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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符合新发展理念,对推动乡村振兴、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建设和谐型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述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演进路

径,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 (北美发达国家、欧洲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及社会转型

国家)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的主要经验,总结归纳了不同类型国家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政策的共性特征和差异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垃圾分类模式应与当

地地理条件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本文结合中国国情及不同区域农情,将中国

不同地区农村对标不同国家的农村地区,借鉴其成功经验,提出不同区域农村应当建

立各自适宜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因地制宜开展资源化项目、积极推进垃圾

分类处理技术进步、大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水平、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

规体系、积极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共治.
关键词:农村生活垃圾;演进路径;国际经验;中国启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１

１　引言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都伴随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

弃,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消费的变化使得生活垃圾排放量骤然增多.而急剧增加的生活垃圾容易造成水、空

气和土壤污染,对农业生产及居民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正如Boulding将地球系统看作一个物质封闭的宇宙

飞船,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不断消耗有限的资源,生产、消费过程中的废弃物污染飞船、毒害乘客,继而飞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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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坠落,社会随之崩溃[１].为了避免这种悲剧,人们必须摒弃 “资源—产品—废弃物”的线性经济,转而

发展 “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经济[２].基于对经济发展模式不足之处的认识和现代生活

方式所带来的环境问题的反思,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逐渐成为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及巴西等发展中

国家改善农村地区生活环境、推进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手段.
当前中国农村也面临着环境恶化、生态系统退化等重大问题.而生活垃圾作为农村生态环境的主要污染

源之一[３],严重威胁着农村居民的身体健康.正所谓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

理不仅关系到广大农村居民的根本福祉,还关系到中国主要国土面积的环境改善,是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必

然选择[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明确提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建立健全符合

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有条件的地区推行垃圾就地分类和资源化利用.”这体现了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势在必行.然而,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在整个垃圾分类治理

产业链条上存在重 “前端分类”,轻 “中后端处理”的现象;在处理方式上体现出重 “总体减量”,轻 “资源

化利用”的特征;在培养居民分类行为的方式上具有重 “道德规范”,轻 “法律约束”的特点;在治理主体

上存在重 “行政推动”,轻 “市场带动”等问题.而在广泛试点和深入推进的过程中,农村居民垃圾分类意

识不强、积极性不高、分类不规范、正确投放率低等问题也暴露了出来.由此可见,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治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鉴于此,部分学者总结了世界典型国家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方面的经验和做法,以期为中国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思路和借鉴.如吕立才和陈佳威总结了美国农村垃圾管理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分类管理

方式以及消费者环保意识等方面的成功经验[５];李佳等学者也认为美国分散式农村垃圾多元治理模式值得借

鉴[６];钟锦文和钟昕归纳了日本垃圾处理政策的演进脉络,指出影响垃圾分类的政策因素和经济因素,提

出构建完备的法律体系、严格执法、有偿回收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７];唐艳冬等学者分别介绍了美国垃圾

处理的市场化运营、日本的精细化分类及德国垃圾资源化利用等在垃圾处理方面的突出表现,对中国提升

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提出建议[８];陈蒙则从分类模式的角度将国际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方式划分为 “简单

型”和 “精细型”两种,并以德国和日本为例对二者的主要做法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中国应坚持 “前端简

单,后端精细”的治理模式[９].但是由于中国农村的区位差异和独特的风土人情等特征,需要因地制宜地

开展治理工作,单一模式可能难以契合中国不同区域农村的特征.当前,学者们较多关注的是单一国家或

几个国家,且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研究较多集中于治理模式、实践案例或影响因素,其系统

性、全面性还不够.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以世界各国的不同国情特征 (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密

度、经济水平、城镇化率、资源禀赋等)为分类依据,对不同类型国家进行分类,包括北美发达国家 (同为

农业大国,与中国农村布局相似)、欧洲发达国家 (经历过 “先污染后治理”,且治理成果显著)、亚洲发达

国家 (其民族文化和地理环境与中国相互关联)、社会转型国家 (面临经济转型与环境保护等挑战),以此拓

宽研究视角,增强国外经验的针对性;二是梳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起源与发展阶段特征,总结不同类

型国家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过程中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和治理模式,并归纳其共性特征

和差异化措施,为中国不同区域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三是结合中国国情,
借鉴国际经验,为提升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效率、加强垃圾分类治理的制度设计提出建议,从而为世

界各国农村垃圾治理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方案.

２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起源与发展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思想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传统农业时期.随着世界各国在思想意识、制度管

理、治理技术上进行一系列深刻变革,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内涵不断丰富,经历了末端治理、源头分类、资

源循环三大发展阶段 (图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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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发展阶段特征

２１　农业循环阶段:农村废弃物循环利用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生产力水平低、剩余少、积累慢,产量受自然环境条件影响大,因此农村居民生产

生活废弃物的产生量较少,且大多是能自然降解的有机废弃物,未对环境造成太多负面影响.特别是在中国

传统农业社会,根植于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农户非常注重物质循环利用,形成了合理的生态循环.这

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模式,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规律,是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农业的典

范,被认为是保护农村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１０].如今坐落在巴西亚马孙河上的桑塔纳村,仍保留着

传统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因空气清新、风景秀丽,成为巴西新兴旅游区.

２２　末端治理阶段:政府承担垃圾治理工作

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大量工业产品和生活消费品涌入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迅速增加,且组成成分日

益复杂,其中塑料瓶、包装袋等新型生活垃圾无法自然降解,严重破坏土壤、污染地下水,部分农村的生态

环境阈值已接近甚至超出该地区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至此,传统农业社会的 “循环代谢”断裂,农村生态环

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危及人类生存.但由于农村居民自行处置生活垃圾不力,村道两旁和沟渠里堆满

生活垃圾,存在 “公地悲剧”,各级政府不得不担负起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工作,建立大量垃圾填埋场和垃圾

焚烧厂以应对迅速增加的生活垃圾.

２３　源头分类阶段: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

生活垃圾的有效治理不仅依靠技术工程的支持,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而农村居民作为生活垃圾的

制造者,也是垃圾治理的受益者,不能缺席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因此,部分国家的治理思路从末端治理转向

生产和消费环节的源头治理,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以减轻垃圾处理厂的压力,避免 “二次污染”等

问题.当前,美国、加拿大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方式较为简单,大致分为可回收垃圾、有机垃圾、特殊垃圾

及其他垃圾四类,而德国、瑞典、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垃圾分类相对细致,在每大类生活垃圾中再次细

分.像日本这样人多地少的国家则在分类的细致程度上走得更远,主要采取精细化分类方式.

２４　资源循环阶段:全力建设循环型社会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之后,建立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国际社会

的趋势.２０００年,日本颁布 «循环型社会促进基本法»,修订 «废弃物处理法»和 «再生资源利用促进法»,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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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生活垃圾按 “抑制产生量→再利用→再生利用→焚烧回收热能→无害处理”的顺序最大限度地循环利

用.２００３年,日本制定 «促进循环型社会建设基本计划»,明确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基本政策,标志着日本进

入资源循环阶段[７].德国则以世界领先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在发展循环经济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

效益.

３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国际经验

从全球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技术及影响因素来看,填埋作为就地处理的主要技术,需要较大土地面积,且

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呈负相关;垃圾焚烧可用于发电,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以避免产生二 英

等有害气体;资源化利用则与人均国土面积呈负相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受教育程度及相

关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呈正相关.当前,非洲、亚洲和美洲主要采用填埋处理,欧洲的资源化利用和焚烧水

平均领先于其他地区,而非洲和北美洲接近 “零焚烧”[１１Ｇ１２].不难看出,世界各国的处理模式与其资源禀赋、
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１３].因此,本文以各国国情特征 (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密度、经济水平、
城镇化率、资源禀赋等)为分类依据,对不同类型国家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

３１　北美发达国家

北美最主要的两个国家———美国和加拿大,都是高消费、高排放的发达国家,地域宽广、资源丰富,农

村人口居住地较分散,其地形地貌与中国中部广大农村地区极为相似.由于地广人稀,政府无力承担所有的

垃圾治理工作,美国和加拿大多采用卫生填埋等方式处理农村生活垃圾,并利用市场机制,形成规模化、产

业化发展.

