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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
奖励政策研究综述

　杨　春１　 　　朱增勇２　　孙小舒３

(１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２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

３山西农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太谷 ０３０８００)

摘要: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的实施将对中国草原生态保护、牧业生产、牧民生

活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政策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补奖对象与标准、
落实情况及问题、实施成效等方面对政策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研究结果显示,各地

积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补奖标准的测算方法在地区间差异明显,牧民对政

策的满意度相对较好,牧民参与政策意愿主要受政策实施对生活水平影响、对草原保

护的认知、牧业收入占比等因素影响.政策的实施,有利于天然草原生态恢复,促进

了牧业生产转型;多数研究认为,牧民政策转移性收入和占比均增加,也有研究认

为,禁牧区牧户收入下降.最后,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建议分区研究禁牧区、草畜

平衡区的实施情况;剥离其他因素的纯政策效应研究有待完善;牧业生产方式转型、
牧业总体生产效率等牧业生产效应及牧民就业、消费行为变化等研究有待深入;补奖

标准测算、草原监管机制、政策绩效考核评价等需要加强;需要开展融合乡村振兴、
牧区扶贫的政策合力研究.
关键词: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补奖对象;补奖标准;实施成效;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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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０５Ｇ２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效应

研究” (７１５０３２５１),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创新工程项目 (ASTIPＧ
IAEDＧ２０１９Ｇ０１),国家牧草产业技术体系专项 (CARSＧ３４Ｇ２２).

作者简介:杨春 (１９７９—),女,山西人,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畜牧业经济.

通信作者:朱增勇.

　　中共十八大提出了 “建设生态友好型社会”,中

共十九大提出了 “开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
国家对生态保护正逐步重视,生态安全已成为国家安

全的重要组成,也是维护生态平衡、构建和谐社会系

统的基础.目前,中国草地面积占国土陆地面积的比

例为４１７％,草地状况一方面影响了草原畜牧业的发

展,另一方面对保障全国生态环境建设发挥了重要作

用.但是,长期以来草原的生态功能价值一直未引起

人们的重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生态

环境的持续恶化,草原的生态功能才逐步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牧区转变牧业生产方式、增加牧民收入尤

为迫切.在此背景下,国家于２０１１年出台了草原生

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 (以下简称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

策),以保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牧区牧业发展和牧

民增收为出发点,涉及了内蒙古、新疆等１３个省

(自治区)的６３９个县,并包括了中国全部的２６８个牧

区、半牧区县,国家财政投入每年约为１５０亿元,政

策涉及草原面积为３２亿hm２,约占中国草原面积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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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以上,涉及牧户２８４万户.与此同时,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投入规模最大、
涉及面最广的一项新策,预计也将是长期实施的一项

保护草原生态最重要的政策措施.
国外实施生态补偿的背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二是为提高农民收入,
政府通过实施生态补偿,从而缩小城镇、农村居民

的收入差距;三是从均衡农产品供需的角度,通过

实施生态补偿,降低农业产出.国外对生态补偿的

研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生态补偿内涵的界定[１],
生态补偿的价值化研究[２Ｇ３],生态补偿机制研究[４Ｇ６],
生态补偿效果评价[５Ｇ６],生态畜牧业研究[７],生态补

偿监管机制研究[８Ｇ９].本文从补奖对象及标准、落实

情况与存在问题、实施成效等方面对中国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对现有研究进

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１　补奖对象和补奖标准

１１　补奖对象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补奖对象包括农牧户、
草原管护员、政策落实单位,其中主要是农牧户.
具体如下:一是承包草原并履行禁牧及草畜平衡义

务的农牧户.内蒙古杭锦旗界定补奖对象为承包草

原且权属清晰并履行禁牧或草畜平衡义务的牧民,
发放依据为已经承包到户的禁牧、草畜平衡草原面

积;针对草原权属存在纠纷和疑义的情况,要及时

组织有关部门进行解决,承包经营权清晰后再进行

补奖;草原承包经营权通过转让方式流转到企业以

及未承包到户的草原,不包含在补奖政策实施范围

内.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界定补助对象为

承包草原并履行禁牧义务的牧户.二是负责草原管

护工作的草原管护员.内蒙古规定优先在应 (往)
届大学毕业生、退伍军人、贫困户及嘎查村领导中

雇佣草原管护员.三是政策实施单位.内蒙古通过

安排草原生态补奖绩效评价奖励资金,对部分政策

落实到位、工作完成较好的单位给予奖励.

１２　补奖标准

总体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测算方法及

补贴标准各有不同.２０１１年,国家出台的草原生态

保护补奖政策提出禁牧补助标准为年均每公顷９０
元,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为年均每公顷２２５元,牧草

良种补贴标准为年均每公顷１５０元,牧业生产资料

补贴为每年每户５００元,另外还有草原管护员补贴、
绩效考核奖励等.２０１６年,中国在上轮５年政策基

础上,进一步出台 «新一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

政策实施指导意见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对补奖标准进行

了调整,禁牧补助标准为年均每公顷１１２５元,草

畜平衡奖励标准为年均每公顷３７５元,取消了牧业

生产资料补贴,绩效考核奖励方面,中央财政继续

安排每年的绩效奖励资金.各省 (自治区)可依据

国家标准,制定各地符合实际的具体标准.从现有

实施情况来看,各地补贴测算方法有所不同,主要

有差别化补助方式、人口补偿模式、面积补偿模式、
标准公顷折算、按人头发放等[１０Ｇ１１].禁牧补助标准、
草畜平衡奖励标准与国家标准有一定差异.受国家

落实补贴草地情况与实际勘察草地情况差异的影响,
禁牧补助标准有所变化,以山西省右玉县为例,政

策下达资金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草地统计数据为依据,
但具体在落实中,草地面积明显变化,实际禁牧补

贴标准为每年每公顷３３７５~４２７０元.按公顷补贴

的禁牧补助标准最高达到每年每公顷３００元 (甘肃

省玛曲县和天祝县),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最高达到每

年每公顷３５７８元 (天祝县)[１２].牧业生产资料补

贴标准基本与国家标准一致,基本按照每年每户

５００元进行发放[１２Ｇ１３].内蒙古牧户牧业生产资料补

贴为每年每户８００元,地方配套每年每户３００元.
牧草良种补贴标准基本与国家建议标准一致.新疆

的牧草良种补贴调整为连续种植５年,每公顷一次

性发放补助７５０元.内蒙古杭锦旗规定管护员工资

一般按每年每人２万~３万元发放,绩效评价奖励

资金各有不同,资金奖励主要用于草原生态保护建

设和草牧业发展.补偿标准存在水平偏低、标准差

距较大、未区分不同的草畜平衡标准、动态调整灵

活性不足等问题.

１３　其他配套补贴及相关措施

结合牧业转型、牧民转业,地方政府融合当地

其他政策,配套出台了良种补贴、养老补助、就业

补助等,提高牧业机具购置补贴比例.内蒙古配套

地方资金,对购置优质羊每只补贴８００元,对于良

种肉牛冻精每年每头补贴１０元,基础母牛补贴每头

５０元;牧业机具购置补贴由国家财政补贴的３０％提

高到５０％.针对禁牧区牧业转型后牧民就业转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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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内蒙古锡林浩特市、阿左旗、锡林郭勒盟等

地探索了养老补助、助学补助、创业补助、转移就

业岗位补助等,养老补助标准为６０周岁以上的牧民

每人每月３００元;助学补助为禁牧区高等院校在校

生每人每学期３０００元;对有创业需求、参加经济

组织的牧民给予创业补助———每年３６００元的贷款

贴息补助;对牧民不再从事牧业且向二三产业就业

岗位转移的每月补助３００元.对于拥有大规模草场

的牧区,为防止补奖资金过渡集中而形成收入差异

悬殊,补奖资金落实中还制定了全额保底、部分保

底、不保底、保底封顶等配套措施[１０,１４].另外,对

２０１２年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理想补奖标准研究显

示,禁牧补助为每年每公顷２７０元,草畜平衡奖励

为每年每公顷１３５元[１４].
补奖对象为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补奖标准为政

策落实的依据,两者在政策实施中非常关键.从现

有研究来看,各地均结合政策制定出发点,确定了

农牧户、草原管护员、政策落实单位３个主体,补

贴测算方法地区差异明显.目前补奖标准的测算方

法较多,草原确权明确到户的区域,基本以牧户自

有草场为依据补贴,而在有些区域草场为集体所有,
每人的补贴标准是一致的.补奖标准到底以什么样

的方法进行测算更为科学,还有待深入研究,本研

究认为还是要以牧户放弃或减少草场放牧导致的经

济效益减少值为补贴的最低标准,这样有助于带动

牧户更好地执行补奖政策.
表１　补奖对象与补奖标准

补奖对象 农牧户、草原管护员、政策落实单位

补贴测算方法 　差别化补助方式、人口补偿模式、面积补偿模式、标准亩折算、按人头发放等

补贴标准

禁牧补贴

(每公顷)
　２０１１年,平均每年补贴９０元,２０１６年调整为１１２５元.山西省右玉县补贴标准为每年３３７５~４２７５元;
甘肃省玛曲县和天祝县补助标准最高达到每年３００元

草畜平衡奖励

(每公顷) 　２０１１年,年均补贴２２５元,２０１６年调整为３７５元

牧草良种补贴 　年均每公顷补贴１５０元;新疆的牧草良种补贴调整为连续种植５年,每公顷一次性发放补助７５０元

牧业生产

资料补贴

　２０１１年,每年每户补贴５００元,２０１６年取消此项补贴;内蒙古牧业生产资料补贴为每户８００元,地方配套

每户３００元

配套补贴

良种补贴
　内蒙古配套地方资金,对牧民购置优质羊每只补贴８００元,采用良种肉牛冻精每年每头补贴１０元,牧户

养殖良种基础肉牛每头母牛补贴５０元

养老补助 　养老补助标准为６０周岁以上的牧民每人每月３００元

助学补助 　禁牧区高等院校在校生每人每学期３０００元

创业补助 　每年３６００元的贷款贴息补助

转移就业

岗位补助
对牧民不再从事牧业转向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每月补助３００元

其他 　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理想补奖标准,禁牧补助为每年每公顷２７０元,草畜平衡奖励为每年每公顷１３５元

　　注:养老补助、助学补助、创业补助、转移就业岗位补助为融合当地其他政策出台的补助政策.

