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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
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

困境与出路
　匡远配　张　容

(湖南农业大学经济学院　长沙 ４１０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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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匡远配 (１９７３—)男,湖南邵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Ｇmail:kyp０００８＠１６３com.

通信作者:张容 (１９９８—),女,湖南常德人,硕士,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Ｇmail:８７４３０４２２５＠qqcom.

摘要: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农业的内涵和功能不断延伸

和扩展,农村价值显化.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

下,作为增强内循环能力的重要领域和重要战略支点,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是畅通

“双循环”的排头兵.然而,农业农村在融入和服务 “双循环”的过程中,存在着供

需错配导致国内经济低效运转、产业根基不深导致农业产业升级难以启动、农村产业

融合度不高导致 “四链”难以加速、要素流通不畅导致城乡融合道路受阻、农村改革

“内卷化”导致经济发展航向偏离、开放新高地建设滞后导致 “双循环”连通不畅等

困境.要从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需;增强产业基础现代化,推动农业产

业升级;推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加速 “四链”协同;树立城乡融合发展思维,优化

空间布局;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农村改革深化水平;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创

新改革,打造 “双循环”战略枢纽六个方面探索农业农村创新发展的出路,以期推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双循环;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１

１　引言

中国正逢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关键时期,中央谋划的 “以国内循环为

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共同促进”新发展格局是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赢得国际竞争新优势的主动战略

选择[１].“十四五”时期,“双循环”将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中国要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建设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而 “三农”问题事

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更是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因此,在 “双循环”新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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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格局下,如何推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成为重要议题.
目前,已有学者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逻辑与思路.叶

兴庆认为,推进城乡双向开放应成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主攻方向之一,不仅要扩大城市对农民的开放,打

通农民进城通道,而且要扩大农村对市民的开放,打通市民入乡通道,优化人口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

率[２].孙久文和张皓则探究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如何缩小区域间的发展差距、缓解区域经济发展矛

盾,提出应推动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的形成,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

展[３].余泳泽等[４]、贺灿飞等[５]就 “双循环”背景下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产业布局优化做了深入研究,
从要素供给、需求与制度层面阐述了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困境,提出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作为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方向,构建 “全球—地区—国家—城市群内部”多层嵌套型的价值链体系,形成多元、互补的国

内循环体系.周曙东等认为,循环的载体是产业链,提高产业链韧性是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

际双循环战略的途径[６].
然而,研究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则较少.于晓华等将农业农村发展分为

三个阶段,分析了农业农村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和农业政策选择,指出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内大循环的内生

动力,农业多功能是国内大循环的新动能[７].何亚莉和杨肃昌从产业链的视角出发,找寻中国农业产业链韧

性的锻铸路径,以期在 “双循环”背景下通过推动中国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８].但

是,多层次、多维度地分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如何突破发展桎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文献则

寥寥无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农业

农村领域表现得仍尤为突出,表现在农业供需结构错配、农业生产效益不高、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农村土地

制度改革滞后、农村治理低效等方面.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使得内需难以真正

启动,农业与工业之间的循环关系严重受阻[９],农业产业链条短小而脆弱;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

阻碍了国内要素资源的充分流动,工业反哺农业未有显著成效,农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严重限制了农村发

展、农民增收.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党的十九大提出 “农业农村发展优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进一

步提出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顺序的改变体现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从 “被动”向 “主动”转变,各类资源向

农业农村倾斜.由此可见, “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已成为加快形成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点和着

力点.
农业农村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农村需求的质和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农村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和挑战,要抓住农村消费需求变化和农业转型升级的契机,创造出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和

新机遇.新发展格局下,要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和保障功能,以创新驱动和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
多举措加快推进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 “三大体系”的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经济高

质量发展,重点在于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供给、需求与制度的协同演化与升级发生在产业内和产业间的

各个层级中,构成了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因此,在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中,农业产业升级

应作为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主动力,通过城乡融合、农村改革等,拓展农业内涵和功能,进一步释放农村

市场活力,推动国内大循环;通过农业产业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破解贸易壁垒,促进国际大循环.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构建了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分析了农业农村高质

量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出路,以期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

２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逻辑

供需均衡是经济良性循环的基础.当前,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国内市场和强大内需潜力的比较优势,推进

产业升级和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创新链 “四链”高效协同,是创新供需、发展高质量经济的必然选

择.在农业农村发展动力系统中,需要抓住统筹城乡发展和深化农村改革两个 “牛鼻子”,借助开放新高地

—６—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01（总 513）



平台,通过国内国际循环互促激活农业农村发展活力.本文着眼于 “双循环”的战略基点,围绕农业农村发

展主线,构建和巩固供需创新、产业升级、 “四链”协同、城乡融合发展、深化农村改革、开放新高地 “六
大”支柱,依次承担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发展的发动机、启动器、加速器、新赛道、导航器与

连接器六个核心功能,实现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图１).

图１　农业农村融入与服务 “双循环”的机理

２１　供需创新是发动机,推动经济良性循环

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是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供需创新则是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实现国内大循环

要求供给与需求形成正反馈,即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新需求推动新供给.在农业农村领域,供给创新包含两

个内容:一是要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食物系统的韧性[１０],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绿色优质农产

品有效供给能力;二是要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延伸拓展到农业和乡村多功能性领域,围绕景观设计、自然资源

管理、文化挖掘、康养服务等内容形成新的业态.需求创新要以扩大内需为基点,深耕数字农村、智慧农

业,加大消费扶贫和产销对接力度,释放农村潜在性、多元性的消费需求.通过农业供给创新,提升农业供

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释放城市居民消费潜力.城市居民消费又

进一步带动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如此良性循环,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

平衡.

２２　产业升级是启动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其重点在于产业转型升级.根据２０１８年农业部发布的 «关于大力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　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的意见»,农业转型升级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以市场经济与绿色发展为导向,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着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质量与效益双提升,推动农业可

持续发展.全球新一轮的技术与产业革命正在加速拓展,农业产业升级要把握新机遇:一是实施产业基础再

造,加大力度支持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科技化、信息化、市场化、物流设施现代化,推动农业产业

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筑牢产业根基;二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农村经济的深度融合,用数字化改造农业

产业化服务体系,加快物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智慧气象等现代信息技

术在农业产业体系中的广泛运用.以此推动产业结构与要素结构相协调,逐步优化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农业

经济从低效率向高效率跃升.

２３　 “四链”协同是加速器,促进经济提速增长

“四链”协同是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提升国内经济效益,加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所在.中国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脱节,导致价值创造、价值传导、价值循环过程受阻,价值链主体之

间的价值认同与分配机制失效,产业供应链断层[１１].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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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通过创新发展推动产业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增强供给链的韧性和灵活性,
加快推动产业链现代化[１２].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农业要在种源、生产技术、产品、冷链物流等

环节启动核心技术攻关,进一步在推进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品牌与营销环节布局创新链,
增加国内农产品附加值.在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中,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重塑国内外分工体

系,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布局生产、流通和营销环节,形成全球农产品产业链;以冷链物流为核心、以

网络为平台驱动生鲜农产品的供应链体系发展,减损提效,增强供应链弹性.农业创新链、产业链、
供给链、价值链的协调发展,能够有效促进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的正向循环和反向循环,助

力经济加速发展.

２４　城乡融合发展是新赛道,优化国土空间布局

城乡融合发展是 “双循环”发展的重要支撑,是乡村活化和农业产业发展的关键,是经济加速发展的新

赛道.国内大循环存在的各类堵点背后都有城乡发展失衡、循环不畅的深刻烙印,畅通 “双循环”必须解决

城乡发展失衡、循环堵塞问题[１３].城乡融合的发展路径是促进城乡之间从 “通”到 “融”再到 “合”,“通”
是拔除制约乡村活力与农业发展的制度和政策壁垒,“融”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合”是城市和乡

村共同发展、共同繁荣.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

普惠共享、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乡村经济多元化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空间布局,形

成城市和农村各司其职、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２５　深化农村改革是导航器,夯实市场经济制度基础

深化农村改革是夯实体制基础、激发农村活力的重要保障,引领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方向.农业农村在不

同时代的改革任务不同,农村改革的主线反映出不同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核心问题[１４].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

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聚焦土地制度、经营制度与集体产权制度三大问题,重点在于完

善农村土地 “三权”分置制度、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全面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提高集体资产利

用效率,增加农民的资产收益,持续赋能 “双循环”[１５].制度是一系列人为设定的规则,合理的制度安排能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效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要不断深化农村各项制度的改革,依法保障集体经

济组织成员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盘活农村闲置资源,为乡村振兴奠定

坚实的制度基础.

２６　开放新高地是连接器,助推贸易创新发展

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进一步促进和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把 “一带一路”倡议做实做深,推动

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国内的高度统一,把中国国内市场变成全球市场[１６Ｇ１７].在贸易保护主义和 “单边主

义”日益盛行的大背景下,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农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升的重要手段,对于保障中国农

产品有效供给、有效应对国际竞争环境变化具有重大意义.如果将国内国际双循环形象地描述为阿拉伯数字

“８”,自由贸易试验区就是 “８”中间的连接点,既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动力源,也是连接和畅通两大循

环的关键枢纽.中国是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拥有最具潜力和活力的农产品市场,面对国内国外的不确定

性,要利用自由贸易区、农业对外开放试验区等平台,拓展多元化进口渠道,加快推动适合中国国情和农业

发展需要的贸易投资开放措施先试先行,提高中国农业贸易对外开放水平,使农业贸易要成为助力 “双循

环”发展的先行者.