３１１　利用市场机制培育垃圾分类治理产业链

美国和加拿大主要借助市场力量选择优势企业购买服务,形成具有回收、处理、加工、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实现生活垃圾有效治理与企业获利的双赢.同时,政府依托企业的循环利用和技术革新能力,推动循环

经济发展[５].在美国,一般由规模不大的家庭公司将生活垃圾收运到指定处理点,并将部分收益反哺给村

民,鼓励他们从事垃圾分类[６].加拿大政府则为村民发放分类垃圾桶及投放时间表,环保部门与垃圾专业委

员会职责分工明确,与垃圾运输处理外包企业协调合作,共同确立完善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制度,
形成政府、管理公司、企业的闭环合作模式[１４].

３１２　通过法律制度和经济手段提高治理效率

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的进程中,市场机制需要法律制度作为保障,同时经济调节手段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法律层面,美国联邦政府出台 «资源保护和回收法»,各州政府根据自身情况设立专项法规,
负责农村生活垃圾管理工作.例如俄克拉何马州和肯塔基州对农村路边非法倾倒垃圾的行为加以规范和处

理.加拿大卡佩勒地区对村庄垃圾收集设施和收运管理作出了严格规定,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颁布 «固体废弃

物管理计划指南»作为该地区的指导性文件,确立了 “零废物”目标,支持污染者付费,以及防止有机物和

可回收垃圾成为填埋垃圾等原则.在经济激励方面,美国废弃物处理及再资源化奖金制度对垃圾回收利用的

研发、管理及维护人员培训给予补助;西雅图实行按量梯度收费制度,使生活垃圾产生量降低了２５％[８].此

外,由于庭院垃圾与食物垃圾是美国和加拿大农村生活垃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鼓励居民就地堆肥处理、
为居民配备了大量便捷设施、在农产品生产的各环节采用简易包装[１５],也有效促进了生活垃圾减量化.

３２　欧洲发达国家

欧洲发达国家的历史背景联系紧密、社会和政治制度相近,是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先

尝到环境污染恶果的地区.因此,欧洲国家较早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关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基于农村

分布较为集聚、城镇化率高、能够保障政策长效执行等特点,欧洲国家的垃圾分类制度和处理设施基本融入

了城市管理体系,主要采取政府主导模式,即城乡一体化管理[１１],该成功经验值得中国大中型城市近郊村庄

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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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注重科学分类与绿色处理

欧洲国家认为生活垃圾源头分类是最具技术含量的环节,并且在科学分类的基础上重点关注绿色

处理技术,积极发展循环经济.由此,相比于资源丰富的北美,欧洲对垃圾分类的细致程度有更高要

求.瑞士要求报纸杂志捆放整齐、电池按酸碱性分类等.瑞典政府为农村建立垃圾收集房,分类收集

不同成分的生活垃圾;部分超市设有自动回收机,有偿回收空易拉罐或玻璃瓶[１４].而对于回收成本高、
回收率低的塑料废弃物,“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xtendedProducerResponsibility,EPR)被认为是解决

问题的关键举措,即明确生产企业、销售部门和居民各方对废弃物回收的责任和义务.法国 «包装废

弃物运输法»规定,消费者有义务将废弃包装物交给生产商或零售商回收处理.研究表明,提高塑料

包装的可回收性和扶持再生塑料市场对于实现欧洲２０３０年５５％的回收目标至关重要.此外,在欧洲农

村中,由于厨余垃圾占比最大[１６],德国政府规定进入填埋场的垃圾总有机碳 (TOC)不得高于５％,
英国则利用小型家庭堆肥处理技术降低垃圾处理量,随着绿色处理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垃圾填埋场也

逐渐减少.

３２２　鼓励公众参与和技术研发

在垃圾分类治理中,欧洲注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并大力研发新技术.为了加快技术研发,部分大学开设

垃圾治理专业及相关课程来培养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政府鼓励社会组织和公众积极参与垃圾治理.德国包

装物双元回收系统 (DSD),即 “绿点”公司———一个专门从事包装废弃物收集、分类和再生利用的非营利

社会组织.该公司要求企业在可回收包装材料上标示 “绿点”并委托 “绿点”公司对其回收、送至厂家循环

利用.瑞典政府提出支持企业环保科技战略,建立政企合作的新模式———股份制垃圾处理公司,即政府负责

筹集资金、加强监管,企业负责业务运行并实现利润最大化,在政府主导机制与企业盈利机制的双重驱动

下,有效解决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难题.瑞典国家统计局和环保科技委员会数据显示,瑞典环保产业的就

业人数达４万人,创造了１２００亿克朗产值.

３２３　倡导法律约束与宣传教育并重

欧洲非常注重垃圾分类治理的立法.例如,１９７４年英国制定 «污染控制法»;１９９４年,瑞典出台 «废弃

物收集与处置条例»、奥地利颁布 «包装法实施细则»、法国出台 «包装废弃物运输法».德国从法律、条例

和指南３个层次建立起完善的垃圾循环利用立法体系,依靠严密高效的管理体系来发展 “资源—产品—再生

资源”的循环经济.基于法律,德国、法国等国家建立了 “环境警察”制度,确保垃圾分类减量得以严格执

行.另外,欧洲大力实施宣传教育,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纳入学前教育的课程和活动中,在小学设

置垃圾分类课程.同时,各类媒体长年累月地宣传垃圾分类的意义和方法,并由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负责

培训和监督居民,这种全方位的宣传教育使垃圾分类成为每个国民深入骨髓的习惯.

３３　亚洲发达国家

在亚洲,代表性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均具有人口密度高、资源环境压力大的特征,且属于

东亚文化圈.特别是日本,乡村面积占国土面积的９７２％,乡村人口约占总人口的４０％,在从传统农业社

会向高度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治理思想的转变,逐步将环境保护融入经济发展中,对

中国东部农村地区具有可借鉴的国情基础.

３３１　精细化分类纳入法律

亚洲发达国家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在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利用

方面,日本以建设循环型社会为发展目标,分类多达２７种,包括厨余垃圾、普通垃圾、大件垃圾及２４种资

源垃圾,部分乡村的垃圾分类细致程度比城市还高,并且从法律层面将可回收垃圾看作 “循环资源”.新加

坡制定了一系列法律体系和标准,对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各环节进行约束,特别是源头分类环节,以 “零垃圾

国家”为目标,对可回收垃圾再次细分[１１].韩国 «废弃物管理法»对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罚款及专用垃圾

袋等全方面内容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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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２　资源化项目融入生活

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积极通过资源化项目及全民协作的方式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新加坡

资源再生产业的蓬勃发展,涌现出一批从事废弃物再循环与再制造的企业[１７].韩国通过塑料包装废弃物回收

再利用,每年可减少约６６０万吨二氧化碳当量[１８].而日本部分地区通过开展资源化利用项目走出一条垃圾治

理的新路子.如大崎町的 “菜花生态循环项目”,在没有垃圾焚烧设施的前提下,形成一条 “厨余垃圾堆肥

还田—油菜花籽榨油—废食用油制环保肥皂”的物质循环利用闭环.此外,上胜町居民用废弃窗户和废弃玻

璃瓶搭建艺术墙,衍生出生态文化产品.Irodori公司利用当地林木废弃物 “树叶”作为料理点缀,雇佣高龄

劳动者参与采摘、制作及网络销售,在减少当地养老负担的同时,促进特色经济发展,实现了生态、经济、
文化协同发展.