２　落实情况及存在问题

２１　落实情况

２０１７年,中央财政安排草原补奖资金１８７６亿

元.其中,草原禁牧补助９０５亿元,禁牧面积０８０
亿hm２;草畜平衡奖励６５１亿元,面积１７４亿hm２;
绩效考核奖励资金近３２亿元.禁牧和草畜平衡任务

如期完成,补奖资金已发放到草场牧户.各省 (自治

区)通过开展人工草地、牲畜棚圈、贮草棚等基础设

施建设,加速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推广划区轮牧和适

度规模标准化养殖,不断推动传统草原畜牧业转型升

级,有力地促进了草原生态环境恢复和牧民增收.相

关研究显示,各级部门积极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

策,补奖资金普遍由财政兑付到农户 “一卡通”账

户.在落实过程中重点开展的工作主要有核实草原承

包情况、发放补助、开展草原生态管护等.

２２　存在问题

２２１　草场确权承包不完善,经营管理不足

一些区域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补助资金仍然

依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草场承包基数发放,存在草

场确权不明晰,人、户草场占有面积不均衡,牧户

逐户核实难度大、牧户档案信息不全等问题,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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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落实.与此同时,农牧户对草场的科学管理

认识不足,只注重草场利用,而对于草场补播、施

肥等管理较少;另外存在畜多草场少、畜少草场多、
闲置草场等载畜失衡问题,影响草场的高效利用.

２２２　补偿标准偏低,生产性资料补贴难以平衡大

小户

相关研究认为禁牧补助、草畜平衡奖励的补贴

标准单一,难以体现不同草地区域生态功能的差

异[１５Ｇ１６];补偿标准偏低,不足以弥补农牧户的相关

损失,影响农牧户对政策的配合[１３,１５,１７].同时,人

均草场面积小的牧户,补奖资金少;而人均草场面

积大的牧户,补奖资金多.由于生产性资料补贴以

户为单位进行发放,但是农牧户养殖规模有大有小,
发放依据存在大小牧户不均衡的问题.

２２３　牧区生产基础设施落后,放牧转舍饲配套技

术缺乏

受资金的制约,部分区域存在草原保护建设不

足,水利、交通、草原防灾减灾等基础设施落后的

问题[１３].政策实施下,农牧民发展舍饲圈养面临圈

舍、饲草、机械、技术等突出问题.禁牧区实施禁

牧后,主要以舍饲为主,存在圈舍成本高、饲草难

以解决、机械购置费用高等问题,急需提升舍饲圈

养技术、人工种草技术等[１４].

２２４　牧民转产转业难,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

政策实施后,尤其是对于禁牧区,通过禁牧政

策,放牧转为舍饲圈养,牧户牧业劳动时间相对较

少,闲暇时间明显增加,但是受牧民普遍文化程度

低、少数民族牧户语言交流困难、就业渠道窄等影

响,牧区存在劳动力闲置、牧民转产转业问题突出、
增收渠道单一等问题[１７Ｇ１８].政策实施区保障机制不

健全,教育、医疗等资源投入不足,影响了牧民参

与政策的积极性.

２２５　草场管护机制不完善,监管难度大

政策实施后,将逐步加大草场管护,但管护过

程中仍存在机构不健全、工人工资偏低、监管力量

薄弱、管护任务重、执法手段落后、经费不足等突

出问题,对草场的监管仍不足,需要不断完善草场

管护机制[１７].
目前来看,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落实情况总体较

好,基本按项目计划开展了各项工作,值得注意的

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仍

需要高度关注,尤其是草场确权、补贴标准偏低、
牧业生产方式转型难、牧民增收渠道窄、草场管护

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本研究认为需要结合禁牧、
草畜平衡的不同区域开展专门的研究,不同区域面

临的突出问题存在差异,禁牧区域草场生态更为脆

弱并且牧业转型任务更重,草畜平衡区草场生态相

对较好并且牧业转型相对较易.

３　实施成效

国外对生态政策效果的评价主要从宏观和微观

两方面展开.宏观方面,依托国际组织或合作项目,
构建以全球、国家、区域为单位的生态环境监测评

价 体 系. 例 如, 美 国 的 动 态 生 态 研 究 平 台

(LTERN)、英国的环境变化研究平台 (ECN)、联

合国的全球环境监测站等.通过监测数据分析,掌

握生态治理前后生态环境的变化,对生态治理绩效

进行评估.通过构建生态环境评价模型,采用 “３S”
技术,对生态补偿的生物多样性、景观等方面进行

评价[１９].微观方面,运用环境价值测算法,评估退

耕还林政策产生的效应[１９].社会经济效果的评价,
通过分析环境和社会等多元目标间的交易成本,实

现对环境改善和农村发展协调共赢的能力分析,及

生态补偿对消除贫困的贡献能力评价[２０Ｇ２１],采用成

本效益变动分析政策作用对象的利润变动及生产行

为选择变化[２０].补偿效率评价,通过分析生产补偿

对土地利用方式变动的影响,进而分析由此形成的

生产行为变化和生态环境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运用

动态基准线评价生产补偿的差异性,同时对生态补

偿的资金利用情况和产生的负面效应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估[１９].另外,还有从理论方面的分析[２１].构建

农户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政策对农户经济行

为、农业产出、农民收入的影响[２２];运用数学规划

模型 (PMP),实证分析政策实施的效果[２３].

３１　对草原生态的影响

对草原生态影响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量分

析法、对比分析法、构建草原生物学模型[２４]、个别

访谈法、问卷调查法、指标评价 (草群高度、盖度、
产草量、物种数、土壤容重、土壤pH、土壤有机质

和土壤全氮含量)[１７]、Logit回归模型评价生态补偿

的生态绩效[１１]、草畜平衡区和禁牧区的载畜量情

况、运用遥感判读和植被指数测量草群高度、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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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产草量等[１７].

３１１　天然草原生态有所恢复

甘肃省酒泉市在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后,
天然草地盖度、高度、种数等明显提高.甘肃省肃

南县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后,项目区草地

牧草高度增加了６~１３cm,盖度提高了１１％~２７％,
优质牧草比例上升[２５].内蒙古赤峰市实施补奖政策

后,不仅草地高度、盖度增加,土壤有机质含量、

pH 等明显改善[１７].新疆天然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在

政策实施后增加了４个百分点,家庭人均草场经营

面积正向影响牧户草畜平衡状况[２４].

３１２　天然草场生产力有所提升

甘肃省肃南县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区草

地牧草单产比实施前提升了３４５kg/hm２[１１],草地生

产力有效提高.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后,

２０１２年,锡林郭勒盟、呼伦贝尔天然草原牧草产量

分别增加了２８０５％、２７１４％.

３１３　减轻草场环境承载负荷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以来,草场减畜逐

步跟进,超载率有所下降.新疆牧区天然草原的牲

畜超载率由２０１２年的２４％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９％,
减少了５个百分点.全国重点天然草原平均牲畜超

载率由政策实施前２０１０年的３００％下降到政策实施

后的１５２％,减少了１４８个百分点[１１].

３２　对牧业生产的影响

对牧业生产的影响分析,主要运用了模糊综合

评价法 (所选取的指标既包括家庭收入、住房面积

等定量指标,也包括畜牧业基础设施建设变化、畜

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等定性指标)[１８]、文献分析法、
个别访谈法、问卷调查法[２６]、指标对比分析法、分

组分析法、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 (PRA).