３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困境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的现代化.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
要更加注重农业的基础性、战略性地位.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农村发展虽然取得重大成就,截至２０２１年,
粮食生产实现 “十八连丰”,但是农业现代化不足仍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短板,农业农村发展中存在

的不健康、不可持续、缺乏竞争力的问题日益突出,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多元化功能的发挥.
—８—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01（总 513）



３１　供需错配导致发动机低速运转

农产品总量供过于求与优质农产品供不应求并存是中国农业的主要矛盾[１８].中国农产品需求市场呈现多

元化、高质量、绿色化的发展趋势,而生产领域却面临着耕地、劳动力、水资源短缺的 “要素约束”、污染

与食品安全问题的 “质量约束”以及小规模种植的 “效益约束”[１９],导致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有效供给和高质

量供给不足,最终形成农业供需结构高度错配的局面.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农产品产需缺口巨大.中国食

物用粮比较安全,但工业用粮的产需缺口最高可能达到７０００万吨[２０];由于过度倾斜于口粮生产,其他农产

品的生产结构急需调整,其中大豆、棉花贸易长期处于逆差状态,２０１９年大豆净进口量为８８３９８万吨,同

比增长０５％,棉花净进口量达到１７９８万吨,同比增长１６２％[２１] (图２).二是绿色优质农产品供应不足.
由于耕地污染严重,食品安全问题频出,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主要绿色农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均低于

１０％,优质、专用农产品的品种少,不能满足人们对口感与营养价值的追求 (图３).

图２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中国大豆、棉花产量与净进口量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图３　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中国主要绿色农产品产量以及绿色农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绿色食品统计年报».

农产品的供需错配导致消费外流的现象严峻,消费者倾向于购买泰国香米、美国大豆等行为,引发了农

业领域产能过剩、进口依存度过高的问题,阻碍资源优化配置、农业就业增加和农民收入提高,进而降低农

业生产力,形成供需结构矛盾.有效供给不足导致的消费外流反过来抑制农业农村发展的恶性循环导致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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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产生动力,“双循环”的发动机无法有效运转.

３２　产业根基不深导致农业产业升级难以启动

目前,中国农业尚处于小规模分散经营向适度规模集约经营转变的阶段,农业现代化虽然取得一定成

就,但产业根基薄弱仍是阻碍农业产业升级的关键.农业产业根基不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农业现

代化水平低.农业产业化发展以农业生产分工协作为前提、以农业规模化经营为依托、以农业机械化为技术

支撑,中国土地细碎化问题不利于机械化耕作、规模化经营和统一科学种植,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提升

与农业现代化发展.二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农田水利设施、物流设施、信息化设施以及其他服务型设

施薄弱一直是农业无法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原因,规模不经济条件下农业企业规模呈小而散的特征,利润率

的提升空间有限使得农业产业化发展缓慢,更遑论产业升级[２２].三是农业科技创新投入不足.“双循环”新

发展格局下,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必须紧紧依靠创新驱动,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源泉.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中国农

林牧渔业科技经费的投入总额呈扩大趋势,但经费投入占 GDP的比重却处于０２８％~０３８％,可见用于农

业科技创新的投入一直在低水平徘徊 (图４).并且,近年来农业面临瓶颈,１９７８—２００５年科技进步对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１００％;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科技进步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的贡献仅

为１０４５％[２１].
产业升级实质上是产业由低等技术要素密集转变为高等技术要素密集的过程,而土地、劳动、资本等要

素的投入和分配决定了农业技术变动率及农业产业发展水平[２３].小而散的土地格局不利于农业规模化、集约

化、机械化发展,农业投资效率低且风险大,导致社会资本进入农业领域的意愿不高,农业无法完成初始资

金的积累.农业资本匮乏又限制了对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等方面的投入,根基不深阻碍了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高与产业升级.

图４　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农林牧渔业科研经费投入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３３　农村产业融合度不高导致 “四链”难以加速

产业融合发展是农村产业兴旺的根本路径.现代农业 “接二连三”,产业融合带动资源、要素、技术、
市场需求在农村的整合集成和优化重组,为农村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２０１９年,全国乡村休闲旅游营业年收

入达８５００多亿元,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营业收入超过２０００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近４０００亿元.全国和各省

份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虽在不断提升,但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仍然很低,且存在着以下

发展困境:一是三产融合的利益连接机制不紧密,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是紧密连接农民利益与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利益的重要方式,然而比例偏低;二是对农业功能的开发和利用不足,现阶段大部分地区的三产融合仅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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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于提供农产品,满足人们对食品需求的经济功能,未深度开发出农业的观光休闲、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

等诸多功能;三是缺乏人才、资金、技术、土地等关键要素的支撑.
农村产业融合以创新链为核心,通过纵向的农业产业链延伸、横向的农业功能拓展等形式促进产业链、

价值链、供应链的加速发展,实现外部效应内部化,降低交易成本,加快推动农民增收与农业经济增长.然

而,中国农村第二产业发展滞后,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始终低于２∶１ (图５),且产品

供应以初加工农产品为主,深加工农产品占比较低,导致产业链纵向延伸困难;第三产业发展缓慢导致横向

的农业功能拓展受阻,使农业产业链短而窄,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民增收与经济增长困难.人才与资金的匮

乏致使创新动力不足,产业同质化严重,农业企业发展质量不高,供应链缺乏弹性.由此可见,农村三产有

机融合度不高会严重阻碍 “四链”加速发展.

图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７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 «中国农产品加工年鉴».

３４　要素流通不畅导致城乡融合 “赛道”受阻

从 “统筹城乡发展”到 “城乡发展一体化”再到 “城乡融合发展”,既反映了中央政策的一脉相承,又

充分体现了对城乡关系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城乡居民实际可支配收

入倍差从２０１０年的３３２下降到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４;城镇化率稳步提升,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城乡产业交流

增多[２４].
然而,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城乡要素流动不畅等问题依然突出,严重影响了城乡融合进程.一是城乡

土地制度分割,无法实现统筹规划和整治.城乡不同的土地制度决定了城乡之间住房体系差异巨大,农民进

城要承担高额的租房成本,而自家住宅却处于闲置状态,农民进城的成本越高,越不利于城镇化.二是城乡

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公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受地域限制,阻碍劳动力要素有序流动,不利于

城镇化进程[２５Ｇ２６].三是虽然城市金融资本全面过剩,但是碍于农村金融产品创新不足,资本下乡困难,致使

乡村优质生态资源处于 “闲置”与 “沉睡”状态[２７]. «中国金融发展报告２０１８»显示,截至２０１８年年末,
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中用于农林畜牧渔业贷款的比重仅为１２１％,农户贷款占比为２８４％,资本下乡困难进

一步拉大了城乡差距,阻碍了城乡融合.

３５　农村改革 “内卷化”导致经济发展航向偏离

深化改革是推动内需潜力释放的重要手段.深入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则是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激活农

业农村发展新活力的法宝.中国的改革自农村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十八年聚焦 “三农”,但农业农村仍与

落后息息相关,这就是 “内卷化”倾向[２８].现阶段农村经济改革的内卷化主要为 “三权分置”制度内卷化.
“三权分置”制度旨在提高农民进行土地流转的积极性,从而为农业的适度规模化经营打下良好的基础,

有效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然而,在推进中却出现了农地流转导致自耕农复制模式和对农业生

产效率作用递减等反向效果[２９].农村改革 “内卷化”现象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航向的偏离,削弱了其经济增长

能力,造成内循环不畅.

３６　开放新高地建设滞后导致 “双循环”连通不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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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开放新高地是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纽带.中国农业大省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
增强内陆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于提升农业对外开放水平、大力推动优势农产品出口、形成多元开放的

农业对外合作格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目前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还存在较多的困境与挑战,体

现在以下四方面:一是市场环境有待改善.«中国分省企业经营环境指数２０２０年报告»显示,中国内陆省份

市场化程度相对东部沿海省份仍然较低,市场竞争不公平程度高.二是对外开放水平亟待提升.自由贸易试

验区所在内陆地区的外贸进出口总值平均约为４００亿元,远远低于沿海地区的２９９万亿元的平均水平.三

是区域之间的协调有待加强,大城市没有发挥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形成 “一家独大”的普遍现象.四是物流

发展水平有待提高,陆上铁路运输的同质化竞争严重,导致物流成本始终居高不下,不利于接收国际国内产

业转移[３０].
内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滞后导致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沿海地区.而中国

大宗农产品主产地主要分布在内陆地区,一旦出现农产品生产过剩,由于运输成本、产品耗损等客观原因,
无法将农产品大量外输,直接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收入锐减,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再加上科

技创新投入不足,引致农产品质量不高、品牌建设不足,使农产品的附加值低下,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受

阻,农村新型消费潜力难以释放,国内循环不畅,国际循环受阻.

４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出路

在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要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 “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按照产业兴旺、生

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以 “五个振兴” “四个优先”为指导,培育农村新产业

新业态,释放乡村消费需求,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发挥中国国内大市场对全球优势资源的吸引力,以国内市

场为基础形成国际竞争力,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４１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供需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消除农产品供需结构错配,创新农产品供给、满足农产品新需求的根本出

路.一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推动农业生产方式向集约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推动农业生产

体系现代化.根据不同地区土地资源禀赋的情况,发展土地规模化经营或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农业适度规

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推进农业机械化和智能化发展,善于利用先进设备,实行精细化、科学化、标准化的

种植与管理,优化农业资源配置,从而保障粮食安全,消除部分农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增强农产品供给结

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二是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围绕优质化、绿色化、品牌化做文章,
在提高供给体系效率的基础上不断促进农产品供需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加优质绿色农产品生产;以

资源承载力和环境容量为基础,推行绿色种养、生态循环等绿色生产方式;以乡村特色资源为根基,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推动形成 “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乡村产业格局.

４２　增强产业基础现代化,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产业基础能力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和动力源.产业基础能力包括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产业公共服务

能力、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因此,一是要增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培育高产、抗病、优质的新品种;构建

“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的全过程科技创新链,瞄准农业机械化需求,加快推进农机装备创新,
研发适合国情、农民需要、先进适用的各类农业机械,推进农业现代化.二是要增加农业产业公共服务能

力,基于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新兴技术平台和架构的农业产业公共服务平台,收集生产、贸易各

环节情况,提供市场价格信息,为各类用户提供有深度、有价值、全面可靠的公共数字服务,有效促进农产

品产、供、销等一体化.三是要加大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田水利、道路交通、信息通信等传统基

础设施建设,有序推进５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三者同时发力,推动产

业基础现代化水平提高,进而推动农业产业升级.

