农产品的７０％
左右是由农民合作社完成的.

　　美国政府对农业产业的管理并不是直接干预,而是发挥政府职能作

用,为农业产业发展服务.如早期的政府制定法律,帮助农场主界定产

权,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在加州,用于农业运输和灌溉的主要河道,由
政府动用军队修建.马里兰州的农业部门的主要工作是调查研究,解决

资源环境、食品安全等随着农业发展而出现的新问题.政府部门在发挥

作用时,注意与非政府组织配合,像美国谷物协会,若拓展海外市场的业

务,那么经费的一半由农业部的海外农业局资助.

(二)法国都市农业产业体系(巴黎大区)

　　巴黎是法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

同时也是世界文化名城和最繁华的都市之一.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立巴黎

大区(也称为法兰西岛大区),由巴黎市和周边７个省(埃松、上塞纳、塞
纳—马恩、塞纳—圣但尼、瓦勒德马恩、瓦勒德瓦兹、伊夫林)组成.巴黎

大区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但仍有着非常发达的农业.区内总面积１．２万

平方千米,农用地约占４９％(５９万平方千米),林地面积占２３％(２７．９万平

方千米),非农业用地占２７％.人口１１００万,占全国人口的１/５.它由市

区、近郊区和远郊区构成,三者面积之比为１︰６︰１０００,人口之比为５０︰
１５︰１.巴黎大区在全国 GDP中的份额高达３０％.其中,第三产业占主

体地位,占本区份额的７３．５％,为全国的１/３;第二产业中,传统工业和新

兴工业都很发达;农业在大区 GDP中的比重较低,仅有０．２％.

　　从农业的产业结构来看,巴黎大区以种植业为主,并呈现上升趋势.

在１９９５年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的总收入中,种植业收入超过９１．５％,畜牧

业收入占不到８．５％.从种植业的产品结构来看,巴黎大区以大田作物为

主.据１９９５年统计,巴黎大区的谷物面积约３２．７万公顷,占农地的５５％
以上;油菜、甜菜面积都在４万~５万公顷之间,总计占１６％;蔬菜、马铃

薯面积不大,分别为２６００公顷和９３００公顷(合计约占农地的２％);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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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０公顷,花卉５００公顷,分别占０．３％和不到０．１％.其中,马铃薯、花
卉、蔬菜的面积呈现大幅度减少的趋势,分别比１９７０年减少约８０％、６０％
和４０％.从农场的类型来看,在全部６９００个农场中,种植大田作物的农

场占７０％、园艺蔬菜农场占１１％,畜禽农场占６％.这些数字反映出巴黎

郊区农业的明显特点:一是在农业中副食品生产不是主项.二是农场规

模较大,有的城镇只有两户农业工作者,就耕种了全部近千亩农田.巴黎

大区有７６％的农地集中在２６００个规模在１００公顷以上的农场主手里;规
模小于１０公顷的农场,１９７０年有５９００个,１９８８年减少到３０００个,１９９５
年只剩下１６００个.三是农业的经济效益较高,１９８１~１９９５年种植业和

畜牧业的营业总利润与总收入的比率大体保持在３５％上下.

　　巴黎大区农业结构的特点,使其对于巴黎城市的副食品供应功能并

不明显.巴黎市的蔬菜、水果、肉类、水产等各种副食品供应,主要是经过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从全国各地乃至欧洲其他国家运来.在这样的

条件下,巴黎大区农业的生产功能,已经脱离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而把农

业工作者的收入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除了生产以外,农业还有生态景

观、休闲和教育方面的功能.利用农业作为限制城市扩张的藩篱,防止农

用地被城市进一步侵占;利用农业作为与周边城市相互之间的绿色隔离

带;利用农业把高速公路、工厂等有各种污染的地区与住区分隔开来,营
造宁静、清洁的生活环境;利用农业作为城市内的景观,保留一些农业生

产用地,种植蔬菜、花卉等居民需要的农产品,有的作为市民劳动休闲的

场所,还有的辟为青少年的教育基地.

　　合作社主要为农业工作者提供生产服务,社员可以把产品交给合作

社加工、出售,也可自行出售.合作社按照农业工作者的生产活动和资本

投入进行分配.如距巴黎３５千米的丽姆尔合作社,该社成立于１９３６年,

现有１５０名社员、９０名雇员.合作社不仅经营鸡场,还有面粉加工厂以及

工具、园艺等商店,向社员提供种子、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法国农民合

作社是作为特殊独立法人而存在的,既不同于民间非经济团体,又区别于

资本有限公司,是一种由农民自愿组织起来互助互利的特殊经济组织.

农民合作社坚持的合作制原则主要有四项:一是自由加入,但必须承认合

作社的章程,维护共同利益,交纳一定股金.二是非资本获利原则,社员

不是按股金数量获利,而是按交易额多少分红.三是民主管理,一人一

票,民主平等.四是排他性,合作社只与社员进行交易,每个社员只与合

作社交易,如合作社经营困难确有必要的话,可以与非社员进行交易,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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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超过合作社经营额的２０％,否则就会被吊销合作社执照,享受不到政

府政策优惠.全法合作社联盟认为,按此原则运作才是真正的以社员为

中心的合作社.

　　农民合作社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一是农产品流通领域.包括农产

品收购、销售和生产资料供应.二是农产品加工领域.主要分布在７个

部门:牲畜屠宰、奶产品加工、动物饲料、罐头加工、糖业、葡萄酒酿造、蒸
馏业.这７个部门的营业额占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和转化营业额的９４％.

三是服务领域.各类专业合作社形成了科学和严密的农村社会化服务体

系,如化验、储存和技术咨询等.四是金融领域.有家庭信贷合作社、农
场主信贷合作社,以及家庭和农场主特点兼有的信贷合作社.合作社农

业信贷银行是法国最大的银行,由３６０多万个社员在地方组建２０００多个

合作社储蓄所,现有职工１０万人,下设７５００个办事处、１０１０５个服务点、

８８００台自动取款机,９０％农场主都是其客户,每年发放农业信贷５０亿欧

元,其中２０％是政府给农民的贴息贷款.目前,全法农民合作社营业额为

１６５０亿欧元,收购额占全国粮油的７５％,餐用葡萄酒的６０％,鲜奶的

４７％,羊奶奶酪生产的６１％,牛肉生产的３８％、猪肉生产的８９％、羊肉生

产的４９％.在农产品和食品出口中,合作社占出口谷物的４５％、鲜果的

８０％、家禽的４０％.
(三)日本都市农业产业体系(三大都市圈)

　　日本的城市群主要分布在关东东南部直至北九州地区、京滨(东京、

横滨)延伸至阪神(大阪、神户)一带,由此形成了三大都市圈———首都圈、
中京圈和近畿圈,都市农业主要是指这三大圈内的农业.据统计,日本全

国最初划定市区化区域时,农田面积为３２万公顷(以后随着市区化地区

的扩大总计达到了３５万公顷),约占市区化区域总面积的２０％左右.至

１９９４年,全国市区化区域内的农田面积为１４万公顷,占市区化区域总面

积的１０％左右,占全国农地总面积的３％.据对日本三大都市圈内的较

大城市的调查表明,至１９９４年底,从事都市农业的农家为２９万户,约占

全国农家总数的７．６％.其中,从事销售经营的农家有２０万户,约占全国

的６．９％.这些农家共经营约占全国４．３％的农地.三大都市圈内,农业

就业人口占农家数的８％,经营销售人数占农家总数的７．４％.

　　日本城市的蔬菜自给率高达９０％以上,蔬菜生产占据农业生产结构

的主要地位.据统计,１９９７年东京都有农田１．２万公顷,其中蔬菜面积

６０００公顷,果树１８００多公顷,绿叶苗圃１２００多公顷,花卉６００多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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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４００多公顷,茶叶３００多公顷,其他１７００多公顷.大阪农业生产总

额为５５０多亿元,其中蔬菜占４１．８％,果树花卉占２３％,稻米占１９％,畜产

类占１９％.从都市农业生产经营的作物来看,三大都市圈蔬菜生产经营

量占全国总量的 １０．５％,花卉、种苗、苗木生产经营量占全国总量的

１４７％,鸡蛋生产量占全国总量的１１％.东京都、大阪府的都市农业已经

很少生产粮食,主要生产蔬菜、水果,特别是不耐储存运输的绿叶菜(在日

本称之为软弱蔬菜)占较大的比例.大阪府、东京都等大城市的农民大多

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各种短期绿叶菜,有的地方年间收获上市次数可达７~
８次,由此确保了新鲜农产品的供给率和市场占有率.值得一提的是,不
少地区还十分重视挖掘与开发富有本地特色的农副产品,以满足市民的

各种需求.

　　都市观光休闲农业是日本都市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都市农业

发展是农业与城市经济不断融合的过程,主要表现在农业功能的扩展上:

都市农业除了为市民提供农副产品的传统功能外,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

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供休闲观光农园、农业科技园地等.如日本大阪

府的都市农业有７０多个观光农园,其中柑橘类１０个、葡萄类１７个、垂钓

类１７个、草莓类６个.

　　日本农协按经营范围看,分为综合农协和专业农协两种.综合农协

是以某一地区为依托,由本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组成的,它的业务不是

以特定的农业生产部门为对象,而是从事综合性的采购、销售、信用、互助

等业务,几乎包括所有的农业部门,涉及生产生活的一切领域.全国性的

农业联合会主要有:全国农业协助组合联合会,简称“全农”;农林中央金

库,简称“农林中金”;全国信用农业协同组合协会,简称“全信联”;全国共

济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简称“全共联”;全国原生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简称“全原联”.专业农协是由特定农业生产品种的生产者组织的生产合

作集体,包括养蚕、果树、园艺、畜产品、乳产品等专业,主要业务是采购所

需要的生产资料、销售农产品,并进行业务指导.专业农协只限于某种特

定的农业部门或品种,而不是限区域.在日本农协中,综合农协是主流.

日本农协规定了会员的义务和权利:一是自由进退原则.会员可以利用

农协的服务项目,进、退自由,不能人为地限制,也没有任何社会的和宗教

的差别.二是民主管理的原则.其业务采取由会员同意的方式,选举或

任命那些能对会员负责的人来实行经营一票表决权和一票选举权.三是

投资限息的原则.会员持有平等的投票权,在支付所投资金的利息时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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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限制其利率,年利８分.四是盈余分配的原则.农协业务中产生的剩

余资金,根据会员的意见分配.五是促进教育的原则.所有的农协组织,

都可以筹备教育预备金,改善教育及农村生活、文化的设施,使全体成员

都得到受教育和提高的机会.六是协同合作的原则.所有农协组织,在
地方、全国及国际的范围内,积极与其他协同组织进行友好合作.

　　日本政府为推进都市农业产业化,采取了积极的扶持政策措施.例

如:政府采取投资或低利息融资方式,支持经济能力强的农户和团体运用

先进生产设施,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附加值,扩大生产规模及产业化生产,
同时政府还提供资助,帮助产业化生产在开展过程中的农产品消费宣传,

促进消费.政府除加强正规学校培育农业劳动生产者外,还采取各种措

施鼓励更多的从农村和城市来的劳动力经营都市农业.比如,对初次从

事农业的青年,政府向他们提供无息贷款,并且资助他们学习相关农业技

术和经营方法.农业技术培训学校,多数由政府投资,无偿为学生提供条

件优越的食宿和学习环境.

二、非洲家庭式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

　　由于非洲城市的城市化进程比较缓慢,人口密度低,移民仍保持传统

的社会行为,非洲的城市普遍接受家庭式食物生产,其目的更多地是为了

保证家庭基本食物需求.非洲的很多城市中仍留有大量的可耕种露天空

间,人们饲养供给家庭的小型牲畜,而且城市政策也更支持食物生产.如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的粮食紧缺阶段,加纳的阿克拉开展了“劳动养活

自己”的运动,居民在后院和露天空地上种植食物.

　　在非洲许多城市,伴随着结构调整,大多数环都市地区的大规模“现
代化”生产开始走下坡路.相反,无数小规模家禽饲养企业悄然出现,它
们通过非正式渠道销售,以满足家庭自我食物供给的需要.数量不多的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家畜饲养会产生如下公共效益:更充分的土地利用;

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减少交通和能源消耗;降低土地保养和城市服务的

公共开支;提高易腐烂但营养丰富的食物的供给;为城市居住者提供低成

本食物.另外,城市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垃圾,而垃圾可以作为动物的饲

料.家庭、街道、农产品市场和工农业产生的有机废物是动物有益的饲

料.城市废水也可以作为动物饲料和粮食的来源.例如,哈拉雷市议会

用可循环水灌溉牧场并且卖肉给城市市场(Mougeot,１９９４).废水还可以

用于水产业,这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家畜饲养形式.他们可以在半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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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里养鱼.就像家畜可以把城市垃圾变成一种资源一样,家畜饲养的垃

圾也可以成为种植粮食、蔬菜和水果的有益资源.这些城市间和城市里

的家畜饲养者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

　　一种是集中于一小块土地上的.在陆地饲养家畜通常会用篱笆、墙、

笼子把家畜关起来或者用链条拴住,并提供给它们饲料和水.大一点的

动物会拉出去放牧.此外,私家房主还有医院、学校的职工中也有人养动

物.例如,在尼日利亚扎里亚的大学校园里,８１％的人养动物,主要是家

禽和反刍动物(Gefu,１９９２).