３２１　促进牧区牧业转型升级发展,专业化、规模

化水平逐步提升

赵永珍和内蒙古自治区草原监督管理局相关研

究认为政策进一步调整了牧区产业结构,牧区畜牧

业产业链逐步延伸,加工企业明显增加,经营方式

多样化发展,牧业生产方式改变传统粗放生产方式

为集 约 化,牧 区 现 代、生 态 畜 牧 业 发 展 逐 步 重

视[２５].徐馨琦认为政策推进了当地畜禽良种化发

展,人工种草明显增加,草原畜牧业发展逐步走可

持续道路[２６].郭彦玮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研究

了新疆南疆三地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牧

区牧业生产变动情况,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明显推

进了当地畜牧业转型升级发展,并增加了农牧民收

入[２７].白永利相关研究显示,伴随草原生态保护补奖

政策的实施,牧区牧业养殖方式逐步由放牧向舍饲转

变,畜禽周转明显加快,短期育肥出栏明显增加,畜

牧业规模化水平明显提升,并探索了草原农牧业合作

社等新型经营模式.杨春相关研究认为,云南在实施

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后,畜牧业生产经营模式呈现

多样化态势,畜牧业专业化分工明显,逐步形成 “牧
区扩繁、农区育肥”区域化生产格局,生产方式正逐

步转变,与２０００年相比,２０１１年云南肉牛、肉羊养

殖规模化水平分别增加了３个百分点、６个百分点.
张浩分析显示,政策对于当地牧业转型具有促进作

用,随着从事第三产业农牧户数的增加,推进了牧区

草场流转,促进了牧业规模化发展.

３２２　牧区面临减畜任务,但短期来看牧业产出基

本稳定

政策实施下,牧区面临非常大的减畜任务,但

是随着牛羊养殖周期缩短、周转加快、舍饲养殖下

出栏活重增加,以及短期集中出栏,短期来看牧业

产出基本稳定.王海春等[２８]通过对牧户生产行为的

实证研究,得出政策实施对内蒙古牧户的减畜行为

具有明显的正效应.与此同时,由于不同牧户间存

在差异,减畜行为也有一定不同.陈新通过对新疆

实施政策的分析,得到新疆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年核减转

移牲畜达７０９０４万羊单位,２０１３年新疆核减转移

牲畜１６１１４万羊单位.包宗武对内蒙古赤峰实施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实施后,
禁 牧 区、 草 畜 平 衡 区 减 畜 量 分 别 达 到 ６０％、

４０％[１７].杨春等对比分析了政策实施前后中国牧

区、半牧区牧业产出情况,相关结果显示,在政策

实施后,中国牧区、半牧区县的牛肉产量相对基本

稳定,与此同时,羊肉产量、奶产量均有不同程度

的增加[２９].

３２３　牧区牧业生产技术需求增加,牧区急需发展

人工饲草基地建设

伴随着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牧区牧

业转型发展,牧区牧业圈舍养殖技术、人工饲草种植

技术等需求明显增加.与此同时,牧区急需发展人工

饲草基地建设.花蕊、金花通过相关研究认为,在草

—８—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19郾11（总 487）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实施下,由于禁牧、草畜平衡

等政策的实施,牧业改变了传统的以天然草场为主的

格局,饲草需求明显增加,解决饲草供应仍是一个关

键问题.尤其是在全面禁牧的区域,饲草不能再来源

于草场,需要农牧户外购或发展饲草基地,牧区牧业

生产的最优规模主要取决于草场牧草产量.

３３　对牧民生活的影响

对牧民生活的影响分析,主要运用问卷调查法、
模糊综合评价法[１８]、定性分析法、指标对比分析

法、分组分析法[２９]、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构建

Logistic模型分析牧民对生产性补贴政策满意度[３０]、
定量分析牧户家庭的收支结构及其变化[１３]等.

３３１　多数研究认为,农牧民收入有所增加,尤其

是政策转移性收入和占比均有所增加

肃南县通过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农牧

民人均受益６０００多元[２６];内蒙古每年落实草原生

态保护补奖资金３５９３ 亿元,农牧户户均增收约

２１６１元.２０１２年,全国２６８个牧区、半牧区县农牧

民收入为５９２４元,比政策实施前增长３１８％,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性收入约为７００元,占农牧民

增加收入的５０％,占农牧民人均纯收入的１２％左

右.２０１３年,内蒙古四子王旗牧民经营性收入为１９
３３３元,比 草 原 生 态 保 护 补 奖 政 策 实 施 前 增 长

１０５４％,其中转移性收入为５９７元,比补奖政策实

施前增长７７７９％,转移性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草

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的补贴资金;２０１３年,草畜平

衡区牧民人均政策性收入约为４１９４８１元,与２０１２
年相比,增 加 了 １４３％ (５２４８２ 元),占 比 约 为

６５７％.也有相关研究认为,政策实施使得牧户收

入下降.对内蒙古阿拉善盟左旗的研究结果显示,
禁牧补贴资金远远难以弥补减畜带来的牧业损失.

３３２　农牧民从事二三产业的人数比例有所增加,
资金支出结构有所变化

一些农牧民逐步从以前的以单纯放牧为主转变

到个体经营、打工等,但有些年龄大的农牧户面临

难以找到工作的问题[３１].资金支出方面,相关研究

认为,政策实施后,纯牧型家庭的生活支出比例下

降,子女上学、医疗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支出比例有

一定的增加.

４　其他相关研究

其他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政策满意度分析、政

策评价指标设计、资金分配模式、补偿关系的主体

及其权利义务内涵、交易成本测量、参与意愿分析

等.对政策满意度分析结果显示,补奖政策满意度

与牧民实际家庭收入影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如

果实际收入影响正向越大,政策满意度越高[１１].牧

民对政策的满意度介于一般满意和满意之间,处于

中等偏上水平.牧民对草畜平衡奖励政策持一般满

意的态度,牧民的满意度评价受牧民文化水平、牧

户草场面积及草场生态情况、草场管护情况、领取

补奖资金方便程度等影响[３２].对政策有一定了解的

农牧户占５０％左右,获得政策奖励的农牧户占比相

对较低,享受政策奖励的农牧户对政策的满意度评价

较高[３３].政策评价指标体系重点从生态效益、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３个方面设计了１２个评价指标[３４].对

资金分配模式的研究结果显示,以面积作为分配补偿

资金依据,并结合草场利用情况的模式,更有助于实

现草原生态保护[３５].明确界定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

的主客体,厘清补偿方及受补偿方,关系到政策的顺

利实施[３６].针对牧区、半牧区,分析肉牛养殖生产率

变动情况及收敛性[３７].政策实施过程中,受区域间差

异的影响,内生交易成本有所不同.农牧民对政策能

否提高生活水平的期望、农牧民是否有打工经历、对

草原退化的认识程度、牧业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等因

素是农牧民参与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
从现有研究来看,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落实

成效总体较好,且多数研究从草原生态、牧业生产、
牧民增收３个方面展开,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的研

究均缺少专门针对政策实施区的对比研究,现有研

究的成效可能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后续需要关

注纯政策的成效研究.与此同时,受样本量、调研

区域的影响,对农牧民增收的效应存在相反的观点,
需要针对禁牧区、草畜平衡区开展专门研究.另外,
对农牧民消费行为、就业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５　研究展望

(１)分区研究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实施情况

等.目前现有研究主要是针对某个区域的研究,而

重点区分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由于草原生态基础情况不同,禁牧区、草畜平衡区

的补助标准、草原生态保护要求、对牧业生产的影

响均有所不同.尤其是现有研究对牧民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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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显差异,也是受到政策实施区域不同的影响.
因此,分别选择禁牧区、草畜平衡区的典型区域,
开展针对不同政策实施区域的研究,对掌握政策实

施情况及成效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２)剥离其他因素的纯政策效应研究有待完善.

现有对政策效应的研究中,存在相关效应并非完全

由政策引起,也有可能有其他因素的作用.例如,
对生态的影响中,有些区域退牧还草、草原生态保

护补奖政策同时实施,而影响主要基于全国草原监

测报告及地方草原监测报告的分析;牧业生产的影

响中,也包括了其他政策、市场、价格等对牧业的

间接影响;牧民收入影响中,通货膨胀因素、价格

变动因素同样存在.建议借鉴国际生态环境监测评

价体系,加大政策实施的草原生态环境监测研究.
借鉴美国的动态生态研究平台 (LTERN)、英国的

环境变化研究平台 (ECN)、联合国的全球环境监测

站的相关研究方法,以及环境价值测算法等,加大

政策实施的生态效应监测,真正监测单纯本项政策

实施的生态效应.对牧业生产、牧民收入的研究中,
建议运用双重差分模型 (DID 模型)对比政策实施

区和非政策实施区,政策实施前后及非政策实施前

后的变化,但是面临的难题是非政策实施区相对较

为难找,目前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涉及了全国

８０％的草原,还有２０％的草原未涉及;同时可通过

构建农户模型进行线性规划实证分析.
(３)牧业生产效应、牧民就业及消费行为变化的

研究有待深入.政策实施后,牧区牧业生产发生明显

变化,对牧区牧业生产转型的研究需深入,包括生产

方式、生产成本收益、生产技术和效率、牲畜周转、
牲畜结构、牧业产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等.建

议运用指标评价法,分析牧业生产方式转型研究;构

建农户模型,分析政策实施对牧业生产的效应;运用

CＧD生产函数、Malmquist指数等对比分析政策实施

前后牧业总体生产效率变化.补奖政策实施后,尤其

是对于禁牧区,牧民面临就业的选择,特别是对于年

龄大、语言交流困难的牧民,牧民的就业出路及就业

培训等完善机制有待研究.政策实施后,牧民生活相

应发生一定变化,开展牧民消费行为研究尤为重要,
包括消费支出变化等.