４３　推进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加速 “四链”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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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融合是产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三产纵向深度融合是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的必然要求.从简单的

“农业＋工业”“农业＋服务业”延伸为 “农业＋工业＋服务业”,集生产、加工、观光旅游为一体,有利于

发掘农业的多功能性,促进农民增收渠道多元化.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合作模式创新,更多地采用股份合作

制模式,使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链接更加紧密,同时农户通过参与到加工、销售、流通等环节,可以提升其

在价值链分享中的地位,价值链良性循环促进三产融合进一步深化.三产融合要引入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元

素,通过电商业务推动农业产业的宣传与销售,助推农村新业态发展,完善产业供应链.

４４　树立城乡融合发展思维,优化空间布局

按照城乡融合发展的理念,加快推进城乡要素自主有序流动,减小城乡全面小康实现程度的差距.一是

以构建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为突破,推动城乡土地要素配置合理化和效率的提高;二是要切实放宽放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相关政策,建立公共成本负担机制,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三是鼓励资本下乡,推动中

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水平,增加农民经济收入,发掘农村巨大消费潜力.通过

促进城乡市场整合、功能扬长互补,实现区域平衡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用地的空间布局.

４５　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全面提升农村改革深化水平

深化农村改革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要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激活农村要素资源.一是以土地制度

改革为牵引,通过土地经营权流转形成的土地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推进规模化服务,在流转中需要尊重农

民的意愿,体现适度规模经营原则,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以及资源配置效率为导向,摆脱

“内卷化”倾向;二是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树立 “早改革早受益、早改革早主动”的思想,由于自

然禀赋、历史传统、经济水平等方面的差异,因地制宜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三是推进农村宅

基地制度改革,根据经济社会资源、农民群体特征以及改革环境,合理使用政策工具,创造性地实现了政策

工具与制度体系和政策模式的有机结合,借鉴试点地区改革经验,盘活农民财产资源,增加财产性收入.

４６　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创新改革,打造 “双循环”战略枢纽

自由贸易试验区要自主开放,赢得发展的主动性和竞争的主动性;自主试验,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先行先试,创新经验推广辐射至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要构建高水平开放创新的制度环境和发展环境,
加快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海量供求数据信息能够精准匹配,真正成为畅通

“双循环”的战略枢纽.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创新发展,加强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接力度,推动

优质农产品 “走出去”“引进来”,优化中国农业贸易结构.从短期来看,有助于消化国内过剩农产品、拓展

紧缺农产品多元化进口;从长期来看,合理的农业贸易结构有助于保护中国耕地资源与水资源,实现农业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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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建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机制是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机制体制创新

的重要方面.本文通过对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的历史演进和运行机制的系统分析,探究

其作用机理,明确政策运行特征,评估其积极影响和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①欧盟

交叉遵守机制具有条件性、支付基础广泛、法规要求宽松、监督检查处罚机制严格、
配套措施完善等特征;②机制对提升欧盟农业用地环境管理水平,改善环境政策执行

效果,为欧盟农业支持提供合理化依据起到重要作用;③机制增加了行政成本和农民

负担,且设定的仅是最低环境要求.基于以上研究结果,针对中国面临的如何协调农

业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本文提出树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长久观、政策设计应侧重

权责对等、构建可选择性交叉遵守试验区以及完善农业咨询服务等配套措施的政策

建议.
关键词:农业绿色发展;交叉遵守机制;历史演进;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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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凸显,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核

心目标[１].２０１７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提出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四五”期间,中国进入农业绿色发展的快速提升期,在

国情实况既定前提下,制度及其政策成为影响农业绿色及其技术选择的重要因素[２],构建新发展阶段绿色导

向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成为新时代农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目前,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存在补贴制度改革进展缓慢、政策分散的问题[３],虽然补贴总量逐年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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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但补贴效率并未有效改善[４].创新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工具,构建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体系,提升

政策工具实施效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从最新研究来看:一方面,学者们从国内外经验角度对发达国家以及先行区经验进行总结分析.欧美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从注重经济效率向兼顾经济效率与环境效率转变,政策工具实现市场化、法制化协同[５],构

建了层次清晰、工具多样的支持政策体系[６].农业知识创新服务体系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小农户

被边缘化的问题[７].另一方面,学者们立足中国现实,分析目前中国农业绿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关键问

题,并提出解决对策———快速发展绿色农业,就需要尽快建立起适合生态友好型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制度及政

策体系.农民行为真正决定生态友好型农业技术的实际应用,尤其要关注如何将小农户纳入农业绿色发展轨

道[８Ｇ９].从新中国建立以来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演变和优化进路入手[１０],搭建农业绿色发展理论框架,提

出农业绿色发展应更注重绿色和发展的协同[１１],研究重点应放在农业绿色发展的机理探究、农业绿色发展系

统支撑体系的支撑点探讨及农业绿色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上[１２].
综合最新研究成果,目前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演进趋势、整体政策体系有较好的研究基础,

但对于其中具体政策工具的作用机制、运行特点、制约因素以及中国镜鉴等方面的研究仍有待深化.国内相

关研究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应构建协同机制促进农业绿色发展已形成共识,但如何建立环境保

护与农业发展的协同机制,进一步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工具,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支持政策效率,是目

前面临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立足中国具体国情,另一方面可以在一些重大政策和制度方面

向国际经验汲取营养[１３],放眼世界,在世界范围内、从历史角度寻找答案.作为农业高保护、高补贴的经济

体,欧盟的农业支持政策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起向绿色环保转型,构建起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持政策体系.其

中,交叉遵守机制 (GrossＧComplianceSystem)在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绿色转型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交叉遵

守机制,欧盟实现了环境保护与保障农业生产、稳定农民收入的协同.因此,本文选取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绿

色转型进程中的交叉遵守机制作为研究对象,系统深入分析交叉遵守机制的历史演进、作用机制、运行特点

以及贡献与不足,将有助于厘清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的作用机理、关键制约因素,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与农业

发展协同的政策创新提供借鉴思路,丰富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工具选择.

２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内涵与历史演进

２１　交叉遵守机制内涵

交叉遵守概念起源于美国.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国在农业政策中要求农民必须满足相应条件,才有资格

获得政府项目支持,尤其是商品计划的支持.由于获得项目支持需要同时满足申请项目的条件以及某些法定

义务,因此建立某种跨项目的联系,称之为交叉遵守.自此,该术语在美国及欧洲等国家和地区使用,用以

指代农业和环境 (及其他)政策之间的联系.
交叉遵守机制在欧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可选择性措施到强制性措施,从烦琐的要求和标准到逐渐简化

易操作的演进历程.简而言之,交叉遵守是设定农民在农业生产中与环境、生态等方面有关的强制性标准,
作为其接受相关农业补贴的前提与基础,用以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其目标是通过对农民的环境保护

规制,达到社会对农业在环境、生态、气候等方面的期望.根据该机制,对不执行交叉遵守规则的农民将实

施按比例减少直接支付的行政处罚.这种与直接支付挂钩的强制性措施,有助于提高农业标准化生产程度,
有利于环境保护.

２２　欧盟交叉遵守历史演进

２２１　可选择性交叉遵守机制 (１９９２—２００２年)
虽然这一时期欧盟农业增加值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下降至１５％左右,但谷物等的农业产出水平仍不断提

高.随着生产的过剩,欧盟内部对是否继续维持农业高补贴的争议更加激烈.在 WTO体系下,欧盟对农民

的高补贴也受到其他 WTO成员的广泛质疑.在这一阶段,提高产量不再成为农业支持的主要目标,因此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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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农业更广泛的功能,要求农民满足更高的环境标准、向社会提供切实的社会或环境利益,成为维持这类补

贴可能性的新依据.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欧洲共同体内部就出现了关于交叉遵守与共同农业政策相关性的讨论,开始

关注如何在农业政策中融入环境因素.１９９２年,作为改革的一部分,交叉遵守被引入共同农业政策,成为成

员国可选择政策,成员国有义务将适当的环境条件应用于农业耕作,并允许成员国在直接支付中引入环境条

件.１９９８年,作为成员国可选择措施,交叉遵守在部分成员国开始实施,并与补贴挂钩,要求获得补贴的同

时受益人遵守相应的环境标准.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０年议程»提出通过交叉遵守将环境问题更好地融入共同农业

政策,成员国有义务在特定的市场支持计划中采取适当的环境措施.

２２２　强制性交叉遵守机制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
根据第１７８２/２００３号条例 (交叉遵守政策的法律基础),交叉遵守机制自２００５年１月起成为欧盟各成员

国强制遵守的制度,与直接支付建立联系,各成员国在欧盟指导框架下制定交叉遵守的国家标准.强制性交叉

遵守机制创造了共同农业政策支持与保证基本环境生态标准之间的协同机制,也成为将环保理念真正纳入农业

政策的重要步骤.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交叉遵守也适于农村发展措施中的环境支付,２００８年开始适用于某些针对葡

萄酒的支付,且自２００７年１月１日起欧盟开始强制要求各成员国建立支持交叉遵守的综合咨询系统.
强制性交叉遵守机制包括法定管理要求 (StatutoryManagementRequirements,SMR)和良好农业环境

条件 (GoodAgriculturalandEnvironmentalCondition,GAEC)两部分.SMR以现有法规指令为基础,内

容涉及环境、动物健康与福利、食品安全等１８个法定管理要求,包括保护野生鸟类、防止地表及地下水污

染、土壤保护、自然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保护.GAEC管理重点在于保护农业用地,尤其是注重土地休耕后

的管理,要求成员国确保所有农业用地,尤其是不再用于生产目的的土地,维持良好农业和环境条件,包括

保护土壤免受侵蚀、保持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结构、避免生态环境恶化、水管理和保护景观特征.GAEC的具

体内容由各成员国根据自身情况制定.

２００９年,欧盟对 GAEC进行修订,将水资源保护和管理纳入强制性标准,并加入可选择性标准赋予成

员国在标准实施中更大的灵活性 (表１).对于已在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之前确定农业环境最低要求的成员国可

采用选择性标准.