３３３　社会化网络促成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亚洲发达国家农村垃圾分类的持续推进得益于长期的宣传教育和良好的社会氛围[８],其中基于居民交往

的社会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新加坡政府出台一系列公众环境教育活动,号召居民将废弃物循环利

用.日本按照 «资源和垃圾的正确分类方法/丢弃方法»实行 “家庭轮流清扫制度”,即邻里轮流值班、相互

监督,构建了良好的互动参与式治理格局[７].日本大崎町成立了居民自治组织 “卫生自治会”,居民对自己

投放的垃圾负责,同时设有 “环境卫生协调员”负责监督和指导垃圾分类[１９].

３４　社会转型国家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贸易自由使污染产业从环境规制严格的发达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松懈的发展中国

家.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农村地区以发展的名义进行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破坏,
如与中国同样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代表性国家巴西和印度等.如今,这些国家的环境保护意识觉醒,正面

临着经济转型升级、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的难题[２０],其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主要措施有以

下几方面.

３４１　实施二级分类回收模式,提升居民培养环保意识

采取此类措施的典型国家是巴西.作为南美洲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巴西农村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约为每人每天０５千克[２１].在巴西的农村地区,政府致力于推行二级分类模式,即居民只需干湿分类,湿垃

圾填埋处理,干垃圾送至合作社分拣中心进一步分类回收.此类合作社由拾荒者组成,政府为他们提供工作

场地和垃圾分选设备,并解决回收垃圾的销路.这一劳动密集型的合作社运营模式同时吸纳了政府、合作

社、居民和回收企业等多方共同参与,不仅推进垃圾分类回收再利用,还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促进社会

和谐稳定,为其他社会转型国家提供了一种可行的垃圾分类回收模式.

３４２　设立 “垃圾银行”,通过激励手段推进垃圾分类

采取此类措施的典型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东南部,是第二大塑料废弃物产生国,其

塑料使用量约以每年３％的速度增长.为了促进循环利用、减少填埋处理量,印度尼西亚设立了 “垃圾银行”
服务网点.该 “垃圾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将居民存入的可回收垃圾出售给回收公司,用所得收入支付 “利
息”.通过经济激励,这种收集模式初步实现了源头分类,减轻了垃圾处理厂的压力,同时增加了居民个人

收入.根据印度尼西亚国家环境与林业部网站的数据,截至２０１５年年底,印度尼西亚共有２８００多家 “垃圾

银行”,每月收集可回收垃圾约５５００吨,有效改善了环境质量[２２].“垃圾银行”为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提

供了全新的分类回收治理模式.

３４３　大力实施宣传教育,促进可持续消费转型及垃圾源头分类

采取此类措施的典型国家是印度.印度是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由于人口众多、平均

国民生产总值较低、白色污染严重,印度被贴上 “脏乱差”的标签.在印度德里,尽管 «固体废弃物管理条

例»规定应该分类收集废弃物,但多数家庭不遵守规定.实地研究发现,信息宣传和经济激励的组合措施对

引导家庭进行生活垃圾源头分类起到重要作用.其中,经济激励包括对进行垃圾分类的家庭收取较低费用,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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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则收取较高费用.此外,对清洁工进行垃圾分类教育也至关重要[２３].

３５　不同类型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及措施比较

综上所述,各国在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时需充分考虑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及资源禀赋等社会

经济特征,因地制宜形成治理方案.总体来看,多数国家已进入源头分类阶段,并通过法律约束、宣传教

育、经济调节手段等一系列措施保障农村生活垃圾分类长效治理,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政策措施和农村

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基于区位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产业分布,以及不同地区

在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上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文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村地区分别对标亚洲发达国家农村

地区、北美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和社会转型国家农村地区,并将城市近郊村庄对标欧洲发达国家农村地区,得

到更具针对性的经验措施,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国家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模式及措施

项目 北美发达国家 欧洲发达国家 亚洲发达国家 社会转型国家

分类

标准

区位特征
　西半球北部,人少地多,
农村人口居住较分散

　人口和国土面积均为中国

的１/３,城镇化程度高
　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大 　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

经济水平 　经济最发达地区 　经济发达 　经济发达 　经济增速较快

资源禀赋及

产业分布

　资 源 丰 富,工 业 基 础 雄

厚,农业大国

　近代工业发源地,农业为

次要生产部门

　资源贫乏,工业制造业发

达,农业为保护产业
　自然资源丰富,农业大国

主要国家 　美国、加拿大 　德国、法国、瑞典等 　日本、韩国、新加坡 　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

对标地区 　中部地区农村 　城市近郊村庄 　东部地区农村 　西部地区农村

突出问题
　政府无力承担全部治理

工作
　国土、资源较少 　国土面积狭小,资源短缺 　农村居民分类意识弱

生活

垃圾

治理

特征

生活垃圾

分类收运

模式

处理技术

共同措施

个性化

措施

　通过政企合作、采用以企

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收运模式

　政府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收

运模式,鼓励社会组织参与

共治

　以政府为主导,农村居民

积极参与,精细化分类收运

　逐步培养居民环保意识,初步

实现源头分类

　以卫生填埋为主,其次为

回收再利用、焚烧

　焚烧、资源化利用,最后

为填埋处理

　焚烧、资源化利用,最后

为填埋处理
　倾倒、填埋、回收再利用

　生活垃圾源头分类.北美地区国土面积宽广,主要采用适度分类、填埋为主;欧洲地区资源环境压力较大,垃圾分类较

为细致;亚洲发达国家国土面积小,采用精细化分类回收;转型国家通过二级分类、经济激励和信息宣传等方式初步实现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１生活垃圾治理法治化,建立完善的法律体系.在生活垃圾管理体系的基础上,欧

洲国家进一步出台促进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建立 “环境警察制度”;日本以建设循环

型社会为发展目标

　２采用经济调节手段,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了垃圾收费制、奖惩

机制,提倡庭院堆肥,部分国家设立有偿回收机制等

　３采用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实行 “污染者付费”原则

　４ 发展静脉产业,形成

规模产业链

　４全方位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社会资本,使环保理

念深入人心

　５ 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企

业技术革新

　５ 重视绿色技术,培养

专业人才

　５ 因地制宜地展开资源

化项目

—

４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中国实践及政策启示

４１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受到了学界和政界的广泛关注,当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工作已在各

省农村地区陆续展开.早在２００５年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就将农村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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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入管理范围,地方政府建立起农村生活垃圾定点收集设施.２０１６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布 «关于推广金

华市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经验的通知»,将金华市农村生活垃圾 “二次四分法”的实践经验加以

推广[２４],即政府主导、村民参与模式,农村居民将生活垃圾初步分为 “会烂”和 “不会烂”两类,村保洁员

纠正村民错误并进行二次分类,“会烂”垃圾就地堆肥处理,“好卖”垃圾回收处理,“不好卖”垃圾经转运

后统一处理.这一模式不仅改善了金华市农村人居环境,也不断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文明素养,成为各地探索

适宜分类模式的典范.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服务的供给主体方面,北京市４个生态涵养区分别采取村民

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４种实践模式[４].其中,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即PPP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资金不足、技术不强和人手不够等问题,在应对农村垃圾分类治理的多重困局上

具有巨大潜力[２５].总体上,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已经过末端治理阶段,迈入源头分类阶段,正不断探索推

广源头分类及资源循环利用的中国方案 (表２),基本符合前文所述世界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发展历程.