(４)补贴标准测算、草原监管机制、政策绩效

考核评价等需要加强.现有补贴标准仍存在部分区

域牧户并不满意的情况,建议后续加大补贴标准测

算,用科学的方法测算合理的补贴.草原生态保护

补奖政策实施后,草原生态保护的任务加重,草原

监管机制需要逐步加强.与此同时,各地出台了政

策绩效考核评价指标等,但仍需要逐步完善.建议

借鉴国外[８Ｇ９]相关研究完善生态补偿监管机制研究.
(５)需要开展融合乡村振兴、牧区扶贫的政策

合力研究.近年来,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加大精

准扶贫,牧区脱贫任务艰巨,与此同时,多数牧区

正在探索精准扶贫模式出路等.而草原生态保护补

奖政策的出发点是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牧业转型发

展,建议开展结合乡村振兴、牧区扶贫的相关研究.
另外,关于草原生态评价、草原承包经营权确权、
牧区牧业转型发展路径、草原保护与牧业发展协调

机制等研究都需要进一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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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用植物油市场的
“劣币逐良币”

———以油菜产业为例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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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２０１５年,国家对油菜籽的临储政策取消之后,中国油菜产业发展形势向下,中

国西南地区的油菜产业发展势头却丝毫未减,此种 “西南现象”得益于小型榨油作坊

对菜籽油价格的稳定功能,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对食用植物油市场的扭曲,保障了

产业链中利益的合理分配.为探索中国农业生产中由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农产品市场

扭曲问题,本文以油菜产业为例,基于消费者对菜籽油购买行为的视角,通过深入剖

析油菜籽生产者、加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博弈关系,尝试为破解当前油菜发展困境

寻找可行路径.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对称对食用油的 “逆向选择”,引发加工者生产劣

质油的 “道德风险”,劣质食用植物油打破了油菜产业链中的利益分配机制.基于以

上分析,本文建议,要加强对油料加工行业的管理,规范油料产品特征标识制度,积

极宣传食用植物油营养知识,引导消费者科学合理食用植物油,从而完善油菜以及油

料产业市场的利益分配机制,建立起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油料产业发展模式.
关键词:油菜产业;博弈;逆向选择;利益分配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２

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当下的社会主要矛

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意味着,发

展高质量农业,将是中央对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重

要战略定位.一般情况下,农产品具有较强的同质

性,但是,也有部分农产品需通过进一步加工才能

食用,从而表现出产品的差异性,如食用植物油因

加工工艺的不同,导致食用油品质的良莠不齐,价

格也因此会参差不齐.近些年来,中国食用油安全

问题频发,媒体频频爆出的 “地沟油”事件,令广

大消费者心生忌惮,“地沟油”和劣质 “勾兑油”大

肆横行市场并不鲜见,严重威胁着公众消费安全,
并且这些劣质油也开始逐步挤占优质食用植物油市

场,若长此以往,势必导致 “劣币逐良币”,将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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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整个油料市场造成不可估量的冲击.
优质的菜籽油之所以会遭受劣质油挤压,主要

原因在于消费者受限于其有限的辨别能力,在选择

食用植物油方面具有较大的盲目性.此外,消费市

场中不少企业极力宣传的 “１∶１∶１”调和油,虽然

广受消费者欢迎,但这种比例是否具有科学性仍有

待商榷,而且既有研究表明,脂肪酸是油脂的主要

成分,油脂质量优劣主要由脂肪酸含量决定,油脂

脂肪酸的好坏则主要取决于其碳氢链饱和与否[１].
调和油中 “１∶１∶１”的具体比例成分,在产品中并

未明确标识,消费者受认知限制以及企业宣传的误

导,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一面.国家对于生产劣质油

的违法行为监管难度较大,对部分产品虚假标识行

为监管不力.统计资料显示,２０１０年国内平均消耗

动植物油总量２２５０万t,与食用油统计供给量存在

１０％的差值,即约有２００万~３００万t的食用油来源

不明[２],这些来源不明的油脂多为回收餐饮业的泔

水油脂,在经过简单处理之后,重新返回餐桌,即

“地沟油”,或为其他种类油脂 “勾兑”而成;从事

“地沟油”生产,利润率在６００％左右[３],在高额利

润刺激之下,“地沟油”以及伪劣 “勾兑油”可谓屡

禁不止,与其说是道德或者法律的约束问题,更深

层次原因仍是经济问题.总之,信息的不对称,消

费者对信息掌握不全,其需求在市场中传递不通畅,
导致市场失灵以及市场扭曲,给保障 “餐桌上的安

全”带来巨大威胁.
油菜作为中国的第一大油料作物,在中国食用

植物油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２０１５年５月政府

决定取消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随后,油菜籽价格

迅速跌破种植成本,使长期存在的国内外油菜籽价

格 “倒挂”现象更为突出,大量进口油菜籽涌入国

内市场,冲击着国内油菜产业发展,国内油菜产业

发展迅速跌入低谷.可就在油菜产业发展遭遇 “寒
冬”之际,中国西南地区 (四川、重庆、贵州)油

菜籽价格却表现十分平稳,产业发展毫无消减之势.
笔者通过深入西南地区调研发现,在多数油菜主产

省份的油料加工企业几近停产甚至破产之际,西南

地区的小型榨油作坊 (以下统称 “小榨”)发展势

头却十分迅猛,此类 “小榨”菜籽油的价格几乎是

其他菜籽油价格的１５倍,且销路甚好.菜籽油价

格稳定是油菜籽价格稳定的有力保障,这在一定程

度上解释了西南地区油菜籽价格未出现下跌的原因.
我们将西南地区油菜产业发展现象称为 “西南现

象”,这种 “西南现象”背后经济学机理是什么? 这

一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如何解决中国油料产业面临的问题,不少学者

对比进行了大量的探索,赵丽佳指出[４],应从种植

生产环节入手,提高油料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油

料加工环节提高本土企业的竞争力,陈新华等[５]认

为实施必要的贸易救济策略,通过设置一些技术壁

垒来缓解来自国际贸易方面的冲击,王汉中和殷

艳[６]针对中国油料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基于生产层

面系统性地提出了 “三高五化”的发展策略,王瑞

元[７]指出中国油脂行业经历了生产成本不断加大、
产品价格低迷、经济效益不佳等考验,中小油脂加

工企业同样面临着融资难、融资贵、经营困难等问

题.以上文献较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油料产业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发展策略,
但对中国食用植物油的分析,多停留在生产和贸易

层面,较少从消费层面展开讨论,事实上,消费者

需求是决定产业发展的关键.“小榨”油之所以能够

具备稳定油菜产业的作用,主要是源于旺盛的消费

需求对产业价值潜力的挖掘作用,因此,有必要从

消费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油料产业的发展问题,事

实也表明,这种 “西南现象”在中国其他油菜主产

区也广泛存在,那么这能否成为中国油菜产业发展

的新出路,本文试图探寻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以期

为促进中国油料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一定借鉴与支撑.

２　油菜产业经营主体的行为分析

需求是决定价格的关键因素,市场当中的 “小
榨”油之所以能卖出较高的价格,主要得益于其市

场需求的特殊性,“小榨”油独特的浓香味深受消费

者喜爱,此外,由于其消费群体也多为本地居民,
开放式作业具有的较高透明度,提高了产品质量可

信度,增强了被监督的可能性.对比 “小榨”和大

型油企的菜籽油,它们之间主要的区别是消费者对

产品信息掌握程度上的差异,正因如此,本文将以

信息不对称为研究理论起点,以油菜生产中的利益

分配为研究视角切入点,深入剖析油菜产业链中各

主体的利益协调机制.近年来,人们对食品安全问

题尤为关注,可事实上,优秀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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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问题突出,这种由供需矛盾引发的市场扭曲,威

胁着油菜产业市场健康有序发展,解决有效供给不

足是破解这一问题的关键.生产供给受市场需求的

约束,而市场需求对供给的影响是通过价格机制进

行传导的,因此,完善价格传导机制十分重要,健

康合理的价格机制,能够使生产者以及加工者均受

益.基于此,本文主张通过构建 “成本共担,利益

共享”机制,解决食用植物油市场失灵的问题,并

协调好消费者、加工者以及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分配,
从而促进生产、加工以及消费层面的良性循环,实

现食用植物油的优质优价.