表１　２００９年欧盟良好农业环境条件修订内容

问题 强制性标准 选择性标准

　土壤腐蚀:通过适当措施保护土壤
　最低程度土壤覆盖

　反映特定地区条件的最低程度土壤管理
　保护梯田

　土壤有机物:通过适当措施维持土壤

有机物水平
　耕地残茬管理 　作物轮作标准

　土壤结构:通过适当措施维持土壤

结构
　适当使用机械

　最低维持水平:确保最低维持水平及

避免栖息地的破坏

　保护乡村景观特征,包括篱笆、池塘、沟渠以

及成线状、群状或孤立和场边缘的树木

　最低牲畜放养率和/或适当管理

　建立和/或保护栖息地

　避免农业用地中有害物种的入侵 　禁止砍伐橄榄树

　保护永久牧场 　维持橄榄树和葡萄树良好植物条件

　保护和管理水资源:保护水资源防止

污染,用竭及管理水资源的使用

　建立河道缓冲带

　灌溉用水的使用须经过授权

　　资料来源:CouncilRegulation (EC)No７３/２００９.

２２３　逐步简化调整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
为加强直接支付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支持,２０１３年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在直接支付体系中引入绿色直接

支付.由于绿色直接支付部分内容来自交叉遵守机制,因此共同农业政策改革对交叉遵守机制进行了调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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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化.根据欧盟第１３０６/２０１３号条例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融资、管理和监督的规定,主要调整包括SMR的

数量由１８个减少至１３个,GAEC标准由１５个减少至７个 (表２).调整后的交叉遵守主要关注水资源保护、
土壤问题、生物多样性及乡村景观的建设与维护 (表３).

表２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欧盟交叉遵守调整内容

调整内容 调整方式 调整原因

　取消７个可选 GAEC 　取消 　促进成员国更全面地实施 GAEC

　将保护永久直接牧场的 GAEC标准

转换为绿色支付的三种做法之一
　转换为直接绿色支付 　加强直接支付对绿色发展的支持

　防止不必要植被侵害的 GAEC标准

已成为基本直接支付方案下的资格标准
　转换为基本直接支付的资格条件 　加强直接支付对绿色发展的支持

　去除污水污泥 　取消 　一般适用于污水公司而非农民

　在动物疫病通报中删除３个SMR 　取消 　系统交叉遵守控制不适用于特殊疾病的发生

　减少两个保护野生鸟类和自然栖息地

的SMR的范围
　缩减 　侵权行为只有在农民被当场抓获时才能确定

　将防止地下水污染的SMR转化为新

的 GAEC
　SMR向 GAEC转换 　规范农民生产方式

　　资料来源:Regulation (EU)No１３０６/２０１３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表３同.

表３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欧盟交叉遵守机制中与环境有关的标准

涉及范围 代码 与环境有关的标准及要求

水

SMR１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２日关于保护水免受硝酸盐污染的农业理事会指令９１/６７６/EEC的第４条和第５条

GAEC１ 　河道缓冲带的建立

GAEC２ 　灌溉用水的使用须经授权,遵守授权程序

GAEC３ 　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直接排放至地下水,防止通过危险物质的渗滤污染地下水

土壤和碳存储

GAEC４ 　最低程度土壤覆盖

GAEC５ 　反映特定地点具体情况的最低土地管理以限制侵蚀

GAEC６ 　通过包括禁止燃烧作物残茬等恰当操作以维护土壤有机质水平 (为了植物健康目的的除外)

生物多样性
SMR２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２００９年１１月３０日的２００９/１４７/EC指令第３条 (１)(２,３),４条 (b)(１),(２)和 (４)保

护野生鸟类

SMR３ 　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理事会９２/４３/EEC指令第６条第 (１)款和第 (２)款关于保护自然栖息地和野生动植物

乡村景观、
最低水平维护

GAEC７
　景观特征,包括适当的地方的篱笆,池塘,沟渠,一组或孤立的树木,田野边缘和梯田,包括在鸟类繁殖和饲

养季节禁止砍伐树篱和树木,作为一种选择的避免入侵植物物种的措施

２２４　增强型条件 (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新一轮共同农业政策改革)
为履行巴黎气候大会所作出的环境承诺,伴随着共同农业政策的进一步简化灵活调整,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欧

盟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方案中提出绿色体系的重构,取消绿色直接支付,交叉遵守机制以新的增强型条件代

替,将部分绿色直接支付内容融入增强型条件.结构框架仍包括SMR和 GAEC,但对具体内容进行调整以

提高环境效益,如将目前对作物多样化的 “要求”(绿色直接支付内容)升级为作物轮作 “义务”、构建新的

GAEC标准 (对湿地和泥炭地进行适当保护,向农民提供养分可持续管理工具进行科学施肥等)、加强

GAEC与SMR之间的联系、纳入两项重要的环境指令内容 («水框架指令»和 «可持续使用农药指令»).
与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趋势相一致,增强型条件也贯彻简化灵活调整原则,GAEC在欧盟层面仅阐述每个标准

的本质,具体规则则由成员国根据自身土壤、气候、农业结构等情况自行决定.
总体而言,随着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调整改革,交叉遵守机制也处于不断演进过程中,作为基本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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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法规,其内容涉及水资源、土壤、生物多样性以及乡村景观的保护与维护,其目的并非要达到高标准

的环境保护目标,而是规范农民的生产方式、保护农业生产模式.从SMR和 GAEC的调整趋势来看,欧盟

交叉遵守机制向着简单易操作方向发展.

３　交叉遵守的运行机制

欧盟将政策目标分解为欧盟、成员国、农民三个层面,从总目标到具体目标再到执行目标,将社会需求

一步步细化.政策执行过程注重政策执行效果的监测,从农民层面、国家层面、欧盟层面对执行效果进行量

化监测,不断反馈修正,形成政策良性循环.运行主体涉及制定和向生产者提供交叉遵守信息的机构、监督

检查机构、支付机构以及提供农场咨询服务的农场咨询系统 (图１).具体运行包括交叉遵守规则制定与下

达、合规检查、机构付款和提供咨询服务等环节.

图１　欧盟交叉遵守运行机制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

第一,向生产者提供交叉遵守方面的相关规定并提供合规技术指导.成员国一般通过农业部门或类似机

构向生产者提供交叉遵守法规信息,也有些成员国由地方政府 (德国)或建立区域机构 (奥地利和西班牙)
或通过农业工会组织 (法国)提供相关信息.提供法规信息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包括网站、报纸杂志、广播

电视等媒体以及举办培训、研讨会或发放印刷品等.针对农民如何在生产中适应交叉遵守的问题,欧盟要求

各成员国必须建立农场咨询机构,咨询机构性质可公立也可私立,并允许农村发展基金为农场咨询机构的运

营提供资金保障.对于农民咨询,在多数国家需要付费以获得农场咨询机构的相关建议,但有些成员国规定

每个农场每年可返还部分费用.
第二,对生产者进行交叉遵守规则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根据第７９６/２００４号条例,欧盟要求成员国通

过对至少１％申请单一农场补贴的农民进行现场检查以核查执行交叉遵守规定的情况.一般农民可获得为期

１４天的检查通知期,但在对牲畜补贴进行检查时,农民获得的检查通知期不得超过４８小时,随机选取的农

民比例为２０％~２５％,其余的则基于风险评估选择.成员国可以根据农场等级、农场类别或以地理位置为基

础进行风险评估,也可以考虑其他的因素,如农民是否参与农场咨询计划或者农场认证计划 (如一些大的食

品超市要求其农场供应商必须参加与要求和标准有关的农场认证计划).
第三,支付机构依据检查报告发放支持资金.检查机构生成检查报告,并作为支付基础递交支付机构,

符合交叉遵守规定则进行全额支付.对未遵守的农户,处罚将取决于未遵守是过失行为还是故意所为.第一

次过失原因的未遵守,将导致当年发放的直接补贴减少３％,而故意行为则减少补贴的２０％.如果故意不遵

守还涉及其他的补贴计划,那么下一年该补贴计划也不会对该农民进行补贴.重复违反遵守规定的情况,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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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部门可对其施以更高的处罚.如果违反遵守规定均为过失所致,那么处罚数额可能会达到全年发放的直接

补贴数额的１５％.一旦达到该比例,以后的违约均被视为故意,并被处以更为严厉的处罚.如果重复违反均

是故意不遵守,那么处罚可能会达到当年发放给农民的直接补贴数额的１００％[１４].

４　交叉遵守机制特征与评价

４１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特征分析

４１１　机制构建的条件性

条件性是交叉遵守机制的核心.交叉遵守机制要求出于某些目的 (如收入支持)而收到付款的生产者必

须在农业生产中遵守环境、公共卫生、动植物健康和动物福利等规定,作为获得相应农业支持的条件.只有

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能全额获得农业支持.这一条件是获得农业支持的基础,通过具体条件的制定,可

以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

４１２　支付基础的广泛性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覆盖的支持政策包括几乎所有直接支付 (小农户直接支付可豁免),以及大部分农村

发展支付:以面积为基础的支付包括农业环境措施、自然受限地区支付、自然２０００措施、造林措施、森林

环境措施、农用林业、有机农业;葡萄酒部门支付:葡萄园重组和转型以及绿色收获.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

策预算,２０２０年直接支付预算４０９５３亿欧元,农村发展措施１４６９４亿欧元,占到总预算近９５％.尤其是直

接支付在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担负着保障农民收入的重要功能,收入支持占到农民收入的

近一半.这种广泛的覆盖面,有利于对农民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在最大范围上将尽可能多的农业生产者纳

入交叉遵守体系,对农业环境效益的增加起到更有效的促进作用.

４１３　交叉遵守内容的宽松性

虽然欧盟交叉遵守机制具有广覆盖的特征,但对农业生产者提出的环境要求却是最低要求.从内容来

看,法定管理要求以现行的欧盟法规为主,良好农业环境要求则是各成员国根据欧盟标准在国家和地区层面

针对自身情况设立 (包括土壤和气候条件以及现有耕地系统和农场结构)的确保农业用地保持良好条件方面

的最低要求.因此,交叉遵守机制的意图并非要达到较高的环境保护水平,而是确保最低限度的维护生态环

境,防止水土流失,维护土壤有机质和土壤结构,避免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４１４　监督检查的严格性

交叉遵守机制构建了严格的监督检查制度,为避免检查制度对农民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和成本负担,检查

基于风险评估和定期抽检.抽检将随机选取２０％~２５％的农民,其余的以风险评估为基础进行选择,农场等

级、农场类别或地理位置以及先期是否存在违约行为等都会成为考虑因素.