表２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部分政策演进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政策名称 政策解读 治理思想

２０１１年４月
地方住房城乡

建设厅等部门

　 «关于城乡生活垃

圾一体化处理的实施

意见»

　根据各村人口配备环保垃圾桶,从控制农村生活垃圾日

久堆积问题入手,确保农村生活垃圾不落地,推行 “村收

集、镇运转、市处理”的城乡环卫一体化的处理模式

末端治理

２０１４年５月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的指导意见»

　建立村庄保洁制度.交通便利且转运距离较近的村庄,
可按照 “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方式处

理;其他村庄可通过适当方式就近处理

源头分类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
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等十部门

　 «全面推进农村垃

圾治理的指导意见»

　开展农村垃圾专项治理,科学确定不同地区农村垃圾的

收集、转运和处理模式,推进农村垃圾就地分类减量和资

源回收利用,全面治理生活垃圾

源头分类＋资源循环

２０１８年２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三年行动方案»

　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实际、方式多样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置

体系;有条件的地区要推行适合农村特点的垃圾就地分类

和资源化利用方式

源头分类＋资源循环

２０２０年３月
中共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２０ 年 中 央 一 号

文件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开展就地分类、源头减量

试点.支持农民群众开展村庄清洁和绿化行动,推进 “美
丽家园”建设

源头分类

然而,在试点推广的探索中逐渐暴露出治理效率较低、制度设计尚不完善等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其

中,治理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对生态宜居、垃圾分类的重视程度远低于经济发

展,没有意识到垃圾分类的经济价值,囿于重 “总体分类减量”、轻 “资源化利用”的思维方式,导致资

金投入不足,制约垃圾分类治理成效;二是源头分类效果不佳,由于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居民难以改变

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２６],且尚未完全掌握和习惯现行分类方法,因此分类积极性不高;三是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模式尚不成熟,没有考虑所在地区、人口、经济等差异[２７],部分交通不便的偏远农村缺少适

合当地特点的分类方式和资源化利用实践模式;四是在整个垃圾分类治理产业链条上重 “前端分类”,轻

“中后端处理”,特别是处理端缺乏相匹配的技术和产业支撑,第三方企业良莠不齐,区域间治理水平存在

显著差异[２８].
另外,制度设计方面的不完善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体系、参与主体权责、激励与约束制度等方面.一是

在推行过程中重 “道德规范”、轻 “法律约束”,现行的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还不能实现从 “鼓励分”推进

到 “必须分”,对农村居民的分类行为缺少约束和监督,对中端运输、后端处理等环节以及回收市场机制也

缺乏有力监督与控制.二是管理制度较为落后,主要体现在垃圾分类的决策、实施和监管均由政府主导,缺

乏全社会联动,没有调动市场和社会力量,阻碍了村民组织、环保组织、企业等各方主体参与共治,存在重

“行政推动”、轻 “市场带动”的问题.三是激励制度和利益分配的缺乏导致内生动力不足.生活垃圾分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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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具有正外部性和长期效益,容易出现市场失灵,但由于居民与企业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为原则,无法在短期

内感知垃圾分类带来的实质影响,加上产业链不能盈利,缺乏足够的激励和利益驱动,使生活垃圾分类治理

停滞不前.

４２　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政策启示

４２１　建立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首先要科学布局、完善分类设施,加快建立与农村地区相匹配的垃圾分类处

理系统.由于中国各地农村经济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显著差异,应综合考虑区位条件和人口特征,采取

适当的垃圾治理模式.借鉴欧洲城乡一体化管理模式的经验,将人口聚集度高且方便运输的城郊村庄纳入城

市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统一分类方式并集中收运处理.在中部、西部地区,分布较为分散、不便形成规

模效应的村庄则适宜采取市场化治理模式或自主治理模式.同时,拾荒者对中国垃圾分类回收也起到了重要

作用,借鉴北美发达国家和社会转型国家的经验,乡镇政府可以将其纳入保洁员日常工作,提升分类运输效

率,促进垃圾分类收集和处理产业发展.

４２２　因地制宜开展资源化项目

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本该是和谐共生的融合关系,重塑乡村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家园一体化关系对实

现农村垃圾分类治理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农村发展不能脱离 “大国小农”和 “区域差异”等基本国情,借鉴

国际经验,挖掘农耕文明和乡土文化中蕴含的循环利用的生态文明思想,因地制宜开展资源化项目,将垃圾

分类融入居民生活,形成 “有废物而无垃圾”的循环社会.另外,推动农村生态文化建设与生态产业发展,
将乡村自然资源转为经济资产.例如利用当地独特的废弃物制作文化创意产品,建设与当地自然环境、历史

文化匹配的特色生态文化乡镇,增加经济、环境、文化效益,实现共建、共治、共享.

４２３　积极推进垃圾分类处理技术进步

生活垃圾的高效治理离不开先进技术和专业人才.美国既是生产大国也是消费大国,拥有多层次、多门

类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技术研发机构和规模庞大的技术人员队伍;日本政府不断加大对生活垃圾生物处理新

技术研发的投入;德国基于先进的资源综合利用技术,通过回收利用、开发可再生能源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及资源再生企业还存在显著差距.对此,中国农村应健全市场

机制,培育一批技术创新型企业,加大对绿色处理技术研发和应用的投入.例如研发和应用小型生活垃圾处

理技术,以实现源头分类减量、就地处理.

４２４　大力提高全民环保意识水平

公众的环保意识和自觉行为是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重要因素,在全社会推进环境教育,提高公民环

保意识尤为重要.由于现阶段农村居民分类意识不强,借鉴巴西二级分类模式及印度尼西亚设立 “垃圾银

行”的经验,从村民以往的生活习惯入手,通过经济激励逐步培养其分类行为.坚持 “网格化”管理,通过

村干部和村民组长入户宣传分类知识,确保居民掌握垃圾分类方法.此外,在家庭环保教育中,多数妇女对

于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的环保意识培养有着重要影响.因此,在提升全民垃圾分类意识的过程中,应充分发

挥党员、村 “两委”、村民组长的带头作用、广大农村妇女的积极性,促进 “德治”与 “法治”相结合,将

垃圾分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４２５　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体系

生活垃圾分类的有效推进与法律体系的完善程度密切相关,发达国家不仅有原则性的国家法律指导,还

有可操作性的地方章程和技术指南,明确生活垃圾投放、收集、运输、处理过程中各方主体的行为规范和责

任.虽然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全面推进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总体要求,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持续推进需要

完善的法律体系.例如出台废弃物回收利用等相关综合性法律,明确国家、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责任和义

务,各地根据居民生产生活习惯,细化综合性法律中的指导性条款,制定适合当地垃圾分类治理的相关计划

和村规民约,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机制 “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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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　积极引导社会多元力量共治

多主体的相互合作能够促进集体团结和社会的有序运转.例如美国农村的垃圾收运工作由家庭公司承

担,日本聘用专业的垃圾分类协调监督员或保洁员,其他新兴经济体通过有偿回收的激励手段和信息教育等

方式初步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分类等.基于中国农村 “熟人社会”和以村集体为纽带的特征,可以选拔村中能

人担任 “垃圾分类监督员”、在村民小组内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营造正向的垃圾分类舆论氛围.同时,积

极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项目贷款的投放,引入

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鼓励社会资本和公益性环保组织等社会力量加入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５　结论

自美丽乡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成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

之一.科学制定和实施激励相容的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政策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促进经济、生态、
社会协同发展.本文系统回顾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起源与发展阶段特征,以及典型国家在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治理过程中的主要政策措施,并结合中国国情和不同区域的农情,对标相似国家,借鉴其成功经验,
对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困境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认为,推进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需要考虑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和自然资源的特点,结合农村自

治制度,一方面,坚持党和政府在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格局上的主导作用,建立适合当地农村的生活垃圾

分类处理系统;另一方面,引导社会资本积极介入,有条件地通过市场运行,形成产业规模.同时,建立健

全农村生活垃圾法律法规体系,明确农村居民垃圾分类的责任与义务,通过激励手段、社会网络、引导垃圾

分类正向舆论等途径提高农村居民参与分类治理的积极性.此外,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的长效治理也离不开全

民的环境保护意识,积极推进环境教育的同时,因地制宜开展资源化项目,发展生态文化产业,促进经济、
生态、文化协同发展,让居民切实感受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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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Path, InternationalExperienceofRuralDomesticWasteSortingManagement
andItsEnlightenmenttoChina