２１　消费者行为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将完全竞争市场视为一种最优的

产业组织形式,这是由于当市场处在完全竞争条件

下,生产者会在最优生产规模点组织生产.按照经

济学解释,完全竞争市场具备以下几点特征:市场

中存在大量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生产者可自由进入

及退出市场,且产品属性基本相似,因此绝大多数

农产品市场属于完全竞争市场.
油菜籽加工后的主要产品是菜籽油,菜籽油市

场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众多,但由于菜籽油是一种加

工后得到的农产品,可能会由于在加工工艺和方法

上存在差异,导致产品并非完全同质,菜籽油市场

属于非完全竞争市场.消费者对菜籽油的需求也存

在差异,这主要受消费者口味偏好以及消费习惯影

响.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大中型城

市汇集了各区域人口,城市人群的植物油消费结构

呈现多元化特征,随着农产品流通市场更加自由化,
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在区域之间的差异也随之在不

断缩小,居民食用油的消费不再仅限于传统习惯,
菜籽油的消费人群也更加多样化,所以菜籽油的消

费群体同样具有广泛性.所有食用植物油包括菜籽

油在内,依其表面特征难以辨别其质量优劣,以致

消费者常处于信息不对称的一面,因此在选择食用

植物油时,也只能进行 “有限理性”的决策.
“经济人理性”假设是我们研究市场主体决策问

题的基本假设,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决策目的是实现

效用最大化.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的消费选择性较

广,收入水平决定消费层次,消费者只能根据其消

费水平,选择价格合适且品质相对较好的食用油,
最优的决策是让每一单位的支出尽可能实现大的效

用.但实际交易结果则是,多数消费者以低成本购

买品质较差的食用油,所购买的产品 “性价比”极

低,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意愿相违背,市场的有效

供给只是迎合了消费者价格低的期望,但并不符合

消费者优质的期望.
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

相当一部分的食用油实际购买者并非直接消费者,
如在餐饮业中.近几年城市餐饮业迅速发展,外出

就餐是人们日常饮食的一种普遍行为选择,２０１６年

国内餐饮收入超过３５万亿元,餐饮业的食用油消

耗总量占整个食用油消费总量的比例呈逐年上升趋

势,餐饮业监管存有较大 “盲区”,容易引发相关经

营者的 “道德风险”.餐饮业经营者在选择食用油

时,为了降低其经营成本,会选择价格相对低廉的

食用油,甚至使用地沟油以次充好,完全不顾食用

油的营养价值和公众危害,如近些年国内屡次发生

“地沟油”事件,不仅危害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而

且也扰乱了食用油市场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多数

消费者对食用植物油营养价值认知水平有限,普通

消费者选择行为多受传统消费习惯或广告宣传的影

响,对如何科学食用植物油的知识缺乏科学认知,
因此,消费者难以辨别食用植物油质量优劣.所以,
在以上两种因素的长期作用之下,消费者在选择食

用植物油时会出现 “逆向选择”,食用植物油市场则

表现为 “劣币驱逐良币”,市场中食用植物油供给与

需求的质量会同步下降.

２２　加工者行为分析

加工者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信息对接的桥梁.
食用植物油质量受加工工艺以及加工设备的影响较

大,加工环节则是决定菜籽油品的质重要环节之一,

目前,菜籽油加工分为冷榨和热榨两种方式①.研

究表明[８],不同工艺对菜籽油挥发性风味成分影响

显著,其中,经高温蒸炒、压榨获得的预榨毛油中

油脂氧化产物及硫甙降解物的种类和数量明显高于

浸出毛油、冷榨菜籽油、一级压榨油,而使菜籽油

风味口感有所不同.中国油料加工企业按规模大小,
可划分为两类:大中型油料加工企业和 “小榨”.大

中型油料加工企业规模较大,一般采取冷榨的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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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冷榨是指通过螺旋挤压机或者液压机榨取植物油脂,热榨

是指油料经过炒锅炒熟之后再榨取植物油脂.



工艺,此类企业多数拥有自身品牌,加工能力较强,
一般通过收购油菜籽进行加工、分包销售,在销售

模式上,采取与超市 “对接”的方式进行批发销售,
虽然销售量较大,但存在固定成本过高以及产能过

剩的问题,加工利润仍不理想,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国

内油厂平均开机率仅有１７１％,加工产能存在严重

过剩;国内大中型油料加工企业直面国际市场竞争

压力,油菜籽原材料成本远高于国外,成本劣势十

分突出,导致国内油料加工企业亏损严重,２０１５年

至２０１７年３月的平均压榨利润为每吨－５０４１元,
不少大型油料加工企业濒临破产或被迫转型.而另

一类加工企业,则是分布于各地农村的 “小榨”,自

２０１５年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取消之后,全国绝大部

分地区的油菜籽价格明显下跌,均价在２０元/斤

(１斤＝５００g)以下,部分地区跌至１６元/斤,但

在西南地区存在 “小榨”的区域油菜籽价格并未出

现下跌,油菜籽价格十分平稳,价格始终保持在

２２元/斤以上.
笔者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小榨”加工流程透明

度相对较高,所采用的原材料也多为本地供应,加

工区域为当地附近村落或所在乡镇,菜籽油在本地

销路相对较好,“小榨”通常在油料作物收获季节集

中压榨,“小榨”的工作人员主要为家庭成员,在压

榨繁忙期时,通过临时雇工来弥补人员不足,大多

数经营者为兼业行为,在集中压榨期之外从事其他

农业生产或非农工作,灵活机动的经营方式相对于

大型加工企业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 “小榨”的经

营规模虽然不大,但在集中加工期间,同样可实现

规模化经营,平均经营成本明显低于大型油料加工

企业.当然, “小榨”也存在诸多不足,如在质量

安全管理方面就显得相对薄弱,部分 “小榨”企业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落后,出油率偏低,急需改造

升级.
消费者对 “小榨”菜籽油较高的市场认可度是

其核心竞争力之所在,以加工储备为主营业务的精

炼菜籽油企业转型 “小榨”,或许是普通油企危中求

存的一条可行之路.虽然目前市面流通的食用植物

油品种较多,但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

以辨别产品的好坏,在选择食用油时,大多只是一

种有限理性,消费者相对扭曲的需求变化将引致市

场供给的变化,消费者对菜籽油的 “逆向选择”,引

发油料加工者的 “道德风险”.表面看似实现了油料

加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并未实现

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若长此以往势必将导致市场严

重扭曲,而 “小榨”的存在解决了市场中信息不对

称的问题让消费者能够以 “优价”购买到优质的菜

籽油,使生产者、加工者以及消费者均能受益,这

才是油菜产业发展长久之计.

２３　生产者行为分析

２０１５年,国家取消了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意

味着农户层面的油菜籽价格保护政策不再实施,随

后油菜籽市场价格迅速下跌,油菜种植比较效益严

重下滑甚至濒临亏损,对油菜产业形成巨大冲击.
微观层面上,严重挫伤了油菜种植农户的积极性;
中观层面上,导致了加工流通停滞、种质资源储备

减少与研发萎缩等严峻形势;宏观层面上,全国油

菜播种面积大幅缩减、进口量激增,油菜产业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
种植成本高以及价格低是中国油菜产业面临的

主要困境,也是中国多数农产品的 “通病”,这与

中国所选择的经营模式密切相关.１９７８年以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经营形式,
大量研究表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激励

机制变 化,使 农 业 产 出 和 生 产 力 获 得 了 巨 大 增

长[９Ｇ１１],但家庭经营模式限制了经营规模的扩大,
过高的生产成本对中国农业现代化形成了较大约

束.蔡昉和王美艳[１２]指出由于土地经营规模的制

约,农业出现了资本报酬递减,土地细碎化降低了

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进而提高了农产品的生

产成本[１３Ｇ１４].
国内油菜籽生产成本要明显高于国外,考虑到

加拿大是中国油菜籽进口的主要来源国,因此以加

拿大为例进行对比.２０１４年加拿大油菜籽生产成本

为３７０６７元/亩 (１亩＝１/１５hm２),同期中国油菜

籽生产成本高达８７１７５元/亩,中国油菜籽生产成

本为加拿大的２３５倍.如此巨大的成本差异导致油

菜籽价格的差异,２０１６年进口油菜籽均价为每吨

２７６３４６元,国产油菜籽均价为每吨４１１９７３元,
国内外平均价差为每吨１３５６２７元,国内外油菜籽

价格长期倒挂,使国外油菜籽大量涌入国内,降低

了中国油菜籽自给率,冲击了国内油菜产业发展.
此外,国内油菜生产的利润空间严重压缩,挫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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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种植油菜的积极性,对国内油菜产业发展形成

了巨大威胁,其中人工成本推高了生产成本从而压

低了生产利润,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油菜每亩平均人工

成 本 从 １４７０６ 元 上 涨 至 ５４７４２ 元, 涨 幅 为

２７２２４％,人工成本占油菜总成本的比例由４９８％
增加至６２８％.在机械化作业方面,油菜远不及粮

食作物,２０１６年中国油菜机收率为１８３９％①,目

前油菜生产使用人工的比例仍然较高,随着 “刘易

斯拐点”到来,中国的 “人口红利”逐步释放殆尽,
人工成本过高成为制约中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随着城镇化大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改