　　另一种是不局限于一小块土地上的.不在一小块土地上饲养的动物

一般都是食草动物,如绵羊、山羊、猪、牛、水牛和驴等.它们被赶在一起

放牧或被允许在有土地协议和不需要土地所有者许可的土地上自由行

走.这里的一些动物属于上述私家房主,但是大多数都属于无土地家庭.

例如,在尼日利亚北部和中部的镇上,牛奶由当地拥有小牧群的富拉尼人

或是那些仅把他们的奶牛放在镇上喂养的富拉尼人生产.他们在镇上或

者靠近镇上的未占领土地上放牛,他们购买农业处理副产品和粮食残渣

喂牛.妇女负责挤奶并把它们直接卖给消费者,肥料则卖给附近的农民.

他们把奶牛放在镇上喂养,剩下的家畜被带到离镇稍远的牧场上放养.

　　与高收入家庭相比,低收入家庭更是把养动物作为他们食物的来源、
收入和安全的保障.城市家畜饲养不仅给家畜饲养者提供了就业机会而

且还给非正式供给系统比如牧人、卖树叶者、产品征收者和小贩等提供了

就业机会(Centres,１９９１).一些贫穷的妇女会挨家挨户购买谷糠,然后再

转卖给城镇家畜饲养者.在城市集市里或者路边上,可以看见成捆已收

割或是修剪好的草、落花生干草和其他粮食残渣待售.不仅农民还有贫

困的城市居住者也在售卖,他们每天都在城市中搜寻可以喂动物的饲料.

甚至一些不养动物的人也种草来卖钱,例如生长在内罗毕的紫狼尾草.

(一)阿克拉

　　阿克拉是加纳首都,阿克拉大都市区下辖阿克拉都市区、Ablekuma、

Ashiedu、Keteke、Ayawaso、Kpeshie、Okaikoi和 OsuKlottey次都市区、

Tema都市区以及 Ga区的半城市化地区.阿克拉城约有２５０万人,但人

口分布很不均匀.在新发展起来的高收入区,每公顷平均只有２０人,而
在低收入区人口密度达到了每公顷４００至５００人.在阿克拉,几乎每一

个收入阶层的人都会从事农业活动,尤其是饲养小型时宜家畜.只有蔬

菜种植者和半城市化地区的农民才会以耕种庄稼为生.大部分城区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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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活动都是在家庭土地上开展的,但通过非正式途径获得土地也非常重

要.

　　蔬菜的耕种区主要位于大的排水道和河流两岸,蔬菜生产是全年的.

每个农民只有很小的一块土地,为充分利用土地,实行集约型的作物轮

作.人们更喜欢用便宜的牛粪和鸡屎作为肥料.在蔬菜品种上,胡椒、黄
秋葵、番茄等被广泛种植,另有从国外引进的莴苣、卷心菜、胡萝卜、辣椒、

荷兰豆、甜菜根和香草.几乎所有的事情都由农民自己来做,而不必雇用

帮工,这也是他们白天总忙于农场劳作而不出外从事直接销售活动的原

因.除了一部分本地蔬菜和玉米用于家庭消费外,种植的蔬菜几乎全部

用于出售.

　　在阿克拉,商业饲养的牲畜主要是各类家禽和猪.对于中、高收入的

社区来说,饲养家禽更为普遍,因为他们可以承受开办农场的初始投资.

饲养活动多在城市郊区进行,牲畜的粪便通常被弃置到废物堆,也有少数

饲养者将其卖给当地农民作为农作物的肥料.而在低收入社区,人们饲

养的主要是猪和一些小型反刍类动物.在城市的所有社区,以家庭为单

位饲养一些小牲畜是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那些低收入的移民社区.有

调查显示,只有８．９％的低收入移民家庭不饲养牲畜饲养.从饲养的区域

分布情况看,主要集中在人口密度较高的低收入区,在这里牲畜可以自由

活动,并与该家庭的其他活动共享饲料.而像山羊和绵羊则会圈养起来

防止被偷走.饲养牲畜的品种主要有鸡、山羊、绵羊和鸭子.饲养牲畜的

目的除了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收入和食物补充外,主要是作为应对危

机的手段.幼仔以极低的价格买进,饲养长大后可以被卖掉换取现金.
(二)开罗

　　埃及首都开罗(Cairo)横跨尼罗河,气魄雄伟,风貌壮观,是整个中东

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商业中心.它由开罗省、吉萨省和盖勒尤卜省组成,

通称大开罗.大开罗是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城市,也是世界上最古

老的城市之一,有人口１４８０万(２００９年１月),人口密度高,在一些社区

中,每平方千米有超过１０万的人口.开罗土地干旱,只有很少的土地可

用于绿化,几乎没有私人农园适合耕种.都市农业主要限于饲养小型家

畜,饲养家禽可以说是开罗最重要的农业活动,约有１６％的开罗家庭饲养

牲畜.而在城市的人口密集区,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家庭都从事类似活动.

饲养的品种主要是鸡、鹅、鸭和猪等.从饲养的地点来看,大型家畜主要

饲养在房屋外,而小型的家禽则在屋内居多.开罗大都市区所有饲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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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家庭中,有７０．８％的人不是住在顶层就是住在底层,这样更便于到达

房顶或更接近庭院及公共场所.而房顶正是适合饲养家禽的地方.从饲

养用途来看,大多用于家庭消费(见表９－８).

表９－８ 开罗大都市区的家畜饲养结构 单位:％

家畜
地点(与房屋的关系) 用途(家庭经济)

内 外 出售 自用

水牛 ６０ ４０ ４０ ６０

马 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绵羊 ２０ ８０ ０ １００

山羊 ２０ ８０ ６０ ４０

鹅/鸭 ６５ ３５ １０ ９０

鸡 ６０ ４０ ４ ９６

猪 ８６ １４ ０ １００

　　资料来源:尼科巴克等．增长的城市、增长的食物———都市农业之政策议题

[M]．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三、东南亚独具特色的水产品生产和销售体系

　　相较于世界其他地区,养殖鱼类和种植水生蔬菜在东南亚很多城市

地区都十分普遍.东南亚的水产体系包括可食用水生蔬菜种植和鱼类的

养殖,在很多从事养殖和销售水产品的城市定居者的生计组成中扮演着

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水产品是同大量低收入城市居民的生计息息

相关的.东南亚城市中存在很多这种养殖鱼类和种植水生蔬菜的活动,
其中既有粗放式也有集约式.然而,这类生产体系往往还是处于半集约

化的程度,而且经常使用城市污水作为增加产量的养料来源.表９－９是

东南亚主要城市的水产品生产和销售体系的简要情况.

表９－９ 对鱼类和水生蔬菜销售的市场调查得到的主要发现

曼谷 胡志明市 河内 金边

市场运输
良好的交通运输网
络、卡车和搭便车,
良好的道路网络

水生蔬菜目前多是
通过小型卡车进行
运输,鱼类多是通
过摩托车和卡车运
输

水生蔬菜仍主要通
过自行车和摩托车
运输,鱼类主要通
过摩托车和小型卡
车运输

摩托车和自行车,水生
蔬菜主要是 摩 托 车 运
输,鱼类运输部分是通
过小型卡车,城市外部
的道路系统比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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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曼谷 胡志明市 河内 金边

市场基础
设施

通过大型集中性的
批发市场来供应零
售商,超市数量逐
渐增加

发展良好的鱼类批
发部门,逐渐增加
的超级市场

建设 新 的 批 发 市
场,城市沿街/零售
等造成了日益严重
的交通拥堵

批发与零售 之 间 的 区
别并不明显

增值/包装
过程

水生蔬菜日渐采用
成包销售,鱼类仍
旧是出售鲜活的.
处理过的产品一般
是供应给超市

开始改变蔬菜的包
装,同时部分进入
超市

鱼类市场还是出售
鲜鱼,水生蔬菜的
出售多是新鲜和未
包装的

新鲜出售的 水 生 蔬 菜
一般都没有包装,部分
作为牲畜食品出售,一
些鲶鱼被进 行 腌 制 出
售到一些小市场,鱼类
多是出售新鲜的

　　资料来源:都市水产品社论[R]．PAPUSSA报告,２００６．

(一)泰国曼谷

　　泰国内陆生产的水产品在２００２年已经增长到了大约２８万吨,占了

泰国年产鱼总量的大约１０％(渔业部门,２００４).这带来了每年接近 １００
亿泰铢的收入.而其中３０％的水产品的生产都高度集中在曼谷郊区,如
在曼谷北部生产的鲶鱼超过了整个泰国生产的鲶鱼总量的７０％(大约８
万吨),Pathumthani省在公共运河内生产的大量金合欢也是这种情况.

在曼谷以西４０千米的 Nontaburi省,也有大面积的空心菜在进行密集种

植.在曼谷以南大约２０千米,也能发现在水塘中混合养殖的大量罗非鱼

和鲤鱼,以及高密度的金合欢的养殖.

　　在郊区生产的大部分水生蔬菜和鱼类都是运到曼谷和其他地方的零

售市场进行交易.在这个销售网络中,各类中间商都是重要的参与者.

他们从农民那里采购和汇集水产品,然后将产品运输和销售到郊区和市

区的批发市场.其他中间商从批发市场购买这些水产品,然后销售到零

售市场.

(二)越南胡志明市

　　胡志明市是越南第二大城市,总面积２０．９万公顷,目前有接近６００万

的常住人口,而其中大约８３．３％的人口生活在市区,因此城市食物保障的

压力很大.农林水产业在胡志明市 GDP中的贡献率逐年下降,但是在城

市外围的郊区,水产业却出现增长.胡志明市市区具有多元和动态的经

济环境,水产业是这个城市经济中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越来越发展成为城

市郊区的重要经济产业.

　　胡志明市城市郊区的水产业可以归入两种主要的类型:污水养殖和

非污水养殖.由于胡志明市的大部分污水都直接流入Saigon河,而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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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胡志明市当前水产业的主要水源,所以污水养殖水产体系在当地更

加普遍.这类水产业体系常常在胡志明市的低洼地带选址,在没有特殊

和强效的排水系统的情况下,低洼地积蓄的水源就提供了富含养分的污

水,尤其是在有机物的含量上———有机物是可以用于多种类型水产体系

的一种营养成分.非污水体系主要是分布在相对较高的地块.在这些郊

区水产业体系中,既养殖鱼类,也种植水生蔬菜.

　　鱼类养殖分为单一品种养殖和多品种养殖.单一鱼种养殖中使用大

量球状饲料喂养的都是诸如红罗非、鲶鱼、淡水巨鲷等高价值种类的鱼.

多品种鱼类养殖中最普遍的养殖品种是罗非鱼、鲤鱼、草鱼、银鲤、鲑鱼和

鲶鱼,这个系统最大化了食物的利用率,也就可以很好地节省饲料.水生

蔬菜的种植品种主要是水合欢和空心菜.水合欢在胡志明市的郊区分布

广泛,低投入和简单的养殖技术使得农民们可以从种植水合欢中获得较

高水平的收入.但是,这个系统却很受污水中的工业污染物影响.水合

欢自身的病变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空心菜适合在污水环境中种

植,它也能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收入来源.一些家庭同时养鱼和种植空心

菜,空心菜叶子就可以作为鱼饲料,并能为胡志明市提供大量的蔬菜产

品,这些鱼类的收成也能补充农民的家庭收入和食品供应.大约６６％在

郊区生产的鱼和水生蔬菜都是通过零售商出售给消费者的.在产品上市

季节和反季时期之间的产品价格是有季节波动的,尤其水生蔬菜的价格

表现得更明显,而鱼类的价格就很少随着季节波动.

(三)越南河内

　　河内拥有５１００公顷的水域面积,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越来越

多的城市污水被直接排放到ToLich河和KimNguu河之中,并顺流进入

城市南部的 ThanhTri地区,而在 ThanhTri地区,污水被用作种植水生

蔬菜和养殖鱼类的生产资料之一.

　　水生蔬菜在河内市民的均衡营养膳食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空心菜是

最重要的能够全年进行种植的水生蔬菜.金合欢只能在４月到８月的夏

季进行种植,而其他的如菱角和水芹只能在９月到来年３月的冬季进行

种植.河内水生蔬菜的生产主要集中在 ThanhTri和 GiaLam 地区(包
括 BangB,HoangVanThu,YenSo,VinhQuynh,Tam Hiep,TuHiep
和 HoangVanThu村庄/地区),在 HoangLiet公社的BangB村,一年生

金合欢和菱角的种植为当地家庭提供了最高达到９０％的收入,每年约

４０００万越南盾(合２５４７．７０美元;１美元＝１５７００越南盾).空心菜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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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为当地最低收入家庭提供了１００％的收入,每年约为２１００万越南盾

(合１３３７．５美元).目前,村子中大约５０％的家庭都种植着水生蔬菜.

BangB村在２００４年有１４公顷的稻田被转变进行水芹和菱角的生产,这
些土地也利用从 ToLich河中抽取的污水进行灌溉.