４１５　处罚机制的科学性

由于交叉遵守机制与公共资金的获得紧密联系,因此,是否获得全额补贴取决于是否违规以及违规的严

重程度.欧盟构建了一套基于违约严重程度、违约次数、持续时间和再次发生的概率的处罚机制,将违规从过

失和故意、违规次数、持续时间等角度进行综合考量,累进式处罚,既给予初次违规的农民以警示,也通过补

贴资金的累进削减,对多次发生违规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做到保障农民收入和维护生态环境间的平衡.

４１６　农场咨询服务系统的配套性

交叉遵守机制的顺畅运行离不开完善的配套措施.一方面,交叉遵守机制的法规内容需要准确、及时传

达至农民;另一方面,遵守相关规定具体如何操作也需要对农民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因此,欧盟要求各成员

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向农民普及交叉遵守机制的内容,并且必须建立农场咨询服务系统,对农民进行具体指

导,助力农民适应和遵守相关法规.

４２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评价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作为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的重要创新,促进了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的绿色转型,保障了

—０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01（总 513）



农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同,对提升农业绿色发展水平起到积极作用.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机

制运行带来的成本增加问题、环境收益衡量问题以及产品竞争力问题等.这些问题也促使交叉遵守机制以及

欧盟农业绿色发展政策体系不断创新与改革.

４２１　积极影响

第一,交叉遵守机制的创立,有助于直接支付的合理化.从交叉遵守机制产生的背景可知,直接支付作

为交叉遵守机制的支付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其高额的补贴受到欧盟内部和 WTO框架下其他成员的广

泛质疑.而交叉遵守机制的构建,为欧盟给予农民收入补贴提供了合理化依据,即这一补贴用以弥补农业生产

者对农业农村环境改善所做出的努力,在向 WTO通报的国内支持政策中,将其列入 “绿箱”支持范畴.
第二,交叉遵守机制的创立,是将环境理念纳入农业政策的重要步骤,也将改善欧盟环境法规的执行效

果.交叉遵守机制的创立,是将环境目标整合进共同农业政策的关键环节.欧盟环境立法的执行不力一直是

欧盟许多地区的问题 (尤其是 «硝酸盐指令»).交叉遵守中的法定管理规定均源于现行欧盟法规,因此交

叉遵守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以往欧盟环境法规执行不利起到改善作用.同时这一机制的设立,也向广大农

业生产者及所有民众释放了欧盟实现可持续农业生产体系的目标和决心.
第三,交叉遵守机制创造了农业发展与环境效益之间的协同机制.取得农业生产效益与生态环境效益二

者看似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传统农业生产以高投入、高消耗获得高产出,带来的却是生态环境的不断恶

化,因此如何协调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也是各国农业政策创新面临的问题.欧盟通过交叉遵

守机制,使农业政策兼具多元目标,为实现农业支持与环境效益的有效协同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四,交叉遵守机制有助于提高农业用地环境管理水平.由于交叉遵守机制执行不力会导致成员国共同

农业政策资金削减,因此交叉遵守有助于加强国家主管部门在农业中对环境标准的应用和执行.这一机制通

过法定管理要求与良好农业环境条件的相关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切实有助于农业用地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尤

其是对于耕地质量管理有一定积极作用.

４２２　存在的问题

第一,该机制的运行无疑将增加行政成本和农民负担.一方面,交叉遵守机制从交叉遵守内容的传递到检

查与监督,再到对农户生产的指导等多个环节都将带来成本的增加,而且农业生产者为适应交叉遵守机制也将

增加额外负担.自交叉遵守机制创设以来,有学者研究发现交叉遵守机制确实给农业生产者带来一定的困

扰[１５Ｇ１６],也有很多生产者抱怨机制过于复杂使其难以适从,这也是近年来交叉遵守内容以及整体农业绿色发展

政策体系重构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成本的增加是否能被增加的环境效益所抵消,在实证方面仍缺乏有力的证据.
第二,无法针对特定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仅是提供生态保护最低标准.交叉遵守仅是有助于在大范

围内实施水平基线的工具,所进行的转移支付并不是环境保护的直接补偿,而是主要出于再分配原因而进行

的.对于农民而言,付款水平必须与环境及生产要求挂钩.交叉遵守机制所提供的仅是生态保护的最低标

准,无法针对特定环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因此要系统解决农业环境问题,需要另外有针对性的农业环境措

施与之相配合,解决特定的环境问题并补偿农民额外成本,构建完善的农业环境政策体系.
第三,交叉遵守机制是否会影响成员国以及欧盟整体农业竞争力.由于各成员国农业具体情况存在差

异,交叉遵守条件的制定,尤其是 GAEC内容,欧盟给予各成员国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从实践角度来看,各

国制定的标准存在较大差异.成员国更倾向于为交叉遵守制定宽松的、“软”标准,即较少的、模糊的指标.
一方面,这是出于最大限度减少行政成本和避免对生产者造成额外负担风险的考虑[１７];另一方面,这是降低

由于标准不一致所可能导致的农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问题.甚至有学者提出,欧盟内部较之外部严苛的合规性

条件同样或将影响欧盟农业整体竞争力.

５　启示与借鉴

目前中国农业农村工作进入乡村全面振兴阶段, “十四五”时期将成为农业绿色发展理念转化为实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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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五年.与欧盟农业支持政策绿色转型背景类似,中国同样面临农业环境问题、消费升级以及 WTO 规则

约束问题.可以借鉴欧盟交叉遵守机制,将环境规制真正嵌入农业政策,切实发挥农业支持政策在保护环

境、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方面的积极作用.

５１　树立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长久观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纳入共同农业政策的三十多年中,历经可选择条件、强制性条件、简化条件以及增强

型条件阶段,处于不断的动态优化中.中国农业领域资源环境问题错综复杂,是长期不合理的生产方式日积

月累形成的,治理难度大、周期长.要从农业绿色发展的长期性、复杂性出发,认识到发展方式转变不可能

一蹴而就,要立足当前,放眼未来,做好战略谋划,坚持久久为功,推动农业绿色发展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农业发展方式逐步调整,农业支持方式不断创新.着力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以绿色提升农产品品质,着力

改善绿色生产生活生态环境,以绿色促进乡村振兴.

５２　政策设计理念侧重权责对等

欧盟交叉遵守机制设计坚持农民权责对等,在获得农业补贴的同时,需承担相应环保义务,使得农业补

贴兼顾环境保护和农民收入.而中国当前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侧重对生产者的给予,对获得补贴的绿色限定

条件设定不足.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变,主要能动因素在于生产者,只有生产者在农业生产中切实采取清洁生

产方式,才能够改善农业环境,才能够促进环保法规的有效实施.因此,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政策创新也应贯

彻这一理念,农业支持政策植入环境要求,逐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保障农民收入的同时促进环境保

护,全面发挥政策效能.

５３　探索可选择性交叉遵守机制试验

由于中国农业补贴在农民收入中的占比不到５％,与欧盟近５０％的收入占比存在较大差距,因此目前全

面实施强制性交叉遵守机制的基础薄弱.但是也应看到,农业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农业发展的未来趋势,
这是不可回避的.欧盟交叉遵守机制也历经了从可选择到强制的阶段.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可以选择适当区

域如国家特色农产品优势区针对新型经营主体,或省级以上区域公用品牌使用者试行可选择性交叉遵守机制

试验,在试验区以现有环保法规为基础结合农业特点制定遵守要求,以最低环保标准为目标,创设激励性奖

补政策,在运行中总结经验教训.

５４　注重完善农业咨询服务等配套措施

交叉遵守机制的引入,不可避免会带来政策执行成本和农民遵守成本的增加.借鉴欧盟经验,在机制搭

建之初,应尽量简化监督检查等环节,实行易操作标准,以降低执行成本和农民的不适应性.构建完善的配

套措施,如农场咨询服务体系,有助于降低这种不适应性.Knuth等对德国勃兰登堡研究发现,采用农场咨

询系统后,可以有助于增加农民面对交叉遵守检查的信心[１８].但同时也需要看到,欧盟各国农业咨询推广服

务组织的私营化导致了小农户面临服务排斥困境[７],这对中国推进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咨询服务体系的构建

也有一定的警示作用.由于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业经营仍具有小农户分散经营的特征,因此必须秉承服

务农户、传递技术信息为核心的精神,依托现有农业技术咨询服务体系,打通法规传递的重要环节,构建适

应中国国情的咨询服务体系;另外,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发展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在政策实施中的使用,利

用卫星、无人机和遥感技术等,将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整合利用,通过技术创新,不断降低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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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ystematicanalysisofthehistoricalevolutionandoperation mechanism ofEU crossＧcompliance
system,thispaperexploresitsfunctionmechanism,evaluatesitspositiveimpactandexistingproblemsThe
resultsshowthat:①EUcrossＧcompliancesystemhasthecharacteristicsofconditionality,broadpayment
basis,looserequirementsandcompletesupporting measures;②thissystem playsanimportantrolein
improvingtheenvironmentalmanagementlevelofagriculturalland,improvingtheimplementationeffectof
environmentalpoliciesandprovidingreasonablebasisforEU agriculturalsubsidies;③thissystem also
increasestheadministrativecostandtheburdenoffarmers,andonlysetsthe minimum environ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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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中国重大动物疫情公众认知与行为调查数据,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

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检验,进一步使

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众个体特征对其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
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期间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可显著提升其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

感知程度,而知觉行为控制则可有效降低其风险感知.公众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

规模在部分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其中年龄较大的公众群体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

知程度更易受到主观规范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较低的公众群体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

险感知程度受主观规范和行为态度的影响更大,规模较大的家庭其知觉行为控制将显

著降低其风险感知程度.最后,本文从政府、行业、公众个体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

议,以期为制定相应的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管理策略提出相应依据.
关键词: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计划行为理论;结构方程模型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１００３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重大动物疫情多发.自２００１年的牲畜 O 型口蹄疫到近年来反复出现的 H７N９疫情、
非洲猪瘟等,各类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频发.动物发病死亡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４００
亿元,约占养殖业总产值增量一半以上[１].重大动物疫情暴发不仅给畜牧业、养殖户等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并且对食品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不良影响.近年来,重大动物疫情对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成为各国人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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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焦点,也成为维持国家安全稳定和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随着人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动物食品质量安全的关注度攀升.重大动物疫情是肉类食品质量