变了既定价格水平的劳动力供应量,从而造成农村

劳动力市场上的供应曲线向内移动,推动了农村劳

动力成本上升[１５].随着机械化研发技术不断创新,
中国油菜生产的人工成本会有所下降,但人工成本

过高仍是国内油菜产业发展中的 “硬短板”,短期内

无法有效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油菜生产种植收益唯

有以提升油菜产品价值为切入点.
农户种植油菜主要用于食用油的自给自足或是

商品交换,目前来看,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发展模

式仍占据中国农业经营的主体.近些年,国内食用

油安全问题突出,农户为保障食用安全,选择食用

油自给自足的不在少数,城镇化快速推进以及农村

土地 “三权分离”,进一步刺激了土地流转的扩大

化,农村人口中务农比例将继续下降,农村人口自

给自足比例也将随之下降,农产品的商品化将成为

主流.农户生产用于商品交换的油菜的前提是油菜

生产有利可图,可是油菜种植成本在短期内难以下

降,增加效益就成为保障农户种植积极性的唯一手

段.也有研究认为,开发油菜多功能性能提高油菜

产业效益.而本文重点研究如何提高油菜主产品效

益,或者说是开发油菜被市场扭曲所隐藏的合理价

值.虽然油菜临时收储政策保障了农民种植收益,
但也带来了高昂的加工原材料价格以及不可回避的

国内低价菜籽油冲击,菜籽油加工者生存困难,如

果油菜籽价格下跌,生产者的效益势必受损,油菜

产业发展仍将受到威胁,油菜产业处于两难境地,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分配机制的不协调.

３　消费者与加工者之间的博弈分析

阿克洛夫在１９７０年发表的 «柠檬市场:质量

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一文中,通过考察二手车的

交易市场,发现非对称信息会使市场交易难以顺利

进行.如果买方不了解商品质量信息,而卖方却对

此了如指掌,此时,人们可能会发现选择的商品

或交易对象未必是自己希望的那样,由于担心受

骗上当,好东西未必能卖出好价格,这种情况称

之为 “逆向选择”.食用植物油的购买者对食用

植物油的质量信息获取并不完全,油料加工者却

对此了如指掌,市场所流通的食用植物油类型多

样,品质各不相同,也有不少来自国外的转基因

菜籽油,甚至一些不法商贩用地沟油或勾兑油来

以次充好.
本文参照了张维迎[１６] «博弈与社会»中对二手

车市场的分析方法.为便于分析,本文假定市场中

的菜籽油有两种类型:好菜籽油与差菜籽油,假设

对卖方来说卖出好菜籽油的概率为q,卖出差菜籽

油的概率为１－q.假定好菜籽油和差菜籽油对卖方

的保留价值分别为２x 和x,对买方的价值分别为

２ax 和ax.此处,我们假定无论对卖方还是买方,
好菜籽油的价值是差菜籽油的两倍,并且,对买方

的价值是卖方的a 倍 (a≥１,否则交易没有意义).
我们用p 表示成交价格.由于无法区分菜籽油的优

劣,p 是市场上所有菜籽油的成交价格,如果是好

菜籽油,双方成交后买方获得的增加值是２ax－p,
如果是差菜籽油,买方获得ax－p.对于卖方而言,
无论出售的是好菜籽油还是差菜籽油,只要成交,
其获得的收益都是p,如果交易没有达成,差菜籽

油仍然属于卖方,好菜籽油价值是２x,差菜籽油价

值为x,买方的收益为零.
本文假定买卖双方都符合人的理性假设,那么

交易达成的条件是:买方买油得到的预期收益应不

小于不买油的收益.对于卖方而言所能接受的最低

价格为２x.所以有:

q× (２ax－p)＋ (１－q)× (ax－p)≥０
　　　　　　 p≥２x;x≠０
化简可得:a≥２/ (１＋q).此处对这两种极端

状况进行分析,当q＝０时,即市场中所有的菜籽油

都是劣质油,那么a≥２,换言之菜籽油对买方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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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２０１６年冬油菜产区生产状况调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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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卖方的２倍及以上时才能达成交易;当q＝１
时,a≥１即可,即菜籽油对买方的价值至少与对卖

方的价值相同方能达成交易.我们假定买方对菜籽

油的评价只比卖方高出２０％ (即a＝１２),则只有

好菜籽油的比例不低于０６７时,好菜籽油才有可能

成交.所有的交易要能发生,就必须要求a≥１,即

待交易菜籽油对买方的价值大于卖方.反之,只要

a＞１,这个交易就可以增加总价值,但如果存在信

息不对称,即使a＞１,交易也不一定能进行,这就

是效率的损失,或者说是市场失灵.
菜籽油等一些食用植物油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

品,需求弹性较小,因此,即使生活水平大幅度提

升,消费者不会过多改变对其的实际消费量,从营

养摄入的角度而言,也不应该增加摄入量,但会改

变对某一个市场的需求结构,提高消费质量将是基

本导向.消费者在选择使用食用植物油消费的过程

是一个重复博弈过程.假定高质量的菜籽油被撤出

市场后,市场上高质量与低质量菜籽油比例更加趋

近于０∶１,消费者会感受到菜籽油市场质量分布的

变化,他们的预期价格将会降低,结果是有部分次

高质量的菜籽油撤出市场,这一过程不断重复,变

化过程如图１所示,高质量的菜籽油会逐步退出市

场,质量较差的菜籽油或者其他营养价值不及菜籽

油的食用油逐步占领市场,即市面上好的菜籽油或

者食用油出现的概率由q＝１向q＝０转变,最终的

市场均衡便是 “便宜没好货”,形 成 一 种 低 效 率

均衡.

图１　菜籽油市场的变化

４　结果讨论及政策启示

当前,国内油菜产业竞争力下降已是不争的事

实,主要原因在于油菜生产的高成本与低价格,导

致了利润空间压缩.虽然国家油菜临时收储政策的

实施,曾对稳定油菜籽价格具有短期效果,但国内

外油菜籽和菜籽油价格长期倒挂,国内油菜产业发

展受限的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尤其是在临时收储政

策取消以后,国内油菜籽价格大幅降低,农户种植

收益严重受损.然而,一旦油菜籽价格提高,又将

面对国外低价的油菜籽以及菜籽油冲击,油料加工

企业生存更是难以为继.加工者的合理收益难以得

到保障,在高昂的原材料价格下,产品质量又难以

确保,消费者所能购买到的菜籽油质量安全同样无

法得到保障,消费者的效用受损必将对生产者产生

影响,油菜籽价格将陷入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的两

难境地.
在农业政策顶层设计之初,不能仅局限于以保

护农民收入为目标,而应基于农业全产业链的利益

分配视角,保证生产、加工、流通、贸易与消费各

主体共同分享收益,总之,关键在于构建 “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机制.具体而言,消费者能 “花明

白钱,吃放心油”,确保油菜生产者收益至少能高于

其成本,加工者能获取合理利润,但市场中的信息

不对称对这种机制形成巨大阻碍,非对称信息可能

会导致帕累托改进无法实现,导致双赢交易无法达

成.因此,要实现油菜产业各环节交易畅通,就需

要找出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办法.本文认为,重点工

作应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第一,加强对油料生产工艺的管理,规范油料

产品特征标识.菜籽油作为加工制成品,消费者直

接消费菜籽油,不同于其他农产品,油料产品质量

优劣难以通过观察加以辨别,消费者相比加工者面

临信息不对称.由于加工出来的产品 “优质”未必

能 “优价”,在利益驱动下油料加工者容易产生 “道
德风险”.因此应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在

允许市场多元化的基础上,加大对食用植物油主要

营养成分标识的管理力度,严厉打击宣传虚假信息

误导消费者等不法行为.支持小型油料加工企业发

展,积极发展 “浓香型”菜籽油,改造传统老式加

工设备,对 “小榨”给予适当的设备改造资金支持,
积极通过推进加工设备工艺改良来提高出油率和保

障产品质量.
(下转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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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国是欧洲的生态农业发展强国,其通过法律、政策、技术研发、培训和组织

协同不断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本文首先分析总结了法国生态农业的发展特征及主要

成就,在梳理其已经和将要采取的主要措施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凝练出未来的政策措

施方向,最后得出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的启示.研究结果表

明,法国生态农业的发展以生产经营者数量增加、生态种植面积扩大、农民收入水平

提高、有机产品多元化销售为特征,科技创新在推动生态农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且法国拟采取调整和优化生态农业转换的经济支持与协助政策、制定符合欧洲生

态农业法律规定的规划和法案、提出生态农业领域的优先研究计划和科研创新重点、
加强相关部门人员的生态农业培训和有机农产品的宣传推介以及生态农业的推广普及

等措施,以实现２０２２年生态农业发展目标.借鉴法国经验,中国应根据目前的发展

需求加快制定发展生态农业的政策,包括制定相关法律和发展规划,加强生态农业发

展科技创新和跟踪评估,开展人员培训,培育消费者的绿色消费理念等,以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和乡村振兴.
关键词:法国;生态农业;乡村振兴;绿色农业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１９１１００３

　　随着绿色革命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大量化肥和

农药的使用导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

的合理和有效利用成为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为保护地球生态环境,各国都在强调发展

可持续农业,保障食品安全.生态农业是一种以运

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

业的有效经验为基础,能获得较高经济效益、生态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因其具备可持

续特征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不二选择.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生态农业在法国、德国等欧

洲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经历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成为满足社会新型消费需求模式的标志.法国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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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走在欧洲生态农业的前列,也可以说是全球生

态农业的典范.法国在政策和科技上大力支持生态

农业,并根据新的发展形势提出了生态农业２０２２规

划项目,目标是到２０２２年生态农业占地面积达到农

业用地总面积的１５％.法国将扎实推动落实环保的

生产方式,确保高标准的动物福利以及保护生物多

样性,为实现上述目标,法国制定了一系列新的生

态农业政策措施.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其中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将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中国将逐步健全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政策支持

体系,通过合理的农业空间布局,切实改变过于依

赖资源消耗的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化肥和农药等投

入品减量化,产业模式生态化.法国的生态农业发

展政策、路径和模式将会为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提供有益的借鉴.