　　在河内,污水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已经被当地农民作为一种廉价、实
用的水源和养鱼的肥料来使用了.农民在封闭的地块使用从城市抽取的

污水作为主要的营养成分进行水产养殖.大部分郊区农民都选择多品种

鱼类进行养殖,如鲤鱼、草鱼、银鲤、印度鲤、鳙鱼和鲮鱼.相对较少的一

部分农民选择养殖价值更高的肉食性青鱼,因为当地只有很少的蜗牛可

以供给青鱼作食物.在河内,污水养殖的平均生产力已经从２０００年的每

年每公顷４吨逐年增加到２００４年的每年每公顷５．４吨.

(四)柬埔寨金边

　　金边郊区的湿地周边散布着许多土地,它们是金边和柬埔寨其他地

区水生蔬菜和鱼类供应的重要来源地.这些地块利用了金边排放的城市

污水.这些生产体系的相关活动同金边及其周围地区的很多贫苦居民的

生计紧密相关.BoeungCheungEk是金边最大的污水排放湖(３４０３公

顷).金边有高达８０％的城市污水,以及湖泊周边快速发展的工业部门排

放的工业和化学污水都被排放到了这个湖泊中.

　　湖岸附近的村庄居民利用不断增多的污水,在BoeungCheungEk湖

种植水生蔬菜,尤其是空心菜,逐渐取代传统的稻米种植.渔民们则利用

餐馆和饭店的泔水,以及稻米和蔬菜渣喂养箱笼中的鱼.养鱼的箱笼往

往也经常放置在猪圈和厕所的下方,以便直接利用绿肥.主要的养殖种

类有河鲶、胡鲶和黑鱼.

　　这些社区生产的水生蔬菜和鱼类大部分都在金边及其周围地区的集

市上进行销售.金边市场的水生蔬菜销量占到了所有蔬菜销量的一半以

上.

四、拉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的都市农业产业体系

　　直到２０世纪上半叶,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最贫困的人群仍集中

在乡村地区.而后为了寻求更多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贫困人口持续地

向城市迁移.随着城市在这一地区的迅速成长,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首

次超过了乡村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呈现出极高的城市化水平.在全

世界１５座最大的城市中该地区占有４个,即墨西哥城、圣保罗、布宜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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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利斯和里约热内卢.目前这一地区的城市贫困人口已超过１．２５亿

(MacDonaldandSimioni,１９９９),他们中很多人属于社会边缘人群.失

业、缺少生产计划和用地管理以及社会、城市和环境政策的缺乏导致了这

种“贫穷城市化”.拉美国家的政府将发展都市农业作为缓解食物保障压

力的重要途径,非常重视都市农业的发展,政府机构在组织城市耕种活动

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古巴哈瓦那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古巴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食物供给危机,农业

部建立了一个都市农业厅来支持新的耕种者,具体工作通过在外工作人

员来落实,以城市为基本单元,通过社区给予直接帮助.农业部还负责

“种子商店”,为农民提供种子、工具、生物种植指导书和其他杂物等.几

乎在一夜之间,一个新的城市种植文化诞生了.古巴有机农业组织也通

过政府调研员和在外工作人员间的联系,积极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

　　中央政府在促进有机都市农业发展上给予哈瓦那很大支持,使之获

得了今天的成果.哈瓦那参与都市农业国家发展计划,由农业部直接领

导并予以支持.农业部每年都会规定一些具体的行动方案,每一个省或

都市都必须完成指定目标,以便分散化地解决食物生产和短缺的问题.
比如,２００１年的指导性行动目标是以下述方式创立的:每年在 OrganopoＧ
nicos和集约型种植园中有机肥料的用量为１０千克/平方米,而在小块土

地或Patios上则至少要２０吨/公顷;定期更新城市和ConsejosPopulares
(设置在社区里的政府部门,城市里有１０４个这样的机构)一级有机原料

的来源;为蠕虫的发育生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在农业生产的各个单元推广

和实施蠕虫培植法;改善城市废物的循环利用;将生产性的都市农业实践

与不同层次的农牧业授课相结合;将生产者与农业和畜牧业理工研究所、

大学教职员工和科研院所(全国共有３３所农业和畜牧业研究中心,其中

１９所由农业部直接领导,有１１所在哈瓦那市内)联系起来.在保证高质

量产品的同时,提高人口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农业生态意识.

　　哈瓦那都市农业生产系统可以分为五个主要类型:(１)大众农园.大

众农园由种植者自己管理,是哈瓦那都市农业中发展最为普遍的一种类

型.这些农园的雏形是在“特殊时期”为应付食物短缺,而在自家后院、阳
台、平台或屋顶上自发形成的小规模种植活动.大多数种植者都有正式

工作,而只在业余时间从事种植生产.(２)基层合作生产单位.这是从国

有农场分裂出来的,它们依靠可以获得的资源运营,通常有５~１０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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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３)国家合作供应农场.这些农场多在工厂内部,主要用来供应工

厂的自助食堂,有些地方可能只是一些固定的雇员负责耕种,而有些则可

能将农活分配给每一位员工.(４)私人农场.这种农场的大小一般为１３
公顷左右,大多数土地都有使用权.哈瓦那市场上出售的牛奶和插花大

部分来自这些农场,农场生产的牛奶则流入国家分配系统.(５)有机农园

和精耕农园.有机农园是在加高的容器苗床中,向营养液或土壤中加入

了高浓度(５０％)的混合肥料.精耕农园是在有机农园的基础上采用精耕

细作的耕种方法,而不需要围墙,充分利用耕种空间,结合有机肥料的利

用,以取得最大的单产.
(二)秘鲁利马

　　利马是秘鲁的首都,位于太平洋沿岸的沙化条状地带,其农业主要集

中在半城市化地区,主要作物是玉米,其他还有马铃薯、白薯、洋葱、大蒜、

莴苣和各种豆类蔬菜.在利马都市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起到

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１)贫困地区蔬菜农园项目.在１９８４~１９９０年间,Mujer协会获得许

可,实施一项针对城市南部地区低收入妇女的计划,后经农业部和 HUＧ
FACAM 推广在秘鲁的很多城市实施.蔬菜农园通常位于家庭庭院及学

校、医院的公共场所.在农园里工作的人都不富裕,甚至极端贫困,他们

获取社会服务的能力有限,比如妇女和小孩,他们负责耕种并出售产品.

种植的蔬菜种类很多,包括芳香植物、草本植物和马铃薯.农园的大小在

６０平方米到２００平方米不等.一般不使用化学物质,害虫也用土法控制.
妇女的培训包括利用家庭厨房垃圾和鸡、猪等家禽的粪便制造堆肥.

　　(２)家庭水耕种植计划.水耕法是在水中种植作物,利用水中植物纤

维提供各种必要的化学营养物质.有两个非政府组织(CIDIAG 和ImaＧ

genEducativa)在贫困家庭中推广水耕法生产.这两个组织都帮助农民

获得更便宜和更适合的投入物,还帮助他们获得各种需要投入的产品和

设备,或选择最适合的替代品,然后以批发价成批购买,并告知农民正确

的使用量.当然,水耕法需要家庭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技术知识,人们认

为这种生产方法成本相对较高,不适合贫困家庭,因此一些参与家庭陆续

退出该计划.

　　(３)小型牲畜饲养.在利马,有很多小公司针对市场需求,组织农民

饲养鹌鹑、豚鼠等小型牲畜.禽蛋在利马有一定的消费市场,主要用作深

受人们喜欢的中餐的配料,而鹌鹑蛋被认为是低胆固醇的.饲养鹌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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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很大的空间,既可以在城市环境也可以在半城市化地区进行.豚鼠

的饲养和食用在秘鲁是一个古老的传统.很多项目都鼓励家庭饲养豚

鼠,并建议将厨房垃圾用作饲料.

第五节　中国都市农业的主要趋势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得城市逐步远离乡村、远离农业、远离自然,而

乡村和农业又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如果没有现代化的、

环境友好的、生态景观优美的农业和乡村,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就必然缺乏

活力并不可持续.因此,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未来都市现代

农业如何发展,以适应城市化的进程,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共同增长,是每

一个都市农业工作者密切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

是国内较早进行都市农业研究、实践的城市.发展都市农业具有广阔的

市场空间,如市民收入水平高,人口规模大、流动性强,高收入阶层人数较

多,是国际性大都市和港口城市等.同时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和条件,产
业化水平、科技水平、农村经济实力在全国的领先地位,为实现都市农业

战略定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一、未来的都市农业将更加凸显其环境生态功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城市人口

集中的趋势明显加速,２０１５年我国城镇人口已达７６７５０万人,占全国总

人口比重的５５．８８％.有专家预计,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内地的城镇人口将达

８亿左右,全面进入城市化.城市建成规模和人口规模的扩张必然需要拓

展城市空间,而这种空间的拓展使得城市周边大量农田变为非农业用地,

农业用地规模大大缩减,城市人口的迅速扩张和土地的稀缺性,又使得城

市出现建筑过密,空间和绿地不足,密集、高大的水泥建筑物构筑成为城

市的“水泥森林”,使城市环境质量恶化,直接影响到人居环境和城市可持

续的生存与发展.

　　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生态环境质量的客观

需求,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都市周边的农业在整个城市系统以及生态

环境中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专家们呼吁要把过去那种单纯地

把农业生态系统看作是生产农产品的单一功能实体,转变为生产食品、保
护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功能实体.把保护土壤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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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提高农业生态系统质量作为全球环境保护、食物安全、可持续发

展的基础.现代农业必须为人类发展的多方面需求提供服务,这要求农

业具有经济产出功能的同时,具备充分的社会功能、生态功能,成为一种

多功能的、综合性产出的农业,最终实现农业的生产、经济、环境、社会等

功能的协调发展以及生产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共

同提升.

　　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对农业功能拓展的客观需求,使得发达国家大城

市周围的农业逐渐由过去单纯向城市供应食物转变为集生产、生态、休
闲、娱乐、旅游为一体的多功能农业,充分体现和发挥了农业的生产、生态

和生活“三生”功能,使都市现代农业不仅为都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

更多新鲜、安全、优质的食品,以满足不同层次市民的需求,而且通过充分

发挥农业在生态系统中的能动作用,建立人与自然、都市与农业的和谐关

系.与此同时,在都市农业区开辟绿地、市民农园、花卉公园、教育公园

等,发挥高质量的生活服务功能,让市民能够在回归自然中放松紧张的心

理,获得新的生活空间.

　　因此,现代都市农业的建设,就是要将农业建设成为城市生态屏障的

一个组成部分,进一步与城市经济和生态系统紧密融合,为城市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保持城市和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之间的

平衡与协调,为城乡居民构筑良好的人居空间,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不管是从国际大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趋势还是大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建设可持续的环境友好的农业都必须是贯穿都市农

业建设的“主线”.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生态环境压力将会不断加

剧,通常城市中心城区的建筑密度很高,一般难以提供大型绿化和改善生

态设施的空间.如果仅靠大面积植树造林和建设绿地来调节改善气候环

境,不仅需要巨额投资,而且需要大量维护和培植费用.而规划良好的都

市现代化农业生产不仅可以对城市的生态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且可

以大大降低环境改善的费用.因此,都市农业生产与草坪、绿化、人工园

林、森林、生态果园等共同构成城市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成为

城市“有生命的基础设施”.

二、农业生态休闲产业的比重将大幅度提高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的提高,休闲度假将是人

们消除工作生活压力、缓解疲劳、放松身心的最佳选择.早在１９９９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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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代»杂志就曾预言,２０１５年前后,发达国家将进入休闲时代,休闲在

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将占有一半的份额,新技术和其他一些趋势可以

让人把生命中５０％的时间用于休闲.事实上,当前休闲产业已成为美国

第一位的经济活动.据美国有关部门的统计显示:美国人有１/３的休闲

时间,有２/３的收入用于休闲,有１/３的土地面积用于休闲.

　　农业旅游观光功能对于都市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农业的这

个功能为城郊农业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发展模式.它把农业与城市中其他

产业有机地联系到一起,有利于城区向农村的渗透和农村的城市化进程,
原有的城郊界限将变得模糊,有利于消除城乡分割对立的状态,使城乡关

系变得协调和融合.农业的旅游观光功能,一方面满足了城市居民对农

业旅游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成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亮点,大幅度

提高了农民收入.

　　农业生产除了农产品产出以外,还包含历史、文化、景观、自然等大量

可以被挖掘的潜在经济功能,良好的农业生态景观自然可以成为市民光

顾与休闲的场地,满足人们回归自然、怀旧、休闲参与、认知教育等的需

求,让市民走近田野、回归自然,成为休闲度假的良好选择.因此,农业生

态休闲将在都市现代农业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成为都市现代

农业中三分天下的主业之一.农业生态休闲产业的发展对都市现代农业

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其自身的发展壮大,更重要的是将会给都市现代农业

中的其他行业带来产业融合的积极效果.人们对休闲农业的需求将兴起

一个由农业“体验经济”为主导的新型产业.