安全的主要危险源,社会大众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提高了其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的敏感性,如２０１３年上海黄

浦江漂浮死猪公共卫生事件,引起公众对于食品安全及市场供求失衡等问题的担忧[２].重大动物疫情散布的谣

言会直接引起公众恐慌心理,从而导致消费者对肉类食品采取不同程度的消费规避行为.消费者非理性的风险

规避行为造成养殖业的巨大损失,导致重大动物疫情危及的次级灾害不断扩大[３].如何引导社会公众对重大动

物疫情的正确感知、化解其恐慌心理,成为当前重大动物疫情频发背景下必须进行探究的重要问题.
近年来,从微观主体视角探讨重大动物疫情带来的影响成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其

中尤以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ofPlannedBehavior,TPB)分析重大动物疫情暴发后居民消费行为及意

愿变化、公众风险感知的研究较为集中.Lobb等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禽流感暴发后英国居民对鸡肉的购

买意愿,认为行为态度是决定居民购买鸡肉的关键,且居民对媒体发布的食品安全信息更为信任[４].欧洲食

品安全事件发生后公众对鸡肉购买意愿的改变同样符合计划行为理论[５].若社会大众对流动屠宰市场持有积

极态度,则对该市场肉类产品的购买意愿更强[６].Akbari等使用计划行为理论预测伊朗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

消费意愿,结果显示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信任等行为态度对其消费意愿有显著影响[７].山丽杰等[８]、吴林

海等[９]使用计划行为理论分析公众对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的主要因素,认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以及知觉行

为控制均对公众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计划行为理论对研究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问题具有一定的普

适性[９].
综上,当前关于重大动物疫情暴发后社会公众消费行为及意愿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对于重大动物疫情频

发背景下公众风险感知的相关研究较为缺乏.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会对其消费行为决策产生重要

影响,且风险感知与真实风险存在一定偏差,因此有必要对影响社会公众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关键因素

进行分析,以尽可能规避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社会公众非理性行为的发生.此外,鲜有研究分析个体特征对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不同公众群体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差异尚待检验.鉴

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基于全国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调查数据,以计划行为理论为理论

支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在重大动物疫情频发背景下,社会公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

制对其风险感知的影响;进一步地,以社会公众的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试图解释其在公众行为态度、主

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与风险感知之间的调节效应,丰富和拓展重大动物疫情风险防范研究内容与深度,为

政府制定相应的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１　基础理论与研究假设

１１　理论基础

计划行为理论[１０]是理性行为理论[１１]的进一步延伸,并逐渐成为应用最为广泛的行为预测理论.根据计

划行为理论,人对特定行为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共同作用影响行为意向,个体行为的产生

直接取决于行为意向,行为意向又受到行为主体的内在心理认知因素的影响.此外,个体特征对个人行为意

向具有调节效应[９].根据上述理论,本文从认知行为学角度探讨社会公众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

制与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及个体特征在其中所起的调节效应.

１２　研究假设

１２１　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对其风险感知的影响

消费者的行为态度指消费者对于行为决策可能导致后果的评价和感知,是影响消费者行为意向和行为决

策的关键因素.公众对健康的关注度越高,将更倾向于选择具有质量认证标识的肉类产品[７].三聚氰胺事件

下消费者会通过选择自己放心的品牌以规避风险[１２].公众在禽流感期间更倾向于在可靠的市场购买禽类食

品;减少购买活禽的消费者拥有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１３].综上,已有研究认为公众的消费行为态度能反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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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水平,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社会公众行为态度转变更为积极,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其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水平随之提升.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１: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对其风险感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

间,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向更积极的方向改变,表明其风险感知水平越高.

１２２　社会公众的主观规范对其风险感知的影响

主观规范指媒体信息、亲友及社会团体行为等社会压力对消费者风险感知的影响.消费者风险感知受信

息存量的影响[１４],风险感知越高,其对信息的关注和需求就越高[１５].亲友的消费行为将影响公众自身的风

险感知[３].日本消费者在疯牛病暴发期间,牛肉需求显著下降[１６].信息对公众的风险感知的影响还取决于获

取信息渠道[１７]和信息强度,公众对新闻机构报道的信息更为信任[１７],公众风险感知还更易受到专家意见的

影响[１８].Beamish[１９]指出政府具有独特的监管和行政权力,在风险防控中政府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疫病防控

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养殖户对采取疫病防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２０].从已有研究来看,媒体信息、亲友和专家

引导对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行为的变化均有影响.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对各类信息关注度

越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其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水平较低,而对各类信息关注度较高的公众,其行

为更易受到各类信息的影响,从而提升其风险感知水平产生影响.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２:社会公众的主观规范会对其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１２３　社会公众的知觉行为控制对其风险感知的影响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公众预期自身能够控制的程度,与自身所掌握的资源与机会呈

正相关.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风险感知水平较高的消费者会主动查阅资料获取食品安全信息,尽可能将

风险降低在可接受水平[２１].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后,主动通过改变烹饪方式、传播最新准确疫情信息、根据自

身经验和查阅资料检验肉质安全的公众,其知觉行为控制水平相对较高,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也更为

强烈.
由此提出研究假设 H３:知觉行为控制会对社会公众的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１３　社会公众个体特征的调节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年龄、性别、家庭收入、家庭规模以及文化程度等个体特征因素也会对风险感知产生影

响.例如,受教育程度越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其拥有更多的动物疫情相关知识量,当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

会对畜禽产品质量进行深入研判[２２],影响公众的知觉行为控制等进而影响风险感知水平.个体性别、年龄等

个体特征因素以及家庭特征因素对消费者食品安全风险感知水平也具有重要的调节效应.

２　量表设计、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２１　量表设计与数据来源

为获取在重大动物疫情频发背景下社会公众风险感知的微观数据,本文在已有研究和计划行为理论基础

上,结合畜禽产品消费实际情况进行量表设计,并通过预调研对原始量表进行完善,最后确定正式量表.表

１为本文的正式量表,共包含３０个采用李克特 (Likert)五级量表形式测量的可观测变量,赋值说明详见量

表.其中,行为态度共５个题项的量表设计借鉴姜百臣和吴桐桐[２２]、王欢等[２３]等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观规

范题项设计参考了吴林海等[９]的量表设计;知觉行为控制共３个题项,基于姜百臣和吴桐桐[２２]和吴林海等[９]

的量表进行优化.由于风险感知更强调受访人的主观态度,难以准确测度,而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改变可以反

映出消费者风险感知水平,本文结合周应恒和卓佳的研究成果[１２],从公众对肉类食品的购买行为以及对肉类

食品安全性的忧虑程度和了解程度等方面共设计９个题项,以综合反映公众风险感知.此外,本文还加入了

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与家庭年收入等个体特征题项,共同构成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

知影响因素的量表设计.
本文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开展的网络问卷调查,共获得有效问卷４１５份,涵盖全国１８个省份.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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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样本分布特征而言,以２１~４０岁的公众群体较多,文化程度多在大中专科以上,调研对象能够代表对重

大动物疫情有一定认知和了解的群体.

表１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变量量表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个体特征

(SELF)

　性别 (GEND) 　１＝ “男性”,２＝ “女性” １５３ ０５０

　年龄 (AGE) 　１＝ “２０岁及以下”,２＝ “２１~４０岁”,３＝ “４１~
６０岁”,４＝ “６１岁及以上” ２１１ ０４７

　文化程度 (EDU) 　１＝ “小学及以下”,２＝ “初中”,３＝ “高中”,４
＝ “大中专”,５＝ “本科及以上” ４３１ １１１

　家庭规模 (FAM) 　１＝ “２人及以下”,２＝ “３~４人”,３＝ “５~６
人”,４＝ “７人及以上” ２１８ ０５５

　家庭年收入 (INCOME)
　１＝ “４２万元及以下”,２＝ “４２万~６万元”,

３＝ “６万~９６万元 (不包含６万元)”,４＝ “９６万

元以上”
１８２ １０６

行为态度

(AB)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优先选购正

品肉类 (QUALITY)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４４６ ０７７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优先选购有

质量认证标识的肉类 (MARK)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４２５ ０８１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去熟悉的肉

店购买肉类 (FAMILIAR)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３６０ １００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信任大型超市

售卖的肉类质量 (MKT) 　１~５表示 “肯定不相信”到 “肯定相信” ３３９ ０９３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去正规肉类

销售点购买肉类 (FORMAL)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４３８ ０８３

主观规范

(SN)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担心亲友、朋

友对 购 买 肉 类 或 外 出 聚 餐 等 行 为 有 看 法

(VIEW)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更会关注周围

人的做法 (AROUND)

　重大动物疫情

发生时,您对这

些渠道重大动物

疫 情 信 息 的 关

注度

　电视 (TV)

　网络 (NET)

　书籍 (BOOK)

　专家 (EXPERT)

　政府 (GOVERN)

　亲友 (FRI)

　重大动物疫情

发生时,您更关

注哪方面信息

　相关组织机构对重大动物

疫情的防控效果 (ORG)

　食品安全评估效果 (ASＧ
SESS)

　 养 殖 户 产 业 调 整 能 力

(ADJUST)

　 政 府 应 急 管 理 手 段

(MANAGEMENT)

　媒体对重大动物疫情信息

的传播能力 (SPREAD)

　从１~５表示担心程度逐渐提高

　从１~５表示关注度逐渐提高

　从１~５表示关注度逐渐提高

　从１~５表示关注度逐渐提高

３７４ １１３

４０４ ０８８

４１２ ０８３

４３５ ０７０

３２６ １０４

３６７ １０１

４００ ０８８

３９２ ０８５

４３７ ０７１

４３１ ０７８

３７３ １００

４２８ ０８１

４１０ ０８６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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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潜变量
可观测变量

变量名称 赋值说明 均值 标准差

知觉行为控制

(PBC)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格外注意烹

饪方式以增加食用肉类的安全性 (METHＧ
OD)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４３２ ０７７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将重大动物

疫情最新信息及时告诉亲友 (TELL)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４４４ ０６５

　疫情发生时,您是否会根据自身经验去检验

肉质安全 (EXPER)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到 “肯定会” ３７８ １１０

风险感知

(RISK)