ZHANGLimin　QIEXueting　ZHU Honggen
Abstract:PromotingtheclassificationandtreatmentofruraldomesticwasteisinlinewiththenewdevelopＧ
mentconcept,anditisofgreatsignificancetopromoteruralrevitalization,improvetherurallivingenvironＧ
ment,andbuildaharmoniousnewcountrysideFirstofall,thispaperreviewstheevolutionpathofruraldoＧ
mesticwastemanagementAfterthat,weanalyzethecriticalexperiencesofdifferenttypesofcountriesinthe
processofmanagingruraldomesticwaste,includingdevelopedcountriesinNorthAmerica,developedcounＧ
triesinEurope,developedcountriesinAsiaandcountriesintransition,andthensummarizetheircommon
featuresandspecificmeasuresinthisfieldResultsshowthatthedomesticwasteclassificationmodeshouldbe
suitableforthelocalgeographicalconditionsandthelevelofeconomicandsocialdevelopmentBasedon
China’snationalconditionsandagriculturalconditionsindifferentregions,welearnfromthesuccessful
experiencesofothercountries,andputforwardpolicyrecommendationstoChineseruralareasSuchasestabＧ
lishingthelocalwastetreatmentsystem,carryingoutresourceutilizationprojectsaccordingtolocalcondiＧ
tions,promotingtheprogressofwasteclassificationandtreatmenttechnology,raisingthelevelofenvironＧ
mentalprotectionawarenessofthewholepeople,establishingthesystemoflawsandregulationsoftheclasＧ
sificationofruraldomesticwaste,guidingthemultiＧstrengthofthesocietytogoverntogetheractively
Keywords:RuralDomesticWaste;EvolutionPath;InternationalExperience;Enlightenmentto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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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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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对海洋资源的利用最早、开发程度最高,可以为中国海洋渔业经济空间格

局优化提供借鉴.本文利用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沿海２４个州的海洋渔业面板数据,运

用SBMＧDEA 模型测度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采用核密度估计法、泰尔指数、自然

间断点分级法等分析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海洋渔业

经济效率波动中上升,同时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②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核

密度曲线逐渐右移,且从 “瘦高”变为 “矮胖”,效率值上涨的同时区域差异逐渐增

大.空间差异分解结果表明,区域内差异是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大的主要

原因.③空间格局上,美国海洋渔业高效型、中高效型地区分布较为分散,空间集聚

效应较弱.④研究对中国的启示在于推动渔业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渔业科技水平发

展;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制定差异化的渔业产业政策;强化地区间和地区内部资源、
技术共享,促进渔业知识技术外溢.
关键词:海洋渔业;效率;时空特征;泰尔指数;美国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２

１　引言

海洋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库,随着粮食危机愈演愈烈,海洋渔业资源不仅能够提供优质蛋白,而且作为食

物在供养人口方面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渔业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作为海洋战略的重要内容已受到越来越多

的国家重视.中国海洋渔业经济由于长期粗放式增长,出现了渔业资源枯竭、产业发展空间萎缩等一系列问

题.海洋渔业资源作为海洋资源的重要组成,其可持续利用问题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渔业

经济效率指一定经济成本投入下所能获得的渔业经济收益,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从产出绩效评价的角度客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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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海洋渔业经济增长和渔业资源有效利用的协调发展状况.优化海洋渔业资源配置、提升海洋渔业经济效率

是充分发挥渔业资源潜力的重要路径,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中,美国有最广阔和

富饶的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 (EZZ),蕴藏着丰富的渔业资源,海洋捕捞业份额占全世界的６％,是名副其实

的海洋渔业强国.而且美国对海洋资源利用最早、开发程度最高,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的研究在帮助更好理

解人类在海洋经济活动的同时,也能够为海洋研究者和管理者提供数据和决策参考[１Ｇ２].中美两国在资源禀

赋、产业结构和经济制度方面有所差异[３],但是站在宏观角度来看,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时空特征的研

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中国海洋渔业资源优化配置和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化提供参考.
综合已有文献,国外学者对美国海洋渔业的研究集中于海洋渔业治理方法[４Ｇ６]、环境气候变化对海洋渔

业的影响[７Ｇ９]以及保护和恢复海洋脆弱物种[１０Ｇ１１]等方面.整体而言,美国海洋渔业研究侧重于渔业管理制度

的实施效果和渔业资源保护措施的制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但对于海洋渔业效率评价以

及评价结果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未给予过多的关注.并且,美国海洋渔业的研究区域多以西海岸、阿拉斯加

州、墨西哥湾等局部海区为例,缺少对美国沿海州的整体分析.国内对美国海洋渔业的研究集中于渔业管理

体制[１２Ｇ１５]与渔业资源开发政策[１６Ｇ１８]方面,对美国海洋渔业效率的研究鲜少出现,对美国渔业经济效率及其空

间分布特征缺乏系统和深入探讨.
目前针对区域海洋渔业效率的研究关注于中国的较多,并主要集中在资源环境对渔业经济发展的影响[１９Ｇ２３]、

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对渔业经济效率的影响[２４Ｇ２５]、渔业经济投入产出绩效分析[２６Ｇ２８]等角度.在效率值测算方法上,
国内外学者多运用数据包络分析 (DEA)和随机前沿分析 (SFA)模型.然而SFA方法在测算效率时需要事先

对变量间关系进行假定,一般DEA模型无法深入区分同时有效的多个决策单元效率差异,Tone提出的基于松

弛测度的DEA模型 (SBMＧDEA模型),在解决投入产出中松弛性问题的同时又能解决存在非期望产出时效率评

价问题[２９].在研究方法上,相关学者多运用核密度估计法[２０]、地理信息系统 (GIS)空间分析法[２１]和探索性空

间分析法 (ESDA)[３０]等对海洋渔业效率的时空演化特征进行评估,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受限于国内

渔业数据统计,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研究时间序列较短,导致统计推断易造成误判,对研究造成了限制.
基于以上不足,本文在海洋渔业经济绿色持续健康发展的背景下,梳理前人渔业经济效率研究基础,以美

国沿海２４个州海洋渔业登陆量作为海洋渔业资源衡量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应用SBMＧDEA模型对美国过去３３
年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基础上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和自然间断点分级法等分析

其时空演化特征.同时组合采用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上、中、下层水

平地区效率值差异的变动幅度和变动趋势进行更为精确地测度和分析.通过泰尔指数分解,对美国东、南、西

部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分开讨论,并进一步得出差异的主要来源,以期为中国实现海洋渔

业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优化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提供借鉴.

２　研究区域、方法与数据介绍

２１　研究区范围

美国东、西、北部分别濒临大西洋、太平洋和北冰洋,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海洋专属经济区,面积约为

１１３５万千米２,海洋资源十分丰富.美国拥有３０个沿海州,本文选择其中２４个州作为研究单元.
美国沿海地区依据海洋经济区分区理论可以划分为东、南、西部三大海洋经济区[３１].东部海洋经济区包

括五大湖、东北地区和大西洋中部;西部海洋经济区包括太平洋沿岸、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南部海洋经

济区包括大西洋东南、墨西哥湾区.

２２　研究方法

２２１　SBMＧDEA模型

在Tone[２９]提出的SBMＧDEA模型中,决策单元记为DMUj(j＝１,２,,n),每个DMUj 投入要素m
种,且产出要素s个,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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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在模型 (１)中,P 是决策单元效率值,(x０,y０)为每个沿海州的投入和产出,x′λ和y′λ分别代表投入项

及产出项的实际值.式中,s－
i 为投入松弛;s＋

r 为产出松弛;０≤P ≤１,当且仅当所有s－
i 与s＋

r 均为０时,P＝
１, 该被评价的决策单元为有效.若P ＜１,说明被评价单元是无效的,即存在投入产出改进空间.

２２２　核密度估计法

核密度值表示样本点在研究区域内的集聚与分散情况,其值的高低表示研究对象在空间上的集聚程度[３２Ｇ３３].