　　农业生态休闲产业是一个具有巨大经济潜力和就业空间的产业,生
态休闲观光农业以农业生态景观、特色产业、乡村文化和农耕文明为依

托,来满足城市居民观光、品尝、休闲、猎奇、娱乐、参与、体验、购物、度假

等需求.它既是对农业经济潜力的深度挖掘,也是一个系列旅游产品开

发的过程,成为一种一、二、三产交叉融合的新兴产业.法国的农业“绿色

度假”,每年可以给农民带来近１１０亿欧元的收益,相当于全国旅游收入

的１/４;荷兰仅花卉产业旅游(阿什米尔和库肯霍夫)每年的门票收入就达

１０００万~１２００万欧元;日本每年有超过５亿人次进行农业休闲、观光、
体验和旅游,农业休闲旅游的相关消费额超过５０亿美元;我国台湾省每

年观光休闲农业吸引的游客超过５２５万人次,创造园区农业品及周边休

闲产业约１０亿元台币(约合２．５亿元人民币)的商机.生态休闲农业的发

展会将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园区经营管理、餐饮、住宿、休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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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交通、乡土特产、农业特色休闲旅游工艺品、讲解导游等相互穿插融

合,形成农业与商业融合、农业与服务业融合、农业与教育业融合、农业与

特产加工业融合等多产业的交织.

　　发展都市农业生态休闲旅游,关键是要有独特的创意和明确的主题,

要系统整合现代化农业园区、水产品养殖区、蔬菜与粮油生产区和农产品

企业的农业自然、生态和产业景观,形成景观综合产业带.农业生态旅游

休闲项目的开发要采取系列化板块集成的方式进行,组成回归自然生态

系列、怀旧休闲参与系列、认知教育系列、乡土风情饮食系列四大旅游休

闲系列主题板块.并根据市场细分,为不同需要的消费者设计符合他们

要求的套装农业生态休闲旅游行程.

三、未来的都市农业将进一步加深多层次的分工与专业化

　　都市农业由于地处都市周边,具备优越的市场优势、资本优势、技术

优势、管理优势和人才优势.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

都市农业的经营模式必将率先向现代企业经营转变.都市农业的多层次

分工与专业化将随着都市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而加深,农业作业环节的专

业化分工细化,农产品生产、加工、营销将逐步走向作业专业化、部门专业

化、区域专业化,并最终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现代化的产业模式.

　　农产品生产作业专业化,意味着农产品的生产环节如种(苗)培育、具
体田间管理,直至收获将根据专业化的要求分工,这些生产环节不再由一

个家庭或者生产单位全部承担完成,而只是专业化地承担其中某一个生

产环节.如形成专业的种(苗)培育,栽插,田间管理(包括施肥、管水、病
虫害防治)和收获的从业人员或组织,以达到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

本、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效果.更主要的是通过专业化的管理,降低

了农业风险,减少了盲目的农业投入.

　　农产品产业部门专业化,意味着通过分工形成相对独立的农业生产

管理,农业技术推广与使用,农产品销售、运输、加工和仓储,农资产品供

应,农业贷款融资和农业保险等组织或企业,以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将农

产品经营由过去的一个生产单元(家庭或家庭成员)单独完成,变为多个

生产单元分工合作,形成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业产业工人.

　　农产品区域专业化,就是要建成专业化的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

果、林、蔬菜和花卉等区域,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场所和集散地,以降低生

产、营销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形成规模效应,有效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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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就我国目前的都市农业产业化来看,其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少问题,特别

是龙头企业,大多仍处于传统经营方式的大范畴内,龙头企业通常以加工企

业为主体,据统计,以加工企业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比例占６０％~
７０％.以加工企业为农业产业化的龙头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但在现实经

济中,加工企业存在产品比较单一、生产集中度低、原材料产量与质量控

制难度大、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等问题,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企业还存在较

大的连带性风险.例如,２００２年初,欧盟因从我国出口的鸡肉、兔肉和冻

虾等中检出有２００mg/kg的氯霉素残留,全面停止从我国进口食源性动物

产品,其他的畜产品出口加工企业由此受到牵连而损失惨重.关联产业

间的联系(合作)不够紧密、产品单一、地域触角不够广泛、产业规模偏小

是制约今后都市现代农业产业化健康发展壮大的“瓶颈”.要突破都市现

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瓶颈”,就必须转变过去那种“种—养—加”或“产—

加—销”一体化的习惯性思维,在更广阔的经营领域内形成一体化经营的

格局,将产业链条进一步拉长、经营空间进一步扩大、利润增长点进一步

多元化、经营风险进一步缩小,建设以农产品供应链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

经营组织是实现这种转变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发达国家,由农产品供应链而形成了大范围的、广泛而多元化

的农产品生产经营合作.农户与企业间、企业与企业间的合作非常广泛

紧密,是一种纵横交叉的综合性合作,既具有产权联系的合作,如参股、合
并、收购、重组等;又有非产权联系的合作,如在契约形式下的各种生产合

作、购销合作、服务合作等.这两种合作通常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

化合作的格局,并且超越了地区的范围甚至国界,促使农业产业化企业逐

步走向集中化、大型化.例如,荷兰的 Nutreco公司,原本是一个制造鱼饲

料的企业,通过构建农产品供应链,现已成为一个饲料生产、水产与畜禽苗

种生产、水产养殖、畜禽养殖、远洋捕捞、肉类与食品加工、食品销售为产业

纽带的大型跨国公司.该公司有１２０个合作生产和加工厂商,分布在２２个

国家和地区,其紧密的合作伙伴包括荷兰最大的超市“阿尔伯罕”.２００２年,

该公司的销售收入达到２２亿欧元.其他国家的情况也类似,在德国,５个超

市集团几乎控制了２/３的农产品市场.在美国,４个最大的屠宰企业控制了

全国４/５的肉牛加工,４个最大的油料加工企业控制了８０％的豆油生产,４
个最大的烤鸡企业的生产占到整个市场份额的几乎５０％.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产前、产中、产后的一系列产业和经营被整合到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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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供应链之中,形成一种以农产品生产为服务对象,将以此衍生的众多

行业通过农产品供应链加以连接的、系统化的大生产经营模式.这种大

生产经营模式不仅将提高农产品的竞争能力,而且将会形成和推动农业

技术产业、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连锁营销业、物流业、信息技术在农业产

业中的应用等的发展,为农业产业化经营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和创造巨

大的赢利空间.

　　在以农产品供应链为特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运营过程中,供应

链上的核心企业可以对供应链功能进行系统整合,建立成员企业间的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协同运作管理,各个节点企业通过技术扩散(交流与协

作)、资源优化配置、非核心业务外包,集中力量从事其核心业务,充分发

挥专业优势和核心能力,实现优势互补与资源共享,创造竞争的整体优

势.通过信息系统的引入,有效实现了信息共享,提高信息流的快捷性、精
确性,有效减少信息交换不充分带来的“牛鞭效应”,减少了重复、浪费与不

确定性,降低了库存总量,创造竞争的成本优势.通过链上成员的优化组

合,减少产品分销、服务的时、空距离,大幅度缩短订货的提前期,加快了客

户反应速度.这些优势的形成,有力地强化了企业的生存能力、赢利能力和

竞争能力,使这一农产品经营模式成为现代农业产业化的国际趋势.

　　要把都市农业建设成为一种符合国际农产品生产经营趋势的新型产

业,就需要以农产品供应链的理念和模式来构建新型的“大”农业产业体

系,跳出发展“农业圈”的传统模式,走进“产业链”的新天地,以多层次的

分工与专业化为基础,形成“从田头到餐桌”的现代化的产业模式,实现农

业由传统的原料产业向现代消费品产业转轨.

四、未来的都市农业将率先消除二元化

　　我国的农村与城市由于长期以来的发展不平衡,存在着城市相对发

达与农村相对落后的巨大悬殊,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与

农村互相脱节,缺少有机的联系,城市的发达未能起到带动落后农村发展

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我国整体的发展.随着发展的需要,须大力建设方

便快捷的交通、通信网络,加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加快建设步伐,以大中

城市为中心辐射发展,将农村集镇发展为卫星城镇,通过快捷的交通、通
信网络将城市与农村联结成一个整体;以城市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为龙

头带动农村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农业生产、养殖业等的发展,推动农村工

业化的发展,使城乡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提高农产品价格,缩小工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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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剪刀差,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改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

有别的不合理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消除二元社会结构,实现城乡一体

化,使工农业共同走向繁荣,推动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

　　都市农业的发展有助于通过 “产业联动、城乡联动、建设联动”的方

式建设新农村,使新农村的建设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和产业的发展实

现有机融合;有助于有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和谐发展.都市农

业的建设将促使都市周边农村形成新的农村产业,如农产品供应链、系列

农业生态休闲旅游等,这使得都市周边农村逐步由“生产”农业向“经营”
农业转型.把都市现代农业作为综合产业经营的基础平台,在这个基础

平台上,都市现代农业的潜在经济要素将可能被深度挖掘,以此来拓展农

民的就业空间,有效提高农民收入,使新农村建设同时成为开拓农业新产

业和新积聚的新机遇.

　　都市农业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真正在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实行统筹协

调、分类指导,按照垂直分工、错位发展的要求,对城区、郊区实行科学的

区域功能定位.根据城市现代化和经济发展需要,联动规划城市和新郊

区发展蓝图、联动规划建设项目、联动规划产业序列、联动规划文化和精

神文明建设.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探索城市产业与新农村建设形成有机互

动的途径,把单向的“以工补农、以工助农”转变为双向的“工农互进、工农

一体、协同发展”.

　　都市农业的发展使我们有可能真正使新农村的建设与整个城市的建

设联动发展,实行基础建设联动、文化建设联动、形态建设联动、生态建设

联动.在基础建设上一体化考虑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在文化建设上,推动

优质社会事业资源向郊区转移;在城市形象建设上,根据现代化大都市的

要求设计新农村的建筑形象和整体形象;在环境生态建设上,把新农村作

为都市环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目标,整体性

考虑都市城乡环境生态建设.

　　都市农业的发展可以借助于经济发达的大都市的方方面面,形成现

代化的都市乡村,城乡良性互动,由此将城乡差异消于无痕;可以使新农

村建设与农业产业建设互动,以农业产业建设带动新农村建设,以新农村

建设促进农业产业积聚,保证农民就业与收入水平同步提高;可以与发展

生态经济、循环经济紧密挂钩,形成良好的都市生态环境;同时还可以在

走向现代化的同时保护和传扬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保护和传扬

传统农耕和民俗文化的同时,创造符合都市精神的现代农村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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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农业政策的经济原理和分析方法

一、制定农业政策相关的经济理论简介

　　制定农业政策涉及较多的经济理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公共选择理论

　　公共选择理论在英文文献中通常称作“公共选择”(publicchoice),又
称新政治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学(economicsofpolitics),是一门介于经

济学与政治学之间的新的交叉学科.它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尤其

是理性人假设)、原理和方法作为分析工具,来研究和刻画政治市场上的

主体的行为和政治市场的运行①.

　　公共选择,是指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怎样提供和分配公共物

品以及设立相应匹配规则的行为与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则期望研究并把

研究结果影响人们的公共选择过程,从而实现其社会效用的最大化②.

　　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问题的分析置于政治研究领域,用经济学的方

法分析政策决策,是研究非市场决策、对政府决策过程进行经济分析的一

种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的重心不在于价值判断,即不纠缠于国家这样做

是否比那样做会更好,它更关注于为什么国民作为一个集体选择了这个

而不是那个.它是用经济学工具提示公共产品的供应和分配的政治决策

过程.

　　它所关注的问题是诸如政治个体的行为特征,以及由此引出的利益

①

②

方福前．当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及其三个学派[J]．教学与研究,１９９７(１０):３１－３６．
孔志国．公共选择理论:理解、修正与反思[J]．制度经济学研究,２００８(１):２０４－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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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的行为特征对政策决策的影响等.该理论假定所有政治行为人(选
民、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官僚集团、利益团体、政治党派、官僚体制与

国家政府)都与市场行为人的表现一样:自利、理性并追求政治利益的最

大化.政党及其候选人对原则性问题的讨论并无实质兴趣,而只是对在

竞选中获胜情有独钟.因此,任何政党及其候选人总是力图寻找那些最

能吸引多数选民的政策立场.

　　该理论认为,政府计划大多与公共产品有关.一个理性的经济人会

联合那些有共同需要的人自发组织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向政府部门施压,

设法寻求特定利益———补贴、特权或保障.这些特定利益的成本可分散

至所有纳税人身上,而这些人并不愿意承担该成本.这种利益集中于少

数人而成本分散于多数人的现象导致社会上少数具有同质性利益的、高
度组织化的利益集团的形成.

　　公共选择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投票机制问题:作为政府,如何了解

民众的偏好及偏好的表达方式、偏好的加总方式;作为民众,如何组成利

益集团表达特殊要求等.

(二)委托—代理理论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经济学家伯利和米恩斯因为洞悉企业所有者兼

具经营者的做法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PrinciＧ

palagentTheory),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企业所有者保留剩余索取

权,而将经营权利让渡.“委托代理理论”早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逻辑

起点.

　　委托代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契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主要研究的

委托代理关系是指一个或多个行为主体根据一种明示或隐含的契约,指
定、雇用另一些行为主体为其服务,同时授予后者一定的决策权力,并根

据后者提供的服务数量和质量对其支付相应的报酬.授权者就是委托

人,被授权者就是代理人.

　　委托代理关系起源于“专业化”的存在.当存在“专业化”时就可能出

现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代理人由于相对优势而代表委托人行动.现

代意义的委托代理的概念最早是由罗斯提出的:“如果当事人双方,其中

代理人一方代表委托人一方的利益行使某些决策权,则代理关系就随之

产生.”委托代理理论从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企业内部、

企业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它在解释一些组织现象时,优于一般的微观经

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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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组织行为理论

　　组织行为理论认为,人是组织中的灵魂,组织结构的建立只是为了创

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个组织中的人比较顺利地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

任何一个组织,其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该组织的结构和功能,并影响该组

织所适用的管理原则,组织成员不仅为组织工作,而且他们本身就是组

织.