１　文献述评

众多专家学者都对国外生态农业发展模式及成

功经验进行了深入探索与分析,为中国传统农业向

生态农业的转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并取得了

丰富的研究成果.现有的研究主要围绕国外生态农

业的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以及具体的支持政策对

比分析展开.
在发展模式和成功经验方面的研究,覃朝晖等

基于产业融合的视角分析认为,将生态农业与其他

产业相融合是澳大利亚实现现代化生态农业的成功

发展模式[１].李伟娜和张爱国认为,美国生态农业

发展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完善的法律体系、有力的

财政扶持以及雄厚的科技能力[２].秦炳涛采用实地

调查法研究日本生态农业发展策略,认为日本生态

农业不仅有法律保障和财政支持,政府还通过农业

标准化管理制度 (JAS认证)进行有效监督,政府

在培育和发展壮大生态农业上发挥主要作用[３].王

敦清认为,健全的法律法规、财政支持政策体系、
生态农业产品标准以及高科技研发是生态农业取得

成功的重要国际经验,此外,健全的农业行业组织

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农产品产销协调的纽带[４].崔学

勤和李亚鹏、刘鹏和王干分别基于美国、日本、德

国、韩国４国生态农业发展历程以及乡村生态景观

农业发展的视角,指出完善法律制度体系是保障生

态农业成功的关键,建议提供土地经营权制度、生

态农业财政补贴制度、土壤污染法律制度和金融服

务法律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措施[５Ｇ６].在生态农业支持

政策对比分析方面,李霞将中国与美国、德国生态

农业法律制度进行对比考察,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中

国应健全完善生态农业法律制度,具体路径包括:
构建生态农业法律体系、健全生态农业配套法律法

规以及完善生态农业保障制度[７].林科军等对法国、
德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生态农业支持

和保护政策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大量投入生态

农业资金、完善生态农业市场机制、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大力推广生态农业科学技术和加大生态农业

补贴力度等是通用的做法,值得中国借鉴[８].王有

强和董红以欧盟生态农业补贴政策为例,将与环境

保护措施挂钩的价格补贴、改变生产方式补贴、林

业经济补贴及农用地绿化补贴等与中国的生态农业

补贴政策进行了详细对比,指出了中国生态农业目

前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发展建议[９].
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之上,以法国

生态农业为研究对象,回顾了其所取得的成就,梳

理了法国未来拟采取的新政策措施,重点研究了法

国生态农业的政策方向,解决了如何加强资金投入、
如何与欧盟生态农业法案对接,如何加强科技创新

与组织协作,如何加强培训、宣传和推广等问题,
并基于此得出了中国发展生态农业的启示.

２　法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成效

法国自１９８５年将 “生态农业”写入法律以来,
逐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农业管理体系,从而推动法

国成为位列欧洲第一位的生态农业大国.近年来,
随着世界各国对生态农业的不断重视,以及全球有

机食品消费的不断增长,法国生态农业更是实现了

加速发展.

２１　生产经营者数量增加,生态农业种植面积不断

扩大

２０１０年以来,法国生态农业进入快速发展期,
生产经营者数量和生态农业种植面积不断提升,年

均增速在１０％以上.根据法国生态农业发展和促进

署 (AGENCEBIO)发布的数据,２０１８年法国生态

农业的生产经营者数量增至６１７６８个,比２０１２年增

长６８０％.其中,生产者数量增至４１６２３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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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增长７０４％;加工、分销、进出口等运营商

数量增至２０１４５个,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６３３％ (图１).
法国生态农业生产者数量增加的同时,许多传统生

产者也在向生态农场转换,２０１８年生态农场数量在

全国农场总数中的占比已上升至９５％,比２０１２年

的３８％提高５７个百分点.伴随着生产者数量的不

断攀升,生态农业的种植面积连年增长.２０１８年生

态农业种植面积达到２０３５０万hm２,比２０１２年增

长９７０％,占 全 国 农 业 种 植 总 面 积 的 ７５％,比

２０１２年的５０％提高２５个百分点[９].目前,法国

已有１５０２６万hm２ 生态农业种植生产获得了国家

有机生态农业认证,预计２０１９年法国有机生态农业

种植面积将有望增长４０％.

图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年法国生态农业的发展情况

资料来源:法国生态农业发展和促进署.

２２　促进就业,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为促进和保护生态农业的发展,法国政府制定

了一系列相关科技政策,重点关注作物种植领域.
目前,法国的生态农业项目基本涉及所有作物,如

谷物、蔬菜、水果等,尤其是新鲜蔬菜和水果种植

业正在经历着重要的生态转换过程.法国通过作物

生产的有机转变,不仅增加了就业机会,还增加了

产品的附加值,从而提高了农民收益.根据法国生

态农业发展和促进署的数据,２０１２年以来,生态

农业发展为法国就业市场创造了４９２万个直接就

业岗位,涉及多种工作岗位,如农场就业、农产品

加工分销及生态农业项目咨询、研究和培训等.

２０１８年,法国生态农业带来的直接就业岗位 (与
有机农业生产种植、加工分销等相关的岗位)达到

１５５３万个,比 ２０１７ 年 增 加 １８７ 万 个,增 幅 为

１４％.近７年来,生态农业发展为法国创造就业机

会的年均增速为１０３％,很大程度上帮助法国解

决了就业问题,提高了国内农民的收入,促进了社

会稳定发展.

２３　有机农产品需求大,销售渠道多元化

生态农业的迅速发展,使得法国国内种类丰富、
营养健康的有机农产品受到广大消费者的青睐,有

机农产品市场消费需求增加,销售情况良好.法国

有机农产品的消费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１９９９—

２００７年,有机农产品的销售量翻了一番,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年又翻了一番,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有机产品市场销

售额再翻一番.２０１８年,法国有机产品的市场销售

额为９６９４亿欧元,比２０１２年增长１３１倍,其中

大部分是家庭消费,达到９１３９亿欧元,餐饮消费

仅占５７％.目前,法国有机产品消费市场规模位

列欧盟国家第二位,仅次于德国,远高于位列第三

位的意大利,有机产品在法国家庭食品消费中的占

比为５％[１０].法国消费的有机产品６９％都来自国内

生产,进口相对稳定.法国有机农产品消费的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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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主要得益于多样化的销售渠道,给消费者带来

极大的便利.目前,法国消费者购买有机农产品的

渠道主要有４种,包括电子商务在内的大中型食品

商场超市、网络或独立的专业有机商店、生产者对

消费者的直接销售以及加工商销售.

２４　科技创新推动生态农业持续发展

法国经过多年对生态农业技术的探索和创新发

展,已取得了重要成果,科技创新支撑着生态农业

的持续发展.在减少农药使用领域,法国国家农业

研究院一直致力于研发生物防治方法和抗病虫害的

品种.在法国农业和食品部与生态转型部的联合支

持以及国家研究经费的资助下,法国国家农业研究

院克服了农药公司的阻碍及农民耕作习惯等困难,
在农药替代、农药跨领域作用及农场外禁用农药政

策等方面,以机械除草设备、生物防治等措施成功

减少了全国农药的使用量.此外,法国对于生态农

业的研究成果在其他多个方面也得以实施应用,如

牲畜的饲养、育种及奶制品生产、增加土壤肥力、
养蜂业的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等.

３　法国发展生态农业的新措施

３１　优化调整生态农业转换的经济支持与协助政策

生态农业作为一种保护环境和动物福利的生产

方式,有助于保护水质、维护土壤肥力和保护生物

多样性,以及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欧洲国家一

贯重视生态农业的发展,为促进传统农业向生态农

业的转换,法国政府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经济辅助和

扶持政策.例如,建立生态农业未来发展基金,通

过生态农业专项补贴、生态农业专项计划拨款等,
推动生态农业技术的创新与应用[１１].再如,实施援

助计划,通过优先获得资金援助或增加援助的方法,
促进生产者由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变.法国的农

业环境和气候措施 (AECM)为采取有利于环境的

种养实践的农民提供了额外费用和收入损失补偿.
为进一步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法国在生态农业

２０２２规划项目中提出了新的支持政策.一是提高生

态农业转换农户的税收抵免额度,到２０２０年将免税

额由２５００欧元增至３０００欧元;二是当生态农业生

产者的农场遭受外部污染时,专门为其提供生产补

偿基金,自２０２０年起政府每年将为防治污染扩散设

立５００万欧元的专项资金[１２].