２２３　泰尔指数及其空间分解

运用泰尔指数解析美国沿海２４个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地区差异,其数值越大,表明差异性就越大;
数值越小,表明差异性就越小.具体计算公式可参考向云波等的研究[３４].

２３　变量选取与数据介绍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每年编制的美国海洋渔业状况报告对美国海洋渔业登陆相关数据

有比较详细的统计报道.渔业登陆量指渔船在港口的渔获物上岸卸载量,渔业登陆时间序列分析是渔业管理

和决策的重要工具,在揭示渔业资源隐藏趋势的同时还可以反映渔具技术、消费者偏好、管理措施效果和生

态系统中物种丰富度的变化.因此,在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测评过程中将美国沿海２４个州作为效率评价中的

决策单元,海洋渔业登陆产值作为主要产出指标,表征经济产出能力.鉴于美国海洋渔业二三产业占比较

高,同时受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将渔业批发工厂工人数、加工工厂工人数、造船厂数量、港口作业机构数

量、批发工厂数量和加工工厂数量作为投入指标.
美国的渔业统计制度系统而全面,美国联邦政府向渔船派驻观察员,随船收集、核实有用的渔业数

据[３５].１９７３年以来,NOAA渔业服务中心很多数据都是渔业观察员收集而来.NOAA每年编制３份年度报

告,涵盖美国海洋渔业状况的不同方面,本文工厂数据和产出变量数据来源于其发布的Fisheriesofthe
UnitedStates,造船厂数量和港口企业数量来源于其发布的FisheriesEconomicsoftheUnitedStates.

NOAA编制的FisheriesoftheUnitedStates报告每年秋天出版,提供了美国休闲渔业、商业渔业数量

和产值的数据快照,主要是在国家一级.其中,渔业登陆价格显示为出船价格,早期的渔业登陆价格显示为

平减的出船价格,通货紧缩的价格是使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隐含价格平减指数 (GDP隐含价格平减指数)计

算出来的,计算基期为２０１２年.渔业登陆量以约重表示 (软体动物以肉重表示).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量

化指标评价体系见表１.

表１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量化评价指标体系

目标层 基准层 指标层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港口及港口作业机构数量/个

海产品加工工厂数量/个

海产品批发工厂数量/个

造船厂数量/个

海产品加工工厂雇佣人数/人

海产品批发工厂雇佣人数/人

渔业登陆产值/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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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测评

３１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测度结果

基于SBMＧDEA模型,运用 MaxDEA软件测算美国沿海州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选取的２４
个沿海州中,阿拉斯加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均值最高,为０８５２;宾夕法尼亚州的均值最低,为００３８,两

者的差值为０８１４,表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在研究时段内,美国全国海洋渔业经济

效率均值呈现小幅波动整体平稳增加的趋势,由１９８６年的０２０５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０４１９.由图１可知,受

限于科技投入和劳动生产率水平美国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呈现小幅增长,增速为１４３％.随着

科技的发展和要素投入的增加,１９９９—２００８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增速加快,达到了３０６％.２００８年世

界经济跌宕起伏,受次贷危机影响,美国海洋渔业登陆量大幅下降,渔业经济效率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

降.２００９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影响的减弱,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恢复了增长,但渔业资源衰退、
水域污染和捕捞配额减少的问题逐年凸显,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增速放缓.

图１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

由于研究单元数量较多,根据各沿海州效率值将２４个沿海州均匀分为高效、中高效、中低效、低效４
个类型进行对比分析 (图２).

(１)高效型地区.高效型地区包括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罗得

岛州.其中,阿拉斯加州是美国最大的州,海产资源丰富,渔业是其重要的经济来源.２０１１年阿拉斯加大学

和 NOAA对阿拉斯加沿岸的海洋研究进行支援,并创设了开发研究基金.近年来阿拉斯加州捕捞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渔业产业结构持续升级,渔业劳动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升.同时在渔业管理工作中,阿拉斯加州

权责划分明确,管理决策透明,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夏威夷群岛渔业资源丰富,自然景

色秀丽,旅游业是其支柱产业,因此经济增长率较高,注重发展海洋科学等清洁产业.得益于陆域经济对海

洋经济的辐射带作用,夏威夷州渔业产业结构合理,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较高.马萨诸塞州、缅因州、新罕布

什尔州和罗得岛州位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新英格兰地区水产资源丰富,捕鱼业十分发达.在捕鱼业兴起的

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造船业和海产品加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渔业管理方面,截至２０１６年７月,新

英格兰地区先后制定了西北部多种鱼管理计划、海扇贝管理计划、安康鱼管理计划、鲱鱼管理计划、栖息地

管理计划、电鳗管理计划等渔业管理计划.丰富的渔业资源、较高的渔业产能和完善的渔业资源管理评估体

系是新英格兰地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较高的重要原因.
(２)中高效型地区.中高效型地区包括路易斯安那州、新泽西州、俄勒冈州、南卡罗来纳州、得克萨斯州、

弗吉尼亚州.路易斯安那州位于墨西哥湾沿岸,渔业资源丰富,海产品捕捞量占全美１/４.同时该地区港口发

达,拥有美国１１大深水港中的５个.资源丰富,交通便利,捕鱼业发达,使得路易斯安那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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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沿海２４个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

较高.新泽西州十分重视科研投入,在高科技研究领域居领先地位,据统计该州私人资助的科研机构数量居全

美首位.因此,新泽西州科研投入力度大,渔业产业结构合理,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较高.俄勒冈州是世界上最

大的渔业加工地之一,西临太平洋,海产资源丰富,盛产金枪鱼和鲑鱼.并且该州制造业、金融业发达,经济

发展较快,科技水平较高,海洋渔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南卡罗来纳州海岸线长４２００千米,渔业资源十分丰

富.该州已从原来的农业州转为现在的工业州,科技水平大幅提升,海洋渔业劳动生产率同时得到提高,使得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始终在较高水平波动.得克萨斯州是美国第二大州,渔业是其重要的产业之一.该州交通便

利、航运发达,位于该州的休斯敦港是美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渔业产业结构合理,交通便利,劳动资源效率

高,使得得克萨斯州在研究期内属中高效地区.弗吉尼亚州港口众多,旅游业发达,休闲渔业发展迅速.同时

弗吉尼亚州产业结构合理,１/３人口从事第三产业,受陆域经济辐射带作用渔业经济效率水平较高.
(３)中低效型地区.中低效型地区包括亚拉巴马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马里兰州、北卡罗来纳

州、华盛顿州.亚拉巴马州林地面积高达全州面积的７０％,农林作物和水产品是该州经济的主要来源.北卡

罗来纳州濒临大西洋,农村人口占半数以上,以制造业和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受限于地方经济,亚拉巴马

州和北卡罗来纳州渔业科技水平较低,渔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二三产业发展较慢,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总体上

在中低效水平.旅游业是佛罗里达州的支柱产业,佛罗里达州也是美国的休闲渔业中心,２０１６年遭遇了厄尔

尼诺现象导致当地水质污染严重.从图２可以看到,佛罗里达州２０１６—２０１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下降明显.
马里兰州面积较小,在美国５０个州中排名第４２位,渔业资源相对匮乏.华盛顿州位于美国西北部,渔业对

该州总产值贡献不足１％.该州部分鱼种出现了过度捕捞现象,同时受海水过度污染影响,曾出现牡蛎无法

按期捕捞的情况.康涅狄格州面积在５０州内列第４８位,天然资源较为稀少,近年来受水域污染影响,渔业

登陆量逐年减少.马里兰州、华盛顿州和康涅狄格州渔业资源匮乏,渔业规模较小,加之受水域污染影响,
致使渔业经济效率水平较低.