　　组织行为理论把社会行为分成个人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等.该

理论并将组织行为看作是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最高层次的行为.它对组

织结构变革与行为方式变化趋势和原因的分析,对我们分析经济体制转

轨时期农业政策部门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参考意义.

二、农业政策与经济福利的关系

　　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目的在于,推动农业向能够满足社会需要的方

向发展.政策制定者主要是通过影响农业生产要素和农产品价格,来改

变整个农村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所以,研究和制定农业政策要

求我们考虑把出现在现实社会中的可以选择的经济情况,分成“较好”和
“较坏”的等级问题.而讨论这一问题的理论大多来自经济学的分支———

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研究社会成员集团的福利的科学,是经济学的一个分

支.与研究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微观经济学不同,它研究的是整个社

会的目的达到的程度,而不是它的成员的私人目的达到的程度(里特森,

１９８８).

　　福利经济学努力阐述某些主张,根据这些主张我们可以按较好或较

坏的尺度,把现实社会中可以选择的情况分成等级.福利经济学是经济

学家和决策者对于可以选择的政策之间以及好与坏的制度之间,怎么样

和用什么标准做出或应该做出他们的选择的理论(里特森,１９８８).

　　由此可见,福利经济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研究个人偏好与“社会偏

好”之间的关系.一个理性的个人可以在各种事物之间排列出好坏、有无

差异等的偏好秩序.福利经济学的首要问题就是要找出社会整体的“偏
好秩序”.经济学的许多问题都有赖于对“社会偏好”和“社会福利函数”

的理解.政策的出台必然涉及社会成员的利益调整,寻求满足每个成员

福利最大化是政策研究的首要任务.福利经济学与农业政策的联系是明

显的,所以农户、农业企业和地区政府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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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以自己从某项已出台的农业政策中获取利益的多少来评判农业政策

的优劣,并以此作为决策行动的依据.

三、福利变化的测度

　　完全竞争市场均衡能够满足社会的帕累托最优条件,这表明竞争性

决定的资源配给和产品分配是高效率的.政府任何企图改变因自由竞争

而形成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分配,都包含经济成本,会带来效率的损

失.这意味着政府对资源和收入的再分配政策会背离竞争决定的帕累托

最优状态.

　　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状态.其实,政府政策要么包含经济效率的

损失,要么包含背离竞争决定的资源配给和产品分配.至于选择何种政

策,应该是在既定的目标约束下,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可选的政策方案中,

比较所选方案的经济效率.为了能够这样比较政策,对于可选择的政策

手段的福利效果必须有某种量度,这就是经济剩余(economicsurplus)方
法.

　　经济剩余是指在市场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商品供给和需求不

断变化中实现均衡状态时获得的市场成本节约.这可以指消费者效用,

也可以指生产要素收入.当经济剩余没有达到最大时就存在帕累托改

进.这是因为,只要不减少每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剩余,只是把新增加的

剩余恰当地在他们之间分配,就可以在不使任何人的状况恶化的情况下,

使至少一个以上的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在经济剩余达到最大的时候,就
没有这种帕累托改进的余地.

(一)消费者剩余

　　马歇尔将消费者剩余定义为:一个人为一物品愿意付出的最大代价

与他实际付出的代价之间的差额,也就是消费者实际付出的价格与他愿

意付出的价格之差.

(二)生产者剩余

　　所谓生产者剩余,是指生产者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与市场实际价

格之差.
(三)经济剩余

　　经济剩余就是消费者剩余与生产者剩余之和.显而易见,在没有政

策干预的生产均衡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是既定的.因此不存在

所谓的福利损失,当然也没有福利收益.一旦干预市场均衡的政策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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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就会存在因社会资源重新配置而使生产者或消费者获益的可能性.
政策的经济福利效果就以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变动来度量.

四、农业政策分析方法的基本内容

　　不论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还是对政策内容本身的研究,政策分

析的基本内容都包括事实分析、价值分析、规范分析、可行性分析四个方

面.
(一)事实分析

　　政策分析中所讲的事实多指对客观存在的事物、事件与过程的描述

与判断.事实分析就是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事物、事件、关系及其相互作

用进行描述、观察、计数、度量与推理,回答是什么、在什么时间与地点、程
度如何等问题.政策分析中无论是定性或是定量的,人们通常按照经验

的方法首先对客观现实进行一定因果关系的描述研究,然后才能进行更

深入的分析、研究.事实分析中最重要的是看重客观实际,杜绝一切主观

干扰.客观存在的事实是独立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的.但在描述事实时,

不论是判断、推理还是分析、综合,都离不开价值取向的引导.对于同样

一个客观事实,人们在观察和描述时明显地表现出主体的价值观.呈现

在人们面前的各种事实都是具有价值的事实,但是有价值的事实并不都

具有同等地位.政策分析的一个基本点是选择特定价值的事实,从这一

点上讲,政策的功能范围无论在空间还是在时间上都是有限的.人们只

能按照决策者或政策分析者的价值取向,选取具有特定价值的事实进行

研究.
(二)价值分析

　　价值是一定主体所具有的不依具体情况的改变而转移的期望、肯定、

支持和反对、讨厌、放弃事物的评价标准.政策分析中的价值分析是考察

个人和社会的价值观念以及价值规范,并确定价值准则的研究任务与过

程.它回答因为什么、为谁、为什么目的、许诺什么、应优先考虑什么的问

题.价值标准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政策的性质、方向、合法性、有效性和社

会公正程度.因此,价值标准的确认和选择是政策的决定因素之一.一

般来说,政策的价值标准包括政治公正标准、经济效益标准、社会可行性

标准和实践检验标准.但是,政策所提供的价值标准不可能对全社会每

一个成员都产生相同的作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问题只要经过提炼加工

形成政策,就意味着政府在帮助全体或部分社会成员去认识什么、改造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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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先认识什么、先改造什么以及如何改造等.社会成员服从政策、执行

政策就是服从于特定的价值意识与价值取向.一个完整的政策制定过

程,从政策问题的提出到政策拟定直至政策评价,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价值

的调节作用.通过价值分析可以确立一些基本的价值准则来衡量和评价

政策方案;通过价值分析能够了解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与趋向,有助于形

成新的价值准则;通过价值分析可以帮助人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指导人

们对政策做出新的选择.
(三)规范分析

　　规范是指准则、标准或尺度.人类的行为是多种多样的,规范的形式

也是多种多样的,诸如科学规范、道德规范、宗教规范等.这些规范形式

及内容在政策的制定与政策内容中从不同方面表现出来.规范分析主要

是应用演绎推理方法,从抽象的普遍原则出发,得出特定问题的结论.政

策规范作为一种社会力,除了推动人们去做那些一致愿意做的事情外,还
诱导人们去做他们不一定乐意做的事情,或阻止人们去做正在乐意做的

某些事情.政策规范具有强大的社会教化作用,因此政策分析中离不开

规范分析.政策分析中的规范分析回答应该是什么、应该怎样做的问题.
规范要有效,就必须以相关的价值观念为基础.价值观念的任何变化,必
然带来社会规范的变化.实际上,政策分析中事实、价值和规范是无法完

全割离的.人们一旦获得大量与政策问题相关的“事实的”信息后,往往

需要通过特定的假设来判别这些信息.这些特定的假设实际上包含了明

显的价值前提.如果政策分析中只有事实分析而没有价值分析和规范分

析或只有规范分析而没有价值分析和事实分析,这样的分析是不会有什

么结果的.

(四)可行性分析

　　政策分析中的可行性分析是政策制定者通过各种方法论证既定政策

在政策实践中是否可以执行并且产生预期社会效果的一种行为.可行性

分析最关注的是实践问题,是成本、支持率、效益等现实性、社会性、操作

性范畴的问题.通过可行性分析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这样做是否行得

通,领导或公众是否同意这样做,我们是否能够提供充分的条件或能够提

供到什么程度,需要改变或增加哪些条件才能实现既定的政策目标.可

行性分析的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和技术上的可行性.政治可行性的

分析主要是通过考察政党和新闻媒体在特定政策问题上的态度来进行

的.一般来说,政治可行性越大,政策被接受、被贯彻的可能性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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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可行性是指获取实施政策所需资源的可能性.经济可行性分析的主

要任务就在于确定政策期望值与所需的经济资源量之间的关系,计算其

投入产出比.技术可行性是指实现政策目标的科技手段上的可能性.对

技术可行性进行论证,一方面要对国家、部门或地区的技术发展进行一般

性分析,另一方面要对实现特定政策目标所需的技术手段和方法进行研

究.

五、农业政策分析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农业政策分析过程中,主要使用下列方法和手段:

(一)社会调查

　　正确的政策都是从实际出发的,都是主观认识对于客观现实的正确

反映.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社会做调查研究.制定方针政策要调查

研究,执行方针政策也要调查研究.从政策经验上升到政策理论要调查

研究,将政策理论运用于实践和指导实践以及政策理论接受政策实践检

验也要调查研究.因此,农业政策的制定、执行都必须联系实际,深入进

行调查研究以获取大量可靠的资料,使制定出来的政策能够符合实际,并
在实施中使政策进一步完善.社会调查是制定农业政策的前提和基础,

它是研究农业政策科学最基本的方法.其不足之处在于,工作量极大,需
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存在时间长等问题①.

(二)历史分析法

　　任何事物都有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如果不能寻根问底,就很难说明

事物的现状和未来.经济现象更是如此.例如,对我国农户经营规模过

小的现状分析就必须历史地看待这一问题.如果只是简单地对现状给予

评价或者简单地与欧美国家家庭农场加以比较,必然得出不切实际的结

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就会发现中国农户经营规模小是一个长期

的历史现象,而不仅仅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才出现的问题.

１９５０~１９８０年,我们曾经试图扩大经营规模,但由于生产力没有质的改

变,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后来又不得不退回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规

模.如果了解这一历史背景,在考虑中国未来的规模发展时,也许会更客

观地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不是不顾客观条件,片面追求经营规模的简

单扩大.任何现行政策总有其历史继承性,这是从事政策研究时不能忽

① 钟甫宁．农业政策学[M]．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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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的问题.
(三)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中的解剖方法.为了搞清楚事物的

本质,就必须把事物解剖开来,深入研究组成事物的每个要素的情况以及

要素之间的关系,这样就能够深入细致地认识事物.解剖可以是多层次

的.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系统,研究可以根据需要在系统的不同层次上展

开.对事物研究不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没有对事物进行结构分

析,没有深入到事物内部或组成要素的层面上.

(四)模型分析法

　　模型分析法是分析政策的基本工具.在满足政策系统整体性的要求

下,模型分析法力求抓住本质,化繁为简、化难为易.模型的建立过程以

事实和数据资料为依据,运用一定的科学理论,按照目标的需要提炼出主

要因素、主要过程和主要关系,力求建立能够反映系统本质特征的、符合

逻辑的理论和实证模型.通过模型分析法,不仅可以定性说明经济变量

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以从数量方面进行较精确的阐述.近年来,许多国内

外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农业问题时都采用了模型分析方法,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
(五)社会试验法

　　一些新的政策往往要先做实验、先搞试点,取得经验证实可行才能全

面推行.社会试验方法就是对某项政策在所选择的试验区里进行观察、

总结、分析,发现问题及时修正.这种方法对研究制定具有长期意义的政

策十分重要.
(六)群众路线法

　　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它既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而且

还是直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重视劳动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历来是我们党制定农业政策的一个法宝.因此,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是做

好任何工作的基本条件.

第二节　中国农业政策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政策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农业

支持政策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样化、从封闭到开放、从适应计划

体制到适应市场体制的过程.新中国成立初到改革前,农业支持政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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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为主,奠定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改革后至

今,一系列适应市场经济的农业支持政策出台,推动了我国农业现代化发

展.分析过去农业政策产生的背景及影响,不仅可以进一步了解我国农

业的发展路径,而且对当前的农业改革也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一、土改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

　　１９５０年６月９日,刘少奇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土

地改革问题的报告»和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

革法»,明确规定和阐述了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一时期土地

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

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土地改革的主要组织形式和执行机

关是农民协会.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

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

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土地改革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

农业生产的发展.１９５２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１６３９０万吨,是１９４９年的

１．４倍,粮食产量年均增长１３．１％;棉花产量１３０万吨,是１９４９年的３倍,

棉花产量年均增长４３．１％;大牲畜达到７６４５万头,是１９４９年的１．３倍,

大牲畜年均增长８．４％①.

　　在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上,这时期主要是生产互助组.１９５１年１２月

中共中央出台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在这个决议中

规定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方法,积极引导农民走互

助合作的道路,同时要求以发展互助组为主,有重点地发展初级农业生产

合作社.在这个决议的推动下,互助社发展迅速,初级社也崭露头角.到

１９５２年底,全国共成立互助组８３０多万个,初级社３６００多个,参加互助

合作组织的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４０％.