　您是否会因为重大动物疫情发生而减少相关

肉类的购买 (REDUCE)

　您是否担心肉类不安全对人体造成长期危害

(HARM)

　您是否担心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买到染病肉

类 (INFECTED)

　您是否会因为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肉类安全

性难以辨别感到不安 (SAFETY)

　您认为重大动物疫情对肉类质量的影响程度

(IMPACT)

　肉类质量安全

状况个人评价

猪肉 (PORK)

羊肉 (MUTTON)

牛肉 (BEEF)

鸡肉 (CHICKEN)

　１~５表示 “肯定不会减少”到 “肯定会减少”

　从１~５表示担心程度逐渐提高

　从１~５表示担心程度逐渐提高

　从１~５表示不安程度逐渐增大

　从１~５分别代表影响程度增大

　从１~５代表个人对该肉类的安全状况评价逐渐

提高

４３１ ０８１

４５５ ０６８

４５７ ０７３

４３１ ０８２

４３５ ０７５

３２７ ０９１

３６３ ０７７

３６５ ０７７

３２５ ０９０

２２　实证模型构建与说明

本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

模型两部分构成,其中测量模型对潜变量与可观测变量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检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潜变量

之间的关系.模型如下:

η＝αη＋βθ＋δ (１)

X ＝Λxθ＋ε (２)

Y＝Λyη＋μ (３)

式 (１)为结构模型,η 为内生潜变量,表示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程度;外源潜变量θ 包括行

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α为内生潜变量间的系数;β反映外源潜变量对内生潜变量的影响程度,δ
为残差项.式 (２)和式 (３)为测量模型,其中X 为外源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Y 为内生潜变量的可观测变

量,Λx为外源潜变量与其可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Λy为内生潜变量与其可观测变量的关联系数矩阵,ε
和μ 均 为误差项.

２３　样本统计特征

从受访人的基本特征 (表２)来看,２１~４０岁的受访者占样本总量的７８５５％;学历在本科及以上的受

访者占比样本总量的６４３４％.受访者家庭规模多以３~４人为主,家庭年收入在４２万元及以下的占样本总

量的５３７４％.整体而言,样本群体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于重大动物疫情有基本认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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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样本基本统计特征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 变量 类别 频数 百分比 (％)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男性 １９４ ４６７５

　女性 ２２１ ５３２５

　２０岁以下 ２３ ５５５

　２１~４０岁 ３２６ ７８５５

　４１~６０岁 ６４ １５４２

　６０岁以上 ２ ０４８

　小学及以下 ９ ２１７

　初中 ４５ １０８４

　高中 ２２ ５３０

　大中专 ７２ １７３５

　本科及以上 ２６７ ６４３４

家庭规模

家庭年收入

　２人及以下 １８ ４３４

　３~４人 ３１７ ７６３９

　５~６人 ６７ １６１４

　７人及以上 １３ ３１３

　４２万元及以下 ２２３ ５３７４

　４２ 万 ~６０ 万 元

(不含４２万元) ９８ ２３６１

　６０ 万 ~９６ 万 元

(不含６０万元) ４０ ９６４

　９６万元以上 (不含

９６万元) ５４ １３０１

３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３１　量表有效性与模型拟合度检验

本文首先对量表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和有效性.量表总信度的Cronbach’sα
系数为０８８０,整体信度较好;可观测变量的因子载荷均在０５~０９,符合基本适配标准;各潜变量的

Cronbach’sα系数值均大于０７;组合信度均大于０８,潜变量组合信度良好.量表效度检验结果表明,

KMO值为０８５２,Bartlett检验结果的p 值小于０００１,量表有较好的效度.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①结果如

表３所示,各项评价指标基本接近或达到理想拟合标准.

表３　结构方程模型整体拟合度检验指标及结果

统计检验指标 评价标准 拟合值 拟合评价

绝对拟合指数

　RMR ＜００５ ００５２ 接近

　RMSEA ＜００５为优良;＜００８为良好 ００４０ 理想

　GFI ＞０９０ ０９２３ 理想

　AGFI ＞０９０ ０８９０ 接近

相对拟合指数

　NFI ＞０９０ ０９１１ 理想

　RFI ＞０９０ ０８８０ 接近

　IFI ＞０９０ ０９６２ 理想

　TLI ＞０９０ ０９４８ 理想

　CFI ＞０９０ ０９６２ 理想

简约拟合指数

　PGFI ＞０５０ ０７１４ 理想

　PNFI ＞０５０ ０６７７ 理想

　NC ＜２ １６６７ 理想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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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统计检验指标 评价标准 拟合值 拟合评价

信息指数

　AIC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和饱和模型值
８２２４６３＜９３００００;

８２２４６３＜６１２４６０１
理想

　CAIC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和饱和模型值
１５３６４７８＜３２６８１５０;

１５３６４７８＜６２７５４４９
理想

　ECVI 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和饱和模型值
１９８７＜２２４６;

１９８７＜１４７９４
理想

　　注:上述指标分别为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R)、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 (RMSEA)、适配度指数 (GFI)、调整后的适配度指数

(AGFI)、规准适配指数 (NFI)、相对适配指数 (RFI)、增值适配指数 (IFI)、非规准适配指数 (TLI)、比较适配指数 (CFI)、简约适配度指

数 (PGFI)、简约调整后的规准适配指数 (PNFI)、卡方自由度比 (NC)、赤池信息原则 (AIC)、一致性信息标准 (CAIC)、期望交叉验证指

标 (ECVI).

３２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分析

３２１　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

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０５４２、０６０２和－１５５８,且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证实了假设 H１,路径系数及研究假设检验结果如表４所示.
行为态度 (AB)对公众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 (RISK)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０５４２,证实研究假设 H１.这一结论与吴林海等[９]所得研究结论相似.公众偏向于选用食品质量较好、通过

安全认证的肉类,并会选择在熟悉商家及正规商家 (如大型超市、正规肉类销售点)购买肉类食品.
主观规范 (SN)对公众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６０２.社会公众

对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关注度越高,其风险感知程度更高.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更易受到亲友等周

围人行为的影响,这与吴林海等[９]对公众食品添加剂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一致.闫振宇和陶建平[３]

认为,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消费者会主动整理、搜集相关信息以降低行为决策的不确定性.
知觉行为控制 (PBC)对公众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１５５８,

与研究假设 H３不一致.由于样本群体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对于重大动物疫情有基本知识储备,在重大动物

疫情发生时,受访人能够凭借自身经验及对重大动物疫情的了解程度,改变行为以降低风险感知.因此,公

众的知觉行为控制程度越大,其风险感知越小.

表４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结构模型估计结果

研究假设 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检验结果

　H１:社会公众的行为态度对其风险感知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AB→RISK ０５４２∗∗∗ ２７８１ 支持假设 H１

　H２:社会公众的主观规范会对其风险感知水平产生正向

影响
SN→RISK ０６０２∗∗∗ ２８５６ 支持假设 H２

　H３:知觉行为控制会对社会公众的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

水平产生正向影响
PBC→RISK －１５５８∗∗∗ －３４０７ 不支持假设 H３

　　注:∗、∗∗和∗∗∗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和１％的水平上显著.表５和表６同.

３２２　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分析

测量模型估计结果如表５所示.
公众选购正品肉类 (QUALITY)在行为态度潜变量中影响程度最大,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９４９.行为

态度还受到肉类质量认证 (MARK)及肉类购买渠道的影响.肉类品质是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期间最为关注

的因素,公众对肉类品质关注度越高,其风险感知程度越大.公众在正规肉类销售点 (FORMAL)的标准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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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路径系数为０７５３,表明重大动物疫情期间公众更偏向于在正规肉类销售点购买肉类食品.因此,打造肉

类食品质量安全认证品牌、提高公众对肉类购买渠道的认可度能够引导社会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期间的行为

态度向积极方向转变.
食品安全评估效果方面信息 (ASSESS)对主观规范的影响程度最大,标准化路径系数为０８０３.此外,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政府应急管理手段 (MANAGEMENT)、媒体对疫情信息的传播能力 (SPREAD)以

及相关组织的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效果 (ORG)也会对公众风险感知产生影响.从信息获取渠道的关注度来

看,网络发布信息 (NET)对公众主观规范影响程度最大,超过其对政府渠道信息的关注度,与 Turvey
等[１７]的研究结论一致.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提高网络信息传播的准确度、及时公开政府对重大动物疫情

监督与应急管理手段等相关信息,有利于引导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有正确认知,做出理性的风险规避行

为决策.
重大动物疫情期间传播正确重大动物疫情信息 (TELL)、改变烹饪方式 (METHOD)及根据自身经

验检验肉质安全 (EXPER)均对公众知觉行为控制具有正向影响,降低其风险感知.这是由于公众认为

能够在自身可控范围内,通过改变行为降低重大动物疫情带来的损失,进而降低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

知水平.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 (RISK)的测量变量路径系数表明,高风险感知程度的公众会减少

重大动物疫情相关肉类的购买 (REDUCE),并会因肉类安全性难以辨别感到不安 (SAFETY).其中,高

风险感知的公众认为牛肉的质量安全 (BEEF)要高于其他肉类.