(４)低效型地区.低效型地区包括加利福尼亚州、特拉华州、佐治亚州、密西西比州、纽约州、宾夕法尼

亚州.研究期内,低效型地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始终在０~０３波动.由于西太平洋出现无序过度捕捞和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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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严重的情况,加利福尼亚州渔业登陆量相对较少,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在低效区间波动.特拉华州面积较小,
居全美第４９位,且全州近一半的土地为农业用地.佐治亚州是美国农业大州,渔业产业结构中传统渔业占比较

高,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密西西比州第一产业是农业,土地开发和工业发展缓慢,是美国最贫穷的州之一.纽

约州捕鱼业主要在长岛以外,受水域污染影响,渔业登陆总产值从１９９７年以来总体上大幅减少.宾夕法尼亚州

位于美国东北部,海岸线长１４０英里①,相对较短,渔业资源较少,制约了其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

３２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时空演化分析

３２１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时间序列演化分析

本文选取了代表性年份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８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应用Stata１４绘

制了核密度曲线 (图３),对比分析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时间序列演变特征.

图３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核密度分布

从位置上看,所选目标年份核密度曲线重心呈现逐渐右移趋势.１９９８年核密度曲线小幅右移,２００８年

核密度曲线大幅右移,２０１８年再次小幅右移.这说明１９８６—１９９８年美国总体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小幅提升,

１９９８—２００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涨速加快,２００８年以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涨速放缓,涨幅变小.２００８
年以前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快速增长,得益于科技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２００８年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美国渔业经济受到打击,渔业登陆产值下降明显.随后几年尽管次贷危机的影响

逐渐减弱,但渔业资源衰退、水域污染的问题逐渐显露,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增速放缓.
从形状上看,核密度曲线的波峰形态逐渐由陡峭变为扁平,主峰高度逐渐下降,可见样本期内各州之间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有所波动,总体呈现增大态势.１９８６年核密度曲线有较长的右拖尾和左尾,而１９９８
年左尾和右尾都有较大幅度收缩,并稳步抬升,表明高效型地区和低效型地区数量在减少.与１９９８年相比,

２０１８年核密度曲线左尾小幅收缩,右尾大幅拉长.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逐步显现,美国总体

海洋经济效率有所提高,低效型地区数量进一步减少,高效型地区数量有所增加.
从峰值上看,４个样本区间核密度变化表现为主峰高度不断下降,宽度大幅增加且对应较大的密度值,核

密度曲线也从 “瘦高”逐渐变为 “矮胖”,区域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总体呈增大趋势.究其原因,美国海洋

渔业经济高效型地区,阿拉斯加州、夏威夷州、新英格兰地区等拥有良好的渔业资源禀赋,合理的产业结构,
坚实的市场规模和政策环境,能够主动推进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快速发展.反观低效型地区,渔业资源少,二三

产业发展缓慢,经济基础差,政策制度不完善,致使与高效型地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逐渐拉大.

３２２　美国渔业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及分解分析

３２２１　空间差异分析

泰尔指数 (Ti)、基尼系数 (Gi)和对数离差均值 (Li)常用来衡量个人或地区间收入水平差异,指数值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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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差异越大.其中,Ti对上层收入变动较敏感,Gi和Li分别对中、下层收入水平变动较敏感[２８].运用该三大

指数,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上、中和下层水平沿海州区域差异进行更为精确地测度和分析 (图４).

图４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及其变化

(１)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总体呈波动中下降趋势,美国沿海地区海洋渔业

经济效率区域差异呈波动中缩小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三大指数总体呈波动中上升趋势,地区间海洋渔业经济

效率值差异扩大.这是因为２００３年以后随着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美国沿海各州发挥资源、区位和制度优

势,加大资本投入力度、升级渔业产业结构、提升劳动生产率,使渔业经济效率水平区域差异逐年扩大.
(２)从增长率变化情况看,三大指数变化趋势相同,“同增同减”,表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三个层次

区域差异变动趋势相同.其中,１９９３年三大指数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上、中、下层

水平地区空间非均衡减弱.１９９３年以后,三大指数小幅波动,整体呈上涨趋势,但变化趋势不明显.
(３)总体而言,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三大指数中基尼系数相对最大,说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处于中层水平

的地区区域差异最大.从变化幅度来看,对数离差均值波动幅度最大,由此可见效率值处于下层水平地区区

域差异变动幅度最大.效率值处于下层水平地区的海洋渔业产能低、资源禀赋差、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抵

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较差,易遭受外部影响.

３２２２　空间差异分解

相较于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泰尔指数能够更加准确地刻画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根据泰尔指数分

解公式计算美国东、南、西部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泰尔指数和分解指数,对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

率空间差异特征和趋势进行进一步分析 (表２).

表２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区域空间差异来源及贡献率

年份 总体 西部 南部 东部 区域内 区域间
贡献率

区域内 区域间

１９８６ ０２９６９ ０３３３３ ０１３５７ ０２１３１ ０２３５５ ００６１４ ０７９３２ ０２０６８

１９８７ ０２７５１ ０２２４５ ０１１３８ ０１８４９ ０１８３５ ００９１６ ０６６６９ ０３３３１

１９８８ ０３３０６ ０２３４６ ００８７２ ０３７７９ ０２６８６ ００６２０ ０８１２５ ０１８７５

１９８９ ０２８３５ ０３１１５ ００９００ ０１５４７ ０２０００ ００８３６ ０７０５３ ０２９４７

１９９０ ０２８１９ ０３２２８ ００９５５ ０１４５５ ０２０１４ ００８０５ ０７１４５ ０２８５５

１９９１ ０２３７４ ０２７４５ ０１２６９ ０１８２３ ０１９８２ ００３９２ ０８３４９ ０１６５１

１９９２ ０４０３９ ０３５６５ ０２４７５ ０３１３９ ０３１６６ ００８７３ ０７８３８ ０２１６２

１９９３ ０３０３０ ０３７６７ ００８６８ ０２１９５ ０２４４０ ００５９０ ０８０５４ ０１９４６

１９９４ ０２２１２ ０２６７９ ００６８３ ０２１７０ ０１９３４ ００２７８ ０８７４３ ０１２５７

１９９５ ０２４５０ ０３３０８ ００９７０ ０１５６９ ０１９９６ ００４５４ ０８１４５ ０１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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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 总体 西部 南部 东部 区域内 区域间
贡献率

区域内 区域间

１９９６ ０２３３１ ０３４１４ ００８６６ ０１３０５ ０１８９２ ００４３９ ０８１１８ ０１８８２
１９９７ ０１７４７ ０２４５５ ００７８９ ０１３０２ ０１５０２ ００２４５ ０８５９５ ０１４０５
１９９８ ０１６３０ ０２８８１ ００７１４ ０１２６１ ０１５２９ ００１０１ ０９３７８ ００６２２
１９９９ ０１６９０ ０２８８８ ００８８５ ０１１４０ ０１５５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９１７１ ００８２９

２０００ ０１４３４ ０２３５１ ００７８８ ０１１１２ ０１３３９ ０００９５ ０９３３６ ００６６４
２００１ ０１３５６ ０２０８３ ０１０７６ ０１０８４ ０１３２０ ０００３６ ０９７３２ ００２６８
２００２ ０１３６２ ０１７２７ ００７７２ ０１３１８ ０１２６７ ０００９５ ０９３０４ ００６９６
２００３ ０１６１７ ０１７５４ ００９１２ ０１４７５ ０１４０９ ００２０８ ０８７１５ ０１２８５
２００４ ０１８９７ ０１８７４ ００９６６ ０１８８０ ０１６５６ ００２４１ ０８７３０ ０１２７０

２００５ ０２４８０ ０２６１１ ０１１６１ ０２２２５ ０２１０３ ００３７６ ０８４８３ ０１５１７
２００６ ０２３２４ ０２３２６ ０１６８８ ０２２３７ ０２１２４ ００２００ ０９１４０ ００８６０
２００７ ０２３０９ ０２６９１ ００６４１ ０２１６０ ０１９７１ ００３３８ ０８５３８ ０１４６２
２００８ ０１７８８ ０２５３４ ００５４３ ０１１４５ ０１４３２ ００３５６ ０８００７ ０１９９３
２００９ ０１５０５ ０１５６２ ００７３２ ０１３６１ ０１２６４ ００２４１ ０８３９７ ０１６０３