　　在农产品流通和价格政策方面,总特征可概括为:农产品自由购销,

以市场调节价格为主的农产品流通体制.首先,对粮、棉、油等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农产品的购销政策是,在坚持粮、棉、油商品自由购销的同时,

积极通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农村大力开展收购,以便掌握足够的

资源.其次,在重要农副产品方面,为加强对工业原料和出口物资的经

营,１９５０年中央贸易部成立了土产公司和相应的外贸进出口公司,分管

①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第十章　农业支持政策
 ◆２８５　　

全国麻类、茶叶、蚕丝、猪鬃、畜产品等经营.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除对

粮、棉及若干种主要经济作物和出口物资的农产品的购销采取不同程度

的管制外,对大量的一般农副土特产品采取自由购销办法,鼓励私营商

业、合作社和农民去自由经营.

二、改造完成后到改革开放前(１９５３~１９７８年)

(一)生产政策

　　从１９５５年夏季到１９５６年底,是我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由初级社

向高级社转变时期.１９５５年７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

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提出到

１９５６年发展１００万个社的意见.１０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又通过了«关
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总结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历史经验,阐
明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方针、政策,对发展速度作了新的部署.
到１９５６年年底,我国入社农户达１．１７亿户,占全国总农户的９６．３％,其中

加入高级社的占全国总农户的８７．８％,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在国民经济“大跃进”思想的指引下,全国农

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些地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修水库、造林、抗旱

中搞起了大协作.１９５８年３月,党的成都会议制定了«关于小型农业合作

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这一政策文件一经出台,我国不少地区就出

现了小社并大社热潮,有的地方还办起了人民公社.８月２７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肯定了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是过渡到

共产主义一种最好的组织形式,并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

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全国开始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到１０月底,有７４
万个农业合作社改组成２．６万多个农村人民公社,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户有

１２０００多万户,占总农户的９９％以上,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

化.
(二)分配政策

　　此时的粮食政策可以从生产、购销、价格、消费四方面加以说明.具

体来说,就是在生产上动员一切力量,采取各种措施提高粮食产量;在粮

食流通领域实行由政府完全垄断的统购统销政策;在价格方面实行低粮

价政策;在消费领域实行限制消费的分配政策.陈云同志于１９５２年首次

提出了“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并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中共中央于

１９５３年１０月１６日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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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决议规定:(１)在农村向余粮户实行粮食计划收购(简称统购)的政策;
(２)对城市人民和农村缺粮人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的政策,也即

实行适量的粮食定量配售政策;(３)实行由国家严格控制粮食市场,对私

营粮食工商业进行严格管制,并实施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的政策;
(４)实行在中央统一管理下,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

上来,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由政府占绝对主导的统购统销的粮食政策缓解了当时较为紧张的供

需矛盾,降低了粮食的交易成本,保证了社会各方面最基本的粮食需求

(包括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统购统销政策稳定了物价,促进了国家财政平

衡;统购统销政策使工业获得超额利润,低价收购粮食取得的超额利润用

于扩大企业数量和规模,从而使全国工业化率和城镇人口规模有较大提

高.但是,统购统销的政策也存在不容忽视的弊端:从生产者来看,粮食

的统购统销、低价格政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国家不得不采

取人民公社制度和户籍制度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从消费者来

看,长期的统购统销政策导致我国粮食生产发展缓慢,同时也影响了其他

种类农产品的生产,城镇居民只能长期在低水平进行单调的农产品消费.

三、改革开放初期(１９７８~１９９１年)

(一)土地政策的改革

　　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所以土地政策是农业政策中最基本

也是最受关注的政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联产计酬等多种责任制

形态为土地制度变迁的始点,采用渐进、局部均衡、多样化发展的制度变

迁方式,逐步确立了家庭承包经营的农地基本经营制度.１９７８年之后的

中国土地政策带有明显的阶段性变迁特征:第一阶段,从１９７８年中共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１９８３年,全国基本实现土地承包到户;第二阶段,从

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２年,土地承包期确认在１５年以上.

　　１土地承包制的全面推广阶段(１９７８~１９８３年)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虽然肯定了“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

计算劳动报酬”的责任制,但仍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１９７９年９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修改并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将草案中“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改
为“不许分田单干”,初步制定了“包产到户”的办法.同时,允许某些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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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由于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到

１９８４年１月１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１９８４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央１
号文件),该文件正式从政策上肯定了土地承包经营制度,并进一步放宽

了土地承包的规定.

　　２第一次延长土地承包期阶段(１９８４~１９９３年)

　　土地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确立后,作为后续的制度变迁,１９８４~
１９９３年农地制度变迁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是稳定土地承包期限,巩固和

完善制度创新成果;其二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基本制度框架

下,创新多种类型的土地使用权制度安排形式,努力挖掘和提高土地生产

率,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明
确规定,“土地承包制一般应在１５年以上,在延长承包期以前,群众有调

整土地要求的,可以本着‘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经过充分商量,由集体

统一进行调整”.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给农民一颗“定心丸”,消除农民的

顾虑,同时鼓励土地流转.这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的成果,使农业能够稳定发展.

(二)农业投入政策

　　１投入减少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

　　这一阶段农业投入政策的主要特点有:第一,改变社会资源分配格

局,适度减少农业资金的外流.主要做法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

格.第二,强调增加农民投入.主要做法是,鼓励农民个人或合股兴办一

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如仓库、公路、小水电等,对这部分设施实行有偿使用

制度,谁兴建,谁得益.同时,对农民投资土地给予鼓励和补偿,并规定了

掠夺经营、降低地力的赔偿办法.第三,改革农村信用社,放活农村金融

政策.一是增加农业贷款,有计划地发放长期低息贷款或微息贷款;二是

要求农村信用社真正办成群众性的合作金融组织,农村贷款要优先用于

农村,贷款利率可以浮动;三是允许农村信用社跨地区开展存贷业务;四
是提出适当发展民间信贷,积极兴办农村保险事业.第四,强调国家和地

方政府对农业的投入,但由于财政包干政策的实施,中央财政收入减少,

同时,由于提高收购价格,导致财政补贴支出急剧增加,造成这一阶段国

家农业支出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都呈下降态势.

　　２农业投入恢复阶段(１９８６~１９９１年)

　　针对农业投入下降造成农业基础设施老化失修的问题,国家连续出

台相关文件,采取一系列措施,及时调整了农业投入政策.一是明确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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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地方财政、信贷用于农业投入份额,提高农业投资比重,建立农业

发展基金等.二是加大国家对农业信贷支持力度,进一步改革农村信用

社.三是健全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相结合的投资体系.明确农民作为

农业投入的主体,吸收和鼓励农民投资,提出农业生产和以兴修水利为中

心的农田基本建设,主要依靠集体和农民、劳动积累工制度、以工代赈制

度和乡镇企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政策.四是加强资金管理,提高投资效

益,要求用好各项资金,不准挪用.五是重视利用农业外资,提高农业利

用外资的比重.
(三)流通政策

　　１提高粮食价格

　　第一次提高粮食出售价格发生在１９７９年.１９７９年３月,国务院根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建议,决定从同年夏粮上市起,粮食统购价格提高

２０％,超购价格加价幅度,由原来按统购价加３０％,提高到按新统购价加

５０％,结束了自１９６６年调价以后粮食统购价格１２年未动的局面.第二

次在１９８５年以后.针对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猛的状况,１９８６~１９８９
年,国家对合同定购价格采取每年调整一点的办法,分地区、分品种逐步

提高合同定购价格.提价幅度较大的是１９８９年,粮价平均提高１８％.

　　２粮食购销政策

　　粮食统购制度的改革有几个阶段:一是双轨制阶段,即取消统购,改
为合同定购.定购的粮食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定购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

市.实行直线流通,任何单位都可以与农民签订收购合同,农民也可以主

动与有关单位签订销售合同.二是实行委托代购.１９８６年,针对粮食购

销缺口,国家委托地方粮食部门代收一部分议价粮转为平价粮.三是市

场交易,对粮食收购实施最低保护价制度.粮食的市场交易,以郑州中央

粮食批发市场的建立为标志.其后,吉林省长春市、江西省九江市、湖北

省武汉市和安徽省芜湖市相继建立玉米、大米批发市场.１９８９年、１９９０
年粮食连年丰收,出现了卖粮难的情况,为解决这一问题,１９９０年９月,国
家决定成立粮食储备局,对粮食实施最低保护价制度,并决定建立用于调

节供求和市场价格的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四是采用“保量放价”政策,建
立粮食风险基金和储备体系.

四、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阶段(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

(一)土地政策

　　这一阶段即第二轮土地承包阶段.土地制度变迁的主要内容是在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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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农户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做好以延长农户对土地经营的承包期限

为中心的制度完善工作.１９９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当前农业

和农村经济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

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承包期到期后,再延长３０年不

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

长,同时提倡“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

少数二、三产业发达的地区可以实行适度规模经营.２００３年出台的«土地

承包法»更是规定土地承包３０到５０年不变.这对稳定农民的经营预期、

增加对土地的投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具有重要作用.

　　从以上土地政策的变迁过程可以看出,我国农地政策对农民的保护

逐步加强,促进了农业经营的长期稳定经营.但是,也应看到,现存土地

政策还存在产权不清、微观流转政策不完善等问题.

(二)农业投入政策

　　１政策加强,但农业投入再次下降(１９９２~１９９４年)

　　这一时期,针对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以及农业资金外流的现象,国家

采取各种措施,遏制农业投入下降.一是从比重和增长幅度上加大对农

业的投入,尤其是在«农业法»中明确了对农业投入的法律保护,指出:“国
家逐步提高农业投入的总体水平.国家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

度应当高于国家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二是调整和优化农业投入

结构和重点,使农业投入集中投放到具有公共效应的基础设施,如大型水

利工程、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市场体系等建设上.三是改革农村金融体制,
安排专项贷款,重点支持粮棉主产区经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中

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四是引导集体、农民以及社会资金积极吸收和利用

外资.同时,加强对农业资金的管理.这一阶段,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

政策,但由于执行不力,仍然没有改变农业投入下滑的趋势.

　　２农业投入大幅度提高(１９９５~２００１年)

　　这一阶段,国家的投入政策主要有:一是提出各级政府都要下决心压

缩基本建设项目,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甚至还可以从预算外基本建设投资

和国家土地出让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专项用于农业.要求不论是哪一级

政府,都应该达到«农业法»中规定的投入要求.二是狠抓农业资金的贯

彻和落实,严禁挤占和挪用农业资金,提高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三是继

续引导集体和农民的投入,扩大劳动积累,鼓励大中型工商企业投资农

业,加强二、三产业对农业的支持.四是要求金融部门加强对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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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的贷款,强化农村信用社的支农作用,并要求逐步建立农业保险机

构.五是扩大农业投入渠道,多种形式引进外资.

　　３粮食流通政策

　　１９９３年起建立粮食风险基金,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的多级粮食储备

体系,主要用于粮食市场的吞吐调节,同时建立“米袋子”省长负责制,要
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切实加强粮食管理,搞好本地区的粮食

平衡,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领导负责制.另外,对种粮农民进行直

补.由于直接补贴资金的发放在许多地方与粮食出售量有关,因此,对种

粮农民的直接补贴既可以称为国家财政政策的改革,也可以称为粮食流

通体制的改革.

五、工业反补阶段

　　２００４年,国务院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明确废止了１９９８年发

布的«粮食收购条例»和«粮食购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鼓励多种所有制

市场主体从事粮食经营活动,促进公平竞争.同时要求,国有粮食购销企

业应当转变经营机制,提高市场竞争能力,在粮食流通中发挥主渠道作

用,带头执行国家粮食政策.

　　２００４年５月,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提出了

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

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现粮食购销市场化和市场主体多元化.建立

起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的机制,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深化国有

粮食购销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粮食市场体系.
切实落实省长负责制,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发展要求和符合我国国情的粮食流通体制.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粮食还实施直接补贴政策.２００３年,开始直接

补贴试点,２００４年正式实施.据统计,２００４年,减免农民的农业税、取消

除烟草以外的农业特产税“两减免”政策使农民减负约３０２亿元,粮食直

接补贴资金１１６亿元,良种补贴２８５亿元,农机购置补贴７０００万元.

２００５年,国家继续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两减免三补贴”资金比上年增

加２５０亿元,粮食直接补贴资金１３２亿元,良种补贴３９亿元,农机购置补

贴３亿元.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９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

会议决定: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１９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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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６月３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自２００６年１月１日起废

止.农业税的取消,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给
亿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积极性,又一次解

放了农村生产力,必将带动农村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某些环节的调整,推
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社会的和谐进步.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

我国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连续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用来部署“三农”工作.
中央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１５年中央一号文

件又提出“三农”的“强富美”目标,即“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

富,农民必须富”、“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央也已明确,尽管我国总

体进入新常态,随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财政收入增长的速度也有可能

会放缓,但是国家财政支出的重点还是要向“三农”倾斜,不管财政如何困

难,支持“三农”的力度只能增加,不能减少①.
(一)土地制度

　　在土地制度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和２０１５年的一号文件,都出台了

允许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一分为二即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政策.政

策规定,土地承包权归农户,这是长久不变的,经营权归市场.农户可以

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
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而规模经营是现代农业发展

的方向和出路,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
政策还允许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担保,允许农民以承包经

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土地入股就是土地的资本化,这有利于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另外,政策还允许农民对住房财产权

进行抵押、担保、贷款,目前该项政策主要通过试点推行.
(二)价格支持政策

　　价格支持政策方面,该政策实施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农产品特别是粮

食的市场价格波动,避免对农民生产产生影响.目前主要有三方面的政

策:第一种是最低收购价,如２００５年启动的水稻收购价和２００６年启动的

小麦最低收购价,这一政策仍要继续坚持.第二种是目前正在试点的大

豆、棉花的目标价格.最低收购价和目标价格的区别在于,后者发挥了市

场的决定性作用,而前者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干扰作用.第三种是对一些

①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４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韩俊解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并答记者问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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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根据市场变化和生产情况继续坚持实行临时收储.如在畜产品方

面,已经对生猪实行猪粮比临界点６︰１的猪肉收储政策.
(三)农业补贴政策

　　农业补贴政策方面,近些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的补贴支持政策,包括

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补贴四项普惠制的补

贴,以及其他方面的补贴.补贴一方面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则有

利于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国际经验看,农业是必须要通过补贴

扶持的,因为农业除了生产产品外,还具文化传承和保护生态的功能,具
有较强的公益性.农业的现代化也必须要依赖补贴,不能因为农业实现

了现代化,政府的财政补贴就可以取消,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农业补

贴的实施正是在农业实现现代化之后.今后,我国农业的四项普惠制补

贴要进一步完善,其他的补贴要进一步归并、整合,从而加大单项补贴政

策的支持力度,使补贴成为农业发展的重要导向.