表５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测量模型估计结果

路径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AB→QUALITY １１６１∗∗∗ ００９８ ０９４９ １１９０３

AB→MARK １００９∗∗∗ ００９８ ０７７３ １０２９６

AB→FAMILIAR ０３３１∗∗∗ ００７５ ０２０９ ４３９９

AB→MKT ０２５６∗∗∗ ００７３ ０１７１ ３５１３

AB→FORMAL １０００ — ０７５３ —

SN→VIEW ０２４４∗∗ ０１１３ ０１１０ ２１５７

SN→AROUND ０５８２∗∗∗ ００８７ ０３３５ ６７０９

SN→TV １０００ — ０５９９ —

SN→NET ０９７２∗∗∗ ００５７ ０７０２ １７０６８

SN→BOOK ０７３２∗∗∗ ００９５ ０３６５ ７７３７

SN→EXPERT ０９８４∗∗∗ ０１０２ ０４９３ ９６６０

SN→GOVERN １１３３∗∗∗ ００８６ ０６５３ １３１６０

SN→FRI ０６２２∗∗∗ ００８５ ０３７４ ７３１１

SN→ORG １０００ — ０７３２ —

SN→ASSESS １２２２∗∗∗ ００５９ ０８０３ ２０６６０

SN→ADJUST １０１４∗∗∗ ０１０１ ０５１８ １００２４

SN→MANAGEMENT １２４０∗∗∗ ００７１ ０７８３ １７５１１

SN→SPREAD １２４２∗∗∗ ００８３ ０７３４ １５００６

PBC→METHOD １０００ — ０６１４ —

PBC→TELL ０８４９ ００６７ ０６１７ １２６９４

PBC→EXPER ０８５４∗∗∗ ０１２５ ０３６８ ６８１５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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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路径 非标准化路径系数 标准误 标准化路径系数 t值

RISK→REDUCE ０９５４∗∗∗ １０６５ ０８５２ ３７１２

RISK→HARM ０９０６∗∗∗ ０７５８ ０７０９ ３６６４

RISK→INFECTED ０７２２∗∗∗ ０７５１ ０６４８ ３６２６

RISK→SAFETY ０８８４∗∗∗ １０１９ ０７９２ ３７１３

RISK→IMPACT ０７５０∗∗∗ ０５０９ ０４０５ ３４３７

RISK→PORK １０００ — ０１９８ —

RISK→MUTTON １０６４∗∗∗ ０２７８ ０２３７ ３８２５

RISK→BEEF １２４８∗∗∗ ０３２１ ０２７９ ３８８６

RISK→CHICKEN １１５６∗∗∗ ０２７９ ０２２１ ４１４１

　　注:“—”表示本文将其作为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的基准.

３３　基于个体特征与社会公众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选取受访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以及家庭年收入作为调节变量,使用多群组结构方程

模型检验个体特征对社会公众风险感知的调节效应.结合已有研究[２３Ｇ２４],本文将受访人年龄分为低年龄组

(４０岁以下)和高年龄组 (４０岁及以上);将受访人文化程度分为低文化程度组 (高中学历及以下)和高文

化程度组 (大中专学历及以上);根据受访人家庭规模分为小规模家庭 (４人及以下)和大规模家庭 (５人及

以上);根据受访人家庭年收入情况分为低收入家庭 (４２万元及以下)和高收入家庭 (４２万元以上)①.本

文对参数未限制的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拟合度检验,卡方自由度比＜２,相对拟合指数＞０９,拟合度较

高.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个体特征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见表６.

表６　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的个体特征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个体特征
路径

AB→RISK SN→RISK PBC→RISK

性别

男 ００３５∗∗∗ ００１０∗∗ －０７７９∗∗∗

女 ００６１∗∗∗ ０１１１∗∗∗ －０３９６∗∗∗

临界比值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２ －００５０

年龄

低 ０００７∗∗ ０１４４∗∗∗ －０６２２∗∗∗

高 ００１７∗∗∗ ０２６７∗∗∗ －０６２３∗∗∗

临界比值 ０００３ １９７０ ００００

文化程度

低 ０１６４∗∗∗ ０５０７∗∗　 －０７８５∗∗∗

高 ００５０∗∗∗ ０１０４∗∗∗ －０５９０∗∗∗

临界比值 １８９７ １７６８ －１６２４

家庭规模

小 ００４７∗∗∗ ０２１７∗∗∗ －０２９３∗∗∗

大 ００２１∗∗∗ ０１３６∗∗∗ －０６８９∗∗∗

临界比值 ０３３８ －３３４１ ２２６５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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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将特征变量做二分类处理主要考虑以下两点:一是简化分析,避免多个类别与每个假说的交叉验证;二是本文在模型估计中尝试

采用多分类变量,结果显示与采用二分类变量的差异较小,对总体结论的有效性未产生较大差异.



(续)

个体特征
路径

AB→RISK SN→RISK PBC→RISK

家庭年收入

低 ００２４∗∗∗ ０１８６∗∗∗ ０４６７∗∗∗

高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０ ０７３８

临界比值 １１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

　　注:临界比值的绝对值小于１６５说明两组样本相对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间没有显著差异,该特征不具有调节效应;相反,则认为两组样

本具有显著差异,该特征具有调节效应.表中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

从估计结果来看,受访人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规模特征变量在部分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性别特征

和家庭收入特征在各路径中调节效应不显著.
年龄分组估计结果显示,SN→RISK 路径作用大小受到年龄的显著影响,临界比值为１９７０,年龄较高

的受访人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感知受主观规范的影响更大.这是由于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其对重大动物

疫情风险的自身抵御能力降低,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更易受到周围人及各类信息的影响,提高其风险感知

水平.
文化程度分组估计结果显示,路径AB→RISK 和路径SN→RISK 的作用大小受到受访人文化程度的影

响,文化程度较低的公众其风险感知更易受到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其中,路径AB→RISK 在低文

化程度组的系数 (０１６４)和高文化程度组的系数 (００５０)均显著.这说明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访人其风险感

知更易受到行为态度的影响,文化程度较高的受访人更倾向于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持有积极态度.文化程度

较高的人群偏向于根据已有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文化程度较低的受访人对重大动物疫情相关信息理解能

力相对较弱,其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更倾向于参考亲朋好友及周围人的意见与行为.
从受访人家庭规模的分组估计结果来看,路径PBC→RISK 的临界比值为２２６５,该路径作用大小会受

到受访人家庭规模的影响,规模较大的家庭其知觉行为控制对风险感知的降低程度更大.路径PBC→RISK
在小家庭规模组的系数和大家庭规模组的系数分别为－０２９３和－０６８９,且都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

一结果表明,规模较大的家庭在受到重大动物疫情冲击时由于其自身经验和资源便利条件更多,所以更能通

过已有经验和知识积累控制自身行为,从而降低风险,因此规模较大的家庭其知觉行为控制对风险感知的降

低程度更大.

４　结论及启示

４１　结论

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支撑,使用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

感知的主要影响因素,并选取个体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构建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本文研究

结论如下.
第一,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均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知觉行为控制

显著负向影响公众的风险感知水平.其中,主观规范影响程度更大,知觉行为控制则对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

向影响,表现为有较好知觉行为控制的人群其风险感知程度会降低.
第二,肉类品质、食品安全评估相关信息以及传播正确重大动物疫情信息分别为提升社会公众行为态

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的重要因素.公众在重大动物疫情期间对肉类品质和食品安全评估相关信息的

关注程度越高,其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的感知水平较高.公众对网络发布信息的关注度对其主观规范影响程

度最大,超过了公众对政府渠道信息的关注度对主观规范的影响.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主动传播正确重

大动物疫情信息的公众,其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的感知水平将降低,这类群体将通过增加自身信息量从而有

效规避重大动物疫情风险.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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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受访人年龄、文化程度和家庭规模在部分路径中具有调节效应;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公众

其风险感知程度更易受到主观规范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较低的公众其风险感知程度还受行为态度的影响,
规模较大的家庭其知觉行为控制对风险感知的降低程度更大.年龄较大的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受

主观规范的影响更大;文化程度较低的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风险感知受到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更

大.规模较大的家庭在受到重大动物疫情冲击时由于其自身经验和资源便利条件更多,其知觉行为控制对风

险感知的降低程度更大.

４２　启示

鉴于近年来重大动物疫情多发且易造成较大影响,需要政府、行业等方面共同努力,普及重大动物疫情

基本知识,提升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风险的正确认知.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所得政策启示如下.
第一,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政府及相关组织应做到及时公开发布重大动物疫情相关信息.政府对疫

情监督与应急管理手段、相关组织和科研机构对重大动物疫情防控效果等信息做到第一时间通过各大新闻媒

介进行传播,各渠道信息应严格审查,确保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不随意传播负面舆情信息,以降低社会公众

对重大动物疫情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恐慌心理,正确引导社会公众对畜禽产品的消费行为,进一步提高社会公

众对重大动物疫情的认知水平.
第二,畜禽肉类行业应增加对安全认证肉类的宣传力度,保证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售卖肉类食品的质

量安全.社会公众对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尤为关心,扩展安全认证肉类范围,提高社会公

众购买安全肉类产品的便利度,形成消费安全认证食品的市场氛围,从而缓解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时社会公众

因不可测风险而发生畜禽肉类食品消费骤减的恐慌行为.
第三,社会公众个体应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期间主动从官方渠道获取重大动物疫情相关动态信息,提高

科学素养,增强自身对重大动物疫情的信心与掌控能力.此外,社会公众还应该打破固有传统的消费习惯,
恢复与提升对肉类安全食品的消费信心,提高其应对重大动物疫情恐慌心理的控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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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PerceptionoftheRiskofMajorAnimalEpidemics
—BasedontheTheoryofPlannedBehavior

GUO Hua　ZHANGYang　LUOTong　HEZhongwei
Abstract:BasedonthepubliccognitionandbehaviorsurveydataofmajoranimalepidemicsinChina,the
theoryofplannedbehaviorisusedtoanalyzetheinfluencingfactorsofthepublic’sperceptionofriskofmajor
animalepidemics,andthestructuralequationmodelisconstructedtotesttheeffectFurthermore,multiＧ
groupstructuralequationmodelisusedtoanalyzethemoderatingeffectofindividualcharacteristicsonpublic
riskperceptionTheresultsshowthatpublic’sbehavioralattitudesandsubjectivenormsduringtheepidemic
periodsignificantlyimprovetheirriskperceptionofmajoranimalepidemics,whileperceptualbehavioralconＧ
troleffectivelyreducetheirriskperceptionPublic’sage,educationlevelandfamilysizehavemoderating
effectinpartofthepathwayTheelderly’sriskperceptionismorelikelytobepositivelyaffectedbysubjective
normsPeoplewithlowereducationlevelaremoreaffectedbytheirsubjectivenormsandbehavioralattiＧ
tudesTheperceivedbehavioralcontroloflargerfamiliessignificantlyreducestheirriskperceptionFinally,

suggestionsareputforwardtogovernment,industryandindividual,providethecorrespondingbasisforthe
developmentofriskmanagementstrategiesformajoranimalepidemics
Keywords: Major Animal Epidemics; Risk Perception;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Structural
Equation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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