３２　制定符合欧洲生态农业法律规定的政策法规

欧盟国家的生态农业发展一直得到相关法律的

保护,欧盟新的有机农业法规将于２０２１年１月１
日生效,它将伴随着未来几年欧洲的生态农业发展

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保障.法国则参照欧盟的一般法

律规定,更多地考虑生态农业经营者的需求,努力

确保各部门协同发展以及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法

国政府发布了生态农业监管审查新规定,更新了国

家有机生产指导委员会 (INAO)的阅读指南,使

所有从事生态农业生产的人员知晓当前的监管条

例和新 的 法 规.法 国 政 府 一 方 面 加 快 落 实 新 法

规,确保生态农业生产经营者管理条例符合欧洲

法案的内容;另一方面通过其他方式确保本国的

生态农业转换符合欧洲农业的发展需要,主要包

括组织生态农业需求的年度会议,制定并实施卫

生和动植物检疫法规;要求认证机构提供统计数

据,以满足生态农业信息系统的需要;熟知生态

农业标签制度的适应条件,以及其与环境认证之

间的相关性和互补性.

３３　提出生态农业领域的优先研究计划和科研创新

重点

为应对全球面临的食物与营养安全、生态环境

保护和气候变化以及解决农业贫穷和农村人口外流

的社会问题３大挑战,法国愈加重视生态农业的发

展,不断加强生态农业的研究与创新.２０１８年,
法国提出生态农业优先研究计划,目的是研究建立

有利于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农业系统,该计划由法国

未来投资计划第三期提供３０００万欧元资助.２０１９
年２月,法国发布了题为 “不同的栽培和保护方

式”的优先研究计划指导原则,提出了一个明确的

方案规划图,以便科学界在农业领域能够提出新的

替代方法,用以保护植物.强调在作物栽培与土

壤、杂草和害虫 (昆虫、真菌、病毒)相互作用方

面加强科学认识,利用更多的生物多样性工具,在

植物、农业地块和整个农村环境层面上激发自然防

御机制,建设高效可持续农业.法国为生态农业制

定研究发展计划的同时,国家将通过技术研究机构

的年度项目和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的优先研究计划

项目加强生态农业研究,并根据生态农业和有机农

产品生产发展的变化,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１３];
加强与生态农业研究人员和农业专业代表合作,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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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研究重点,制定专门的措施,包括生产者和经营

者向生态农业转型的方式;加强农业技术研究机

构、生态农业协会等组织的协作,提高对生态农业

影响因素的认识,建立不同区域的生态农业实践项

目,推广应用生态农业的研究成果.

３４　加强对相关部门人员的生态农业培训

近年来,法国政府将培训农业人员作为生态农

业发展规划中重要的一环[１４],依靠国家教育系统和

数字化网络下的教育传播系统,对全国的生态农业

经营和技术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提升农业从业人员

的综合素质,推动生态农业的全面传播和应用.法

国政府提出的培训农民计划重点在于向农户和农场

主等传播农业生态学知识[６],并向其传授新的农艺

和畜牧业实践技术等,保证生态农业在基层得以传

播、实施及应用.一方面,主要依靠法国各农业院

校、相关专业及其他相关的农业技术培训机构等,
以教育为主要方式,向基层提供农业、林业、畜牧

业等专业培训,涵盖了农业生产、景观开发、畜牧

养殖与生产、农业食品等各类生态学知识与应用教

学.另一方面,由法国农业、兽医和林业研究联合

体在线上平台提供开放式的在线课程,对各行业农

民群体进行生态农业培训.为更好地向基层农民提

供农业实践服务,法国政府还建立了农业商会和全

国农业商会网络,前者为向法国农民提供种植和养

殖等技术服务的官方机构;后者紧密结合农业生态

学,加强对农民以农业系统整体方法为原则的咨询

与培训.同时,法国政府还进一步提高对咨询顾问

的农业生态学培训,以便更好地进行生态农业的基

层传播与实践.

３５　加强有机农产品的宣传推介和生态农业推广

尽管生态农业符合绿色、营养、健康的食品消

费需求,但其作为一个新概念,仍处于边缘化的状

态,因此法国政府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仍存在很大

的消费提升空间.法国集体餐饮委员会提出实现公

众餐饮中有机农产品占比２０％的目标,提高商业餐

饮中有机农产品的供应和消费.在法国生态农业发

展和促进署的统筹和专业人员的指导下,生态发展

部门制定了跨部门推广计划,使计划触及更多的民

众,包括最贫困的人群.另外,法国将借助发达的

展览事业,加大对生态农业的宣传和教育,提高消

费者对生态农业特点以及食用有机农产品有益的认

识.法国还将农业和食品部、国民教育与青年部

(简称教育部)共同建立的关于食品教育的重点放在

生态农业上,并作为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宣传和普及

生态农业.除了发展本土生态农业,法国也非常重

视海外传统农业向生态农业的转化,将通过大型投

资计划、生态农业未来发展基金等支持举办专门处

理海外生态农业问题的会议,以便尽可能地处理有

机食 品 和 饲 料 的 特 殊 问 题,并 与 德 国 麻 醉 学 会

(DAAF)的专业人员进行定期交流,从而推进生态

农业的繁荣发展.

４对中国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的启示

４１　加快支持生态农业发展的政策创设

法国为实现向生态农业的过渡,设立了多重激

励和保障政策,如生态农业未来发展基金、生态农

业专项补贴资金、污染补偿基金以及税收减免政策

等,加大了生态农业科技研发和教育投入.法国的

科研教育支持政策既满足了农民对于技术的需求,
也提升了农业经营者自身的综合素质,从而推动了

生态农业的发展.在中国,生态农业发展起步较晚,
由于农业投入整体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对生态农

业的资金支持更少,而且法律制度也不健全.目前,
中国的生态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包括生态补偿、绿色

补贴政策、项目基金扶持、减免税和贴息、政府补

助等,但总体规模不大,实施力度不够.今后,中

国在生态农业的政策创设上,应设计更为多元化、
全方位的政策工具,制定生态农业发展规划,进一

步强化资金支持,同时加快 «绿色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农业补偿条例»等

配套法律的制定,保护和调动广大农民发展生态农

业的积极性.

４２　加强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与项目跟踪评估

法国政府提出了生态农业优先研究计划,以项

目资助的方式推进生态农业科技创新.与此同时,
政府针对２０２２年生态农业项目规划制定了跟踪行动

计划,对涉及的项目和相关从业者实行严格监管,
确保生态农业项目的落实.而在中国,虽然多年来

科技创新对生态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
但总体来看,中国的生态农业技术发展滞后.目前,
中国尚未建立专门的生态农业研究计划,仅在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了 “化学肥料和农药减施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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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技术研发”试点专项.因此,应借鉴法国的经

验,建立相应的重点研发计划,加快推动生态农业

科技创新;应从景观层面加强害虫的集体管理,挖

掘可利用遗传资源的抗性新来源和机制,以及具有

生态服务功能的植物新遗传性状;利用农业设备实

现全生产链的异质化管理,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将

传感器网络和气候数据及作物生长模型相连接,建

立流行病的预防机制.此外,在生态项目实施监管

上,应建立相应的机构,及时监督并提出调整行动

方案的建议.

４３　重视相关人员的生态农业培训

法国建立了完善的生态农业传播和推广体系,
并对其中关键的技术推广机构和人员进行专业化的

生态农业培训,特别强调青年的培训与创新.法国

还通过农民组织———经济和环境利益集团 (GIEE)
组织实施农民和其他合作伙伴的集体生态农业项目,
从而增加了农民之间的交流,加快了生态农业转型.
此外,法国政府构建的有机种子培育与生产、经营

者交流平台也推动了生态农业在基层农户之间的传

播和应用,促进了农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而

在中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生产者的生态意识还比较

薄弱,国家也尚未建立专门的生态农业发展机构,
更没有进行相关的宣传与推广来提高农民的生态参

与意识.因此,应加快生态农业推广体系建设,加

强对基层农民的生态技术传播和应用培训,以推动

生态农业的现代化建设.

４４　培育绿色农产品消费理念

法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得益于绿色、有机农产品

需求的不断增长,目前法国有机农产品在国家整个

食品消费市场中已经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国家餐

饮集体委员会也提出了进一步提高商业餐饮中有机

农产品的供应和消费目标.中国自２００３年提出绿色

农业的概念以来,绿色农业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地区发展不平衡,
居民对绿色、有机产品的消费需求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随着中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绿

色农产品的供给逐步增加,虽然消费者对安全、健

康、营养的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有所提升,但是仍有

大量的普通消费者对高昂的有机农产品价格望而却

步.因此,中国应积极宣传生态、绿色农业,增加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认知,培育绿色消费的理念,
以消费引领生态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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