(四)生态支持政策

　　现代农业还有一项重要的功能———提供生态产品,这一项功能正变

得越来越突出.目前的政策主要有“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退耕还湖”等.

目前我国耕地污染严重,特别是重金属污染,被污染的土地上生产的农产

品也会遭污染,这涉及农产品安全问题.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８日,国务院常务

会议通过«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该规划对农药、农膜、化肥的使用

量作出了相应规定.我国农业发展的成效是巨大的,用不到世界１０％的

耕地,养活了世界２０％的人口,但我国消耗的化肥数量也是巨大的,有数

据表明,我国消耗了世界１/３的化肥,养活了世界２０％的人口.化肥的使

用过量或利用效率不高是造成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方面.今后我国的农

业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在政策方面要对农产品的投入,特别是农药、
农膜、化肥实行减量化,实施配方施肥等精准农业.

(五)不断完善的新型支持政策———价补分离

　　“价补分离”指的是政府不直接入市收购农产品,而是制定目标价格,

再将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价直接补贴给农民.“价补分离”策略

目前在棉花和大豆方面,都做了探索.中国自２０１４年起,已从东北地区

的大豆、新疆地区的棉花开始,率先改革托市收购制度,并试点目标价格

制度,即“价补分离”,政府不再直接入市收储,而补贴目标价格与市场价

格之间的差价.玉米将是继棉花和大豆之后,下一个试行探索的品种领

域.２０１６年３月５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其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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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１６年,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要引导农民适应市场需求调整种养结

构,适当调减玉米种植面积.按照‘市场定价、价补分离’原则,积极稳妥

推进玉米收储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合理收益”.

第三节　国际农业支持政策

　　农业具有特殊的外部性,各国政府都不得不把农业发展放在政府工

作的关键位置.发达国家的经验也表明,现代化农业发展离不开政府政

策支持.分析和总结发达国家的农业支持政策,可以为我国农业支持政

策体系的建构提供相关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支持政策

(一)生产政策

　　美国对农业生产的支持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农业生产者摆脱因农

业的弱质性和高风险性所带来的威胁,保证农业生产者能够获得社会平

均利润率,从而保护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同时,政府通过控制农业

生产,使农产品价格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既保证可以取得合理利润,又
可以防止因农产品价格过高而损害消费者利益.为此,政府还建立农产

品储备,用以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和价格.政府通过估计当年某一农产品

的市场供求和年终库存情况以及下年度国内外市场需求情况,确定下一

年度美国该种农产品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休耕面积的比例和对农场主

因停耕土地而造成的损失给予补贴的比例.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政府

补贴的高低.如果估计下一年度市场需求大,政府休耕补贴就低一些,以
鼓励农民扩大耕地面积;反之,政府补贴就定得高一些,以吸引农场主更

多地休耕土地,达到减少粮食产量的目的.

　　１优惠的农业信贷政策

　　优惠的农业信贷政策可以使农产品信贷公司从政府获得低息贷款,

信贷公司再向参加价格支持计划的农场主提供短期优惠贷款.目前,美
国农业信贷以政府机构为主体,其主要形式是“无追索权贷款”,即参与该

计划的农场主可以获得由农业部农产品信贷公司(CCC)提供的一种担保

贷款.从经济学视角来看,该贷款率即单位农产品应得的贷款额,实质就

是政府支持的价格或政府最低收购价格,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者的基本

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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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缓冲库存计划

　　缓冲库存计划体现了市场失灵时政府的作用.缓冲库存计划作为对

农业信贷政策的补充,始于１９７７年,其目的在于鼓励农民自己储存农产

品,调整市场供求.基本的做法是:政府付给农民一定的储存费用,由农

民储存其产品.并对谷物等农产品预先规定“释放价格”和“号令价格”,

当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低于“释放价格”时,农民不能随便出售;当市场价格

高于“释放价格”而低于“号令价格”时,农民则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出售其

农产品,并偿还无偿追索贷款.这个计划的效果体现在三个方面:储存费

用的支付使农民获利,保护了农民的利益;缓解了政府的库存压力;调节

了市场上农产品供求关系,平抑市场物价.

　　３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保险是美国对农业支持的一种重要手段.针对农业生产的特

点,为减少自然灾害给农民造成的可能损失,美国政府对从事农业保险的

机构提供大规模保险补贴,使得农民能以较低的保费普遍参加农业保险.

　　４目标价格和差价补贴

　　目标价格与差价补贴是从农产品角度补贴农业的重要方法之一,是
在贷款率作为价格支持的基本保障措施基础上,为保证农场主收入,美国

在１９７３年«农业法»中提出的补贴措施.基本内容是:政府首先确定某些

农产品高于支持价格的目标价格,以此作为计算差价补贴的基础.在农

产品收获后,如果农业生产者以低于目标价格的价格出售农产品,则可获

得政府的差额补贴,其数额等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或政府支持价格这

两种差额中的较高者.这种直接的价格补贴措施填补了市场价格与目标

价格之间的差额,从而保证了农业生产者的最低收入水平.因此,目标价

格实际上就是农产品的保护价.

　　５农业税收政策

　　农业税收政策是美国政府从生产资料的角度出发,通过收入分配政

策激励农民生产性和投资积极性的相应政策.美国对农民的优惠税收政

策表现在多个方面,如在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投资税上,美国政府都对农

业和农民规定了特别的优惠政策.美国农业税收政策的具体做法主要

有:延期纳税,如可以将一部分尚未出售或虽已出售但未收到现金的产品

延至下一年度纳税;减税,如对于购买机器设备、生产费用等开支可以作

为资本开支从当年收入中全部扣除,而无需像其他行业一样分期扣除,从
而减少纳税;免税,按法律规定,出售农业固定资产的所得可以免除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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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赋税.农业投资被认为是农户合法的“避税所”,采用这种合法途

径而获得的税收减免,最高可达应税收入的４８％.１９８６年的税收改革法

中对农业税收作了较大的变动,取消了一部分优惠,但对大多数农场主来

说,赋税负担无很大的变化.

　　６生产控制性补贴

　　生产控制性补贴属于一种直接政策措施.长期以来,美国坚持采用

多种诸如面积控制、限额及休耕补贴等办法,使其国内农产品供给保持一

定水平,以减少政府农业预算开支和保持国内农产品的较高价格,从而达

到保护农民利益的目标.控制生产是实行价格政策的前提,以防止生产

过剩加剧、支持价格政策弱化和财政负担过重.

(二)农产品贸易支持政策

　　１出口加强计划

　　美国政府为鼓励农产品出口,制定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出口的政策措

施.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１)扩大出口需求政策.美国农业部通过采

取广告宣传、信息服务、贸易服务和技术服务等非价格手段,开发国际农

产品市场,增加其他国家对美国农产品的需求.(２)农产品出口价格补

贴.通过给农产品进行价格补贴,降低美国农产品的出口价格,提高美国

农产品与那些受其他国家或国家联盟补贴的农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
(３)提供出口信贷保证,保证资金来源.美国政府通过为美国出口商提供

信贷保证,增加美国农产品销往海外的机会.美国农产品出口商在国际

市场上销售农产品时,往往对进口国的进口商提供商业信贷,以促进美国

农产品出口规模扩大.(４)扶植建立不同农产品的行业团体、协会,开发

国际市场.美国组建了农产品外销局,对各种以农产品出口为目的的团

体、协会给予财政援助.(５)凭借农业的比较优势,利用贸易谈判向其他

国家施加压力,促使贸易伙伴国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疏通扩大农产品

出口的渠道.

　　２贸易控制计划

　　为了使美国国内农产品免受进口农产品的冲击,美国政府对农产品

进口数量采用关税和进口配额,其次是非关税措施,特别是运用技术标准

和卫生检疫等限制进口,控制国外农产品的进入.这个政策使美国国内

的农产品市场保持了对国内农产品的强力需求.严格来说,贸易控制计

划更多地属于农业保护范畴,而不是农业支持范畴.

　　３食品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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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食品援助计划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都面临食品短缺的问题,食品援助很受欢迎:二是美国的食品援助计划也

使美国的农产品过剩得到了缓解,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农业的效果;三是美

国的经济援助往往带有各种附加条件,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有偿”的.从

受援助国能够接受“附加条件”这一角度看,食品援助计划的结果就是一

种“嘴短”效应.食品援助计划之所以能够产生“嘴短”效应,再次证明农

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的重要性.此外,也说明农业生产能力可以成为一

国称霸的资本.
(三)农业支持补充政策

　　１农业科技发展政策

　　美国农业科技发展的政策目标始终围绕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和发展

农业科学技术;二是通过教育和推广,培养能掌握现代科学和管理技术的

农业劳动者,把先进科技转化为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三是增强农产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为此,政府组建了完善的农业院校、农业试验站

和农业技术推广站三级机构.

　　２土地休耕补贴与水土保持补贴

　　这一制度是指为防止价格支持导致生产过剩,适当控制生产,给予休

耕农场主一定补贴,并与水土保持相联系的制度.对环境脆弱的敏感地

区,休耕期内可以得到绿化保持水土补贴.资源保护政策的目标是通过

有效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制止对水土资源的破坏性利用,保护水土资源,

维护农业生产和人类及其他生物的生存环境.

　　３扩大国内农产品需求的政策

　　美国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政策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在农

产品消费方面也有所体现.为了扩大国内需求,美国政府曾经尝试过许

多计划,如食品券计划,妇女、婴儿和儿童特别补充食品计划,学校早餐和

午餐计划,直接食品分配计划等.国内食物援助政策制定的目的是减轻

剩余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压力,使农产品价格维持在比较高的水平上;减
少政府剩余农产品库存,降低储存费用;救济广大低收入家庭,提高他们

(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营养水平.其中主要的是食品券计划、在校学生

营养计划以及妇幼儿童保健计划等.

二、日本的农业支持政策

　　中日两国地理文化相近,都存在人多地少、农户分散经营、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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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不强等特点,因此,日本农业相关政策可以为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建

设提供相应经验.

(一)日本农产品生产支持政策

　　在生产领域,日本政府出台了不少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政策.具体

如下:

　　１加强对农业科技方面的支持

　　如日本政府大力推广先进的排灌技术,并且利用财政力量兴修水利

设施.另外,日本还十分重视品种培育,建立了世界一流的筑波种子中

心,拥有严格的品种审查登记制度.此外,在农业机械化方面,日本也因

地制宜,体现了一定的科技水平.

　　２保护农地,稳定耕地面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进行了土地改革,在规定土地最高占有面积

的基础上,由政府赎买地主和自耕农多余的土地,转让给原耕种佃农,基
本实现“耕者有其田”.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用地和住宅用地的需求膨

胀,日本政府于１９６９年制定了«国土利用计划法»,要求各级政府制订“国
土利用计划”,实行“申请劝告制”,抑制土地投机买卖.另外,在鼓励农民

进行兼业经营的时候,禁止农地转作他用.正是这种农地保护措施,保证

了农业生产持续进行.

　　３政府加强生产的计划与指导

　　日本政府的农林水产省每年要制订并且公布粮食供需及价格的基本

计划,包括米谷价格制定的基本方针、供需预测、生产目标以及生产调整

事项等.各级政府根据计划,进行生产调节,以维持总量平衡.

　　日本的农业生产政策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在日本战后的几十

年间,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建土地租佃制度改革为自耕

农的土地制度,在农业生产方式上也逐步走向现代化.目前,日本的耕作

水平位于世界先进行列,机械化水平很高,生物、材料、信息等技术在农业

生产中广泛运用.并且在工业化过程中,日本能够合理规划并利用农地,

保证了农地经营的持续有效.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加强宏观指导与政策

支持,克服了小农生产的盲目性,提高了计划性,使得日本农民的利益得

到保障.

(二)日本农业贸易政策

　　１主要农副产品关税化

　　在 WTO农业协定中,日本承诺至２０００年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率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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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列入关税目录中的主要农产品(一次税率)平均为２０％.但从不同

品种的关税情况看,日本政府对本国重要农产品的保护程度仍然很大,许
多农产品的关税仍然保持在３０％以上,而日本的最主要消费品———大米

的关税更是高得惊人.如规定牛肉的关税从１９９５年的５０％降低至２０００
年的３８．５％,鲜橙(冬春季)从４０％降至３２％;大米被允许实施“关税特别

措施”,至２０００年大米最终关税率为４９０％,只是同期最低大米进口量占

其国内消费量的比重从１９９５年的３％提高到５％,对大米的保护程度显而

易见.

　　２“绿箱”政策保护

　　日本政府在 WTO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从补贴生产、流通环节转向

支持农业的公共性服务、农业基础设施及支持生产结构调整等方面.

１９９７年,政府预算中用于“绿箱”政策范围内的资金补助达到２２０亿美元.
“绿箱”政策扶持占政府当年农业预算总支出的９０％,表明其农业的财政

补贴已开始绝大部分用于 WTO农业协定所允许的范围.

　　３“黄箱”政策保护

　　日本政府的“黄箱”政策主要采取进口加价或提高国内批发价的手

段,使得农产品国内销售价高于进口平均价,从而间接达到保护本国农业

生产者利益的目的.１９９７年,“黄箱”政策涉及的金额达２７１亿美元,超过

用于“绿箱”的资金补助,其中大米、麦类、肉制品、牛奶等农产品的国内外

价差(农民间接收益)达２５４亿美元.

　　日本政府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处处设置壁垒,力
图保护国内农业生产者的利益,也试图解决国内粮食自给率低下的局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农产品市场与国外市场之间的流通存在很大

的人为障碍,国内的农产品价格远远高于国际市场.从政策执行的效果

来看,日本的农业生产者在长期内的确受到了保护,能够凭借本国政府所

给予的补贴与国外农业生产者进行竞争.但是,另一方面,日本过高的保

护也影响了农业生产竞争力的提高.随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强,自由贸

易的压力不得不使日本政府放弃一些强硬的保护政策.

(三)财政政策

　　日本农业财政补贴的开支项目繁多,归纳起来主要有:

　　１农产品价格补贴

　　按照“生产费补偿和平衡工农收入”的计算方法,日本对大米实行双

重价格补贴.并且,为了降低消费者的负担,甚至出现了购价高于销价的



第十章　农业支持政策
 ◆２９９　　

“购销价格倒挂”现象.从１９６０年实施双重价格补贴以来,至１９６８年的

时候大米生产价格上涨了一倍.政府每年调整收购和销售价格一次,保
证大米价格的涨幅略高于工业品的涨幅.日本政府每年的财政预算中都

有一笔特别的资金用于收购大米.

　　２农田水利建设补贴

　　政府通过“农田基本建设款项”,直接兴建大型农田水利项目,规定农

民集体或公共团体兴修水利工程、治河开路等,由各级政府以补助费的形

式承担７０％~８０％的工程费用.

　　３农业现代化设备补贴

　　农民或者公共团体购买使用的拖拉机、插秧机、联合收割机、育苗设

施,以及大型大麦加工、烘干、贮藏设备和某些灌溉、施肥设施等,可由政

府承担其中３０％~５０％的费用,以支持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这种补贴

相当于我国目前实施的“农机具补贴”.

　　４农业贷款利息补贴

　　政府通过金融机构“农林渔业金融公库”向农民提供长期低息贷款,

或者由政府向私人银行提供利息补贴,再由这些银行向农户提供贷款,以
解决农民的资金困难.

(四)价格支持政策

　　农产品属于初级劳动密集型产品,供给与需求弹性较小.在市场条

件下,由于经济周期的存在以及不可预测的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农产品

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而农产品的价格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利益以及整个

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否,因此稳定农产品价格成为农业政策的主要目标.

日本的价格支持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的政策:

　　１直接管理价格

　　政府直接控制价格,表现为直接管理农产品购销与进口的政策,主要

作用于稻米的价格支持.大米是日本人的传统主食,保证大米价格稳定

自给对经济高速增长、稳定人心、保证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对

大米生产进行价格补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２最低价格保证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对小麦、大麦以及加工用的土豆、甘薯、甜菜、甘蔗

等的价格支持.对此,政府只规定价格的下限,当市场价格下跌到这个下

限价格以下时,产品全部由政府按下限价格买入,以保证生产者的收入.

　　３价格稳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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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对肉类和奶类产品的价格支持.政府在自由贸易

的前提下,通过买进和卖出的方式,使所规定产品的市场价格稳定在一定

的范围内,即“价格稳定带”,在这一范围内,这些产品的价格可以自由变

动.实施“价格稳定带”的目的是防止价格的暴涨暴跌对生产者或消费者

利益的损害.事实上,“价格稳定带”只是最高限价与最低限价同时使用,

在一定范围遵循市场调节.

　　４差价补贴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大豆、油菜籽和加工用牛奶等产品的价格支持,是
由政府规定一个基准价格,当销售价格下跌到基准价格以下时,农民可获

得基准价格与市场价格间的差额补贴.差价补贴与最低价格保证的主要

区别在于,最低价格保证是对市场的主动调节,差价补贴则是对市场的被

动调节.

　　５稳定基金制度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对蔬菜、肉牛、仔猪、蛋类及加工水果等产品的价

格支持.其实质也是一种差价补贴.不同的只是当这些产品的市场价格

低于政府规定的目标价格时,价格差额不是全部由政府支付,而是由政

府、农协和生产者三者共同出资建立的基金即“价格平准基金”支付.

　　６目标稳定价格

　　这种方式主要用于对奶制品的价格支持.基本做法是:政府每年制

定出各类奶制品的“目标稳定价格”,当市场价格低至该价格的９０％时,由
畜产品推销公司收购该类产品,当市场价格高于该价格的４％时,畜产品

推销公司则抛售该类产品.目标稳定价格的最终效果是稳定市场价格,

使市场价格在政府希望的区间变动,不致形成价格的大起大落.

　　总的来看,不论是哪种价格支持政策,都有农业支持政策的影子,其
目的在于减少农产品价格的变动给农民造成的损失,保证农民有一个稳

定的收入.

三、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

(一)１９６２~１９９１年的共同农业政策

　　价格支持制度是欧共体支持农业的一贯做法,也是共同体农业政策

得以正常运行的关键与核心.在共同体农业政策中,统一价格是通过欧

共体对农产品制定的一系列共同价格来实施的.这种共同价格并非是一

种实际的市场价格,而是为管理农产品共同市场而设定的各种价格.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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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欧共体一直实施高于世界市场价格的内部

市场支持价格政策.其中,最为主要的价格有以下三种:

　　(１)目标价格是最高限价,根据农产品在欧盟内部最稀缺的地区或供

应不足地区所形成的市场价格确定,供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参考.该价格

是欧共体农业生产者可望得到的一种价格,在一定程度上还起着保护消

费者利益的作用.该价格由欧共体理事会每年决定一次.

　　(２)门槛价格是对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进入欧盟市场的最低口岸价

格.如果进口价格低于门槛价格,就征收差价关税,以保护欧盟内部价

格.门槛价格由欧共体执委会每年估算一次,目的在于防止出现因大量

进口价格低廉的农产品而引起欧共体内部市场同类产品价格的下跌,进
而损害其农业生产者的利益.

　　(３)干预价格即保护价格,是生产者出售农产品可以得到的最低价

格,干预价格一般低于目标价格６％~９％.市场价格低于干预价格时,生
产者可以从欧盟设置在成员国的农产品干预中心得到差价补贴,也可以

干预价将农产品卖给干预中心.

　　目标价格和干预价格构成对共同体内部农产品的价格支持,门槛价

格则构成了对共同体农产品市场的外部保护.

　　总的来说,价格支持制度充分体现了欧盟农业保护主义思想,是对农

业生产的一种“输血”,而非“造血”.因此,价格支持政策一方面保护了本

地农业生产者利益和消费者利益;另一方面也为今后农业发展设置了屏

障,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减弱了欧盟农产品国际竞争

力.

(二)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的共同支持政策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CAP① 改革的背景相当复杂,既有内部的压力,也有

外部的压力.内部压力主要表现在,９０年代初期,农产品生产过剩,库存

累积及农业支出膨胀情况更为严重,农业补贴支出一度占欧共体财政预

算的２/３,致使欧盟财政负重不堪.同时,消费者无法忍受高价农产品,引
起消费者的不满.外部压力则主要是因长期实施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措

施,压低世界农产品价格,引发了国际间农产品贸易战,使国际农业贸易

纠纷频繁,导致农产品出口国的不满.这些内外压力迫使欧盟CAP进行

改革.１９９２年改革的主要内容为,在降低市场支持价格的同时,对农民采

①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TheCommonAgriculturalPolicy,简称CAP)始于１９６２年.



◆３０２　　 农业经济学


取与生产(按种植面积和牲畜头数)相关的直接补贴方式予以补偿,即所

谓的“蓝色”补贴措施,并将改革重点逐渐转向结构改善、农村发展和环境

保护上.例如,推进农业植树造林活动,采用更有利于环境的农业生产方

式,减少杀虫剂和化肥的使用,改进针对年逾５５岁农民的提前退休计划.

　　随着改革的推进,价格支持体系虽仍存于共同农业政策中,但其重要

性已大大减弱,而且欧盟对农业区的支持更注重对农民提供直接收入补

贴,而非价格支持.正是通过用直接收入补贴部分地取代价格支持,才使

所获得的补贴金额与产量之间的相关性减弱.通过这次改革,欧盟已将

共同农业政策预算成本的承担者由食品消费者转向纳税者,同时也意味

着支出透明度越来越高.但一些支持价格和新增补偿支付同时存在会使

共同农业政策的操作更为困难.
(三)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的共同农业政策

　　从２００５年起,欧盟削减对大农场的直接收入补贴,将削减的资金作

为促进农村发展的基金.欧盟根据农场以往获得补贴水平的不同,设计

了不同的削减办法:对于获得直接补贴额在５０００欧元以下的农场,可予

以免除补贴削减;对补贴额为５００１~５００００欧元的农场,２００７年补贴削

减幅度为直接补贴额的１％,以后逐年削减,直到２０１３年削减１２．５％;对
补贴额在５００００欧元以上的农民,２００７年削减幅度为直接补贴额的１％,
以后逐年削减,至２０１３年削减１９％.对获得直接补贴在５０００欧元以上

的农场,新方案平均下调的幅度是:２００５年为直接补贴额的３％,２００６年

为４％,２００７年以后为５％.据测算,此项措施出台后,欧盟每年可节省约

１２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为了保证农村的全面、持续发展,欧盟各成员国运

用这笔节省下来的资金,加大对道路、水利、土壤改良、土地平整等方面的

投入,改善农业发展条件,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的全面发展.

　　２００２年的新方案中更加强调环境、食品安全、动物福利、职业安全水

平等方面的标准.如实施“交叉承诺”,保护农村自然景观.目前,欧盟相

关规定中有１８项有关环境、食品质量、动植物卫生和动物福利,并设有维

持«良好的农业与环境条件的实施标准».将环境问题纳入共同市场组织

中加以考虑,其目的在于要求各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对自然的影响,减少

对自然的破坏.各成员国可根据本国的耕种面积或农业生产状况,采取

具体的环境保护措施,没有采取行动的成员国将受到相应的惩罚,对该成

员国的资助将被减少甚至取消.
(四)２０１３年以来的共同农业政策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６日,欧盟农业部长理事会正式通过了新一轮的欧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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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农业政策(CAP)改革.本次改革首次对CAP进行了全面回顾,保留

了市场支持与直接补贴、农村发展两个支柱(以下简称两个支柱),但其内

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两个支柱的联系大大加强.本次改革的许多创新举

措对欧盟农业未来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

　　１第一支柱的改革

　　(１)直接补贴.若不考虑两个支柱间的资金转换,直接补贴资金约占

CAP支出的７０％,主要用于稳定农民收入.改革后,直接补贴分为强制

直补和自愿直补.强制直补除整合了以前的直补(改革后称新基础直补)
外,新增了绿色直补和对青年农民的直补.自愿直补是新增内容,包括重

新分配直补、自然条件恶劣地区直补、挂钩直补和小农场直补.

　　(２)市场支持.保留了出口退税、学校牛奶和水果计划,调整了公共

干预和私人存储的产品,废除了糖酒奶产量限制,增加了支持生产者合作

和危机储备.总体来看,本次改革减少了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更加侧重于

对生产者的支持和危机应对.改革后,市场支持资金总额低于CAP支出

的５％.

　　２第二支柱的改革

　　农村发展在实现CAP的环境目标和应对气候目标中具有关键作用.
本次改革中,欧盟通过协调整合现有各种农村发展资源的方式,以促进农

村可持续增长和地区平衡发展,形成与欧盟共同渔业政策等其他政策相

协调的农村发展新政策框架.本次改革后,其资金约占 CAP的２５％(未
考虑两个支柱间的资金转换).欧盟要求成员国的农村发展项目必须优

先满足以下六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把知识转化为实用科技,鼓励农业、林
业和农村地区的创新;二是增强农场活力和竞争力,促进农场科技创新,
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发育,包括农产品加工和营

销、增进动物福利和强化农业风险管理;四是恢复、保护和强化与农业和

林业相关的生态系统;五是提升资源效率,支持农业、食品和林业的低碳

发展;六是促进社会包容,减少农村贫困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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