２０１０ ０２０４８ ０１８５２ ００９３４ ０２０４５ ０１７４２ ００３０５ ０８５１０ ０１４９０
２０１１ ０２１１４ ０１７６４ ０１２５３ ０２１５７ ０１８３６ ００２７８ ０８６８５ ０１３１５
２０１２ ０２０４７ ０２２１８ ００７４５ ０１８０８ ０１６８９ ００３５８ ０８２５０ ０１７５０
２０１３ ０２２５８ ０１９４９ ０１０３０ ０２２４８ ０１８６８ ００３９０ ０８２７３ ０１７２７
２０１４ ０１８０６ ０１８７２ ００９０５ ０１９１３ ０１６２７ ００１７９ ０９０１０ ００９９０
２０１５ ０２０７６ ０２６８９ ００５８２ ０２００８ ０１８４６ ００２３０ ０８８９１ ０１１０９

２０１６ ０２２２４ ０１９６５ ０１０８４ ０２１７７ ０１８７７ ００３４７ ０８４４２ ０１５５８
２０１７ ０２２３７ ０２０９４ ００９４９ ０２１７９ ０１８８１ ００３５５ ０８４１１ ０１５８９
２０１８ ０２３６７ ０１９６７ ００７８４ ０２４１７ ０１９４４ ００４２３ ０８２１３ ０１７８７
均值 ０２２２１ ０２４９６ ００９８４ ０１８５０ ０１８４８ ００３７３ ０８４４３ ０１５５７

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东、南、西部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泰尔指数均值分别为 ０１８５０、

００９８４及０２４９６.西部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内部差异最大,东部次之,南部最小.并且１９８６—

２０１８年西部海洋经济区泰尔指数均值大于总体泰尔指数均值,由此可见,西部海洋经济区发展不均衡是导致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地区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西部海洋经济区效率值两极分化较明显的原因是,阿拉斯

加州和夏威夷群岛渔业资源丰富,科研投入力度大,渔业产业结构合理,渔业管理制度完善,海洋渔业经济

效率值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大西洋沿岸曾出现渔业资源过度捕捞和水质污染严重等情况,导致近年来渔业

登陆量及经济效益总体呈下降趋势,抑制了大西洋沿岸其他各州海洋渔业经济发展.
从泰尔指数变化趋势来看,１９８６—２００３年美国东、南、西部海洋经济区泰尔指数均呈现整体波动中下降

的趋势,２００４—２０１８年泰尔指数均呈现整体波动中上升的趋势.这说明研究期内三大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

济效率区域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的先缩小后增大.
从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来看,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区域内泰尔指数均值为０１８４８,区域

间泰尔指数均值为００３７３,区域内差异明显高于区域间差异.进一步分析差异贡献率,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

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０８４４３,区域间贡献率均值０１５５７,二者差距较大,可见区域

内部差异是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区域内差异总体呈现先升后降的态势,区域

间差异总体呈现先降后升的态势.由此可见,在缩小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总体差异时,应把解决问题的关

键聚焦到缩小区域内部差异上,与此同时也不可忽视区域间差异扩大问题.

３２３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空间演化分析

以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美国沿海２４个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为基础,选取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８
年的截面数据,运用 ArcGIS１０５软件中的自然间断点分级法,分析效率的空间格局演化 (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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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空间格局演化

年份 高效型 中高效型 中低效型 低效型

１９８６
　阿拉斯加州、夏威

夷州

　俄勒冈州、得克萨斯州、缅

因州、马萨诸塞州

　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路易斯安

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佐治

亚州、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纽约

州州

　佛 罗 里 达 州、北 卡 罗 来 纳 州、
弗吉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新

罕布什尔州、康涅狄格州、罗得

岛州、特拉华州、马里兰州

１９９８
　阿拉斯加州、夏威

夷州

　得克萨斯州、南卡罗 来 纳

州、康涅狄格州、缅因州

　俄勒冈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

州、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

尼亚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州、马萨诸

塞州、罗得岛州

　华盛顿州、加利福尼亚州、亚

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宾夕法尼

亚州、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
马里兰州

２００８
　阿拉斯加州、夏威

夷州

　俄勒冈州、新泽西州、马萨

诸塞州、缅因州

　得克萨斯州、路易斯安那州、佛罗里

达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
弗吉尼亚州、马里兰州、康涅狄格州、
新罕布什尔州、特拉华州、罗得岛州

　密西西比州、纽约州、华盛顿

州、加利福尼亚州、亚拉巴马州、
佐治亚州、宾夕法尼亚州

２０１８
　阿拉斯加州、夏威

夷州、马萨诸塞州、
缅因州

　俄勒冈州、路易斯安那州、
南卡罗来纳州、新泽西州、新

罕布什尔州

　华盛顿州、得克萨斯州、亚拉巴马

州、佛罗里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弗吉

尼亚州、康涅狄格州、马里兰州、特拉

华州、罗得岛州

　密西西比州、纽约州、加利福

尼亚 州、 佐 治 亚 州、 宾 夕 法 尼

亚州

由表３,在所选取的四个样本区间内,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始终是高效率地区.１９８６年美国海洋渔业

经济效率值在００１２~１０００,各沿海州之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两极分化较明显.１９９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

率值在０００７~０５７０,与１９８６年相比１９９８年高效型、中高效型地区数量维持不变,俄勒冈州和马萨诸塞州海

洋渔业经济由中高效型变为中低效型,南卡罗来纳州由中低效型转为中高效型.２００８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

的空间分异进一步增加,效率值在００５７~１０００,高效型、中高效型地区数量继续维持不变,低效型地区数量

有所增加.２０１８年高效型地区数量增加到４个,中高效型地区数量增加到５个,低效型地区数量由７个减少到

５个.
总体而言,地区层面上高效型和中高效型地区在数量上和面积上有了一定幅度的增加,低效型和中低效

型地区数量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研究期内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但低效型和中低效型

地区分布面积比较大,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空间格局上,美国海洋渔业经济高、中高效型地区分布较为

分散,高效型地区对周围地区海洋经济的辐射带作用不强.从四个样本区间的效率值变化范围来看,两极分

化呈现出先减弱后加强的态势,缩小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仍是今后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４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原因初探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评价结果与时空演化

特征

４１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空间差异原因初探

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差异是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地区差异的客观条件.最典型的阿拉斯加州三面

环海,延长的海岸线和适宜的海水温度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饶的渔场之一.丰富的渔业资源为阿拉斯加州渔

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技术进步是动力因素,科技投入水平的高低造成了各地区渔业产业结

构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差异.经济周期波动是本质原因,美国海洋渔业经济受市场机

制调节,渔业资源在市场中自由配置,渔业经济存在周期性波动的市场风险.市场性风险对区域渔业经济的

影响各不相同,造成区域渔业经济效率的不同波动.

４２　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评价结果与时空演化特征

中国沿海各省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呈现不同程度的波动特征,高效率水平省份基本保持不变,总体效率值

中等偏低,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２０].空间格局上,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地区差异明显,随着时间推移两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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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化态势加强,不均衡特征未得到有效改善[３６].并且,中国海洋渔业经济高等、中等地区分布较为分散,空

间集聚态势不明显[３７].

５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应用SBMＧDEA模型,测算美国沿海２４个州１９８６—２０１８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并进行对比分析.运用

核密度估计法、泰尔指数及 GIS空间技术刻画美国沿海各州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的时空格局演化,得出以下

主要结论.
(１)从测度结果来看,美国历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值总体呈现波动中上升的趋势,沿海各州海洋渔业经

济效率均值由１９８６年的０２０５增长到２０１８年的０４１９.但各州之间最高效率均值与最低效率均值之差为

０８１４,两极分化比较严重.
(２)从时间序列演化分析来看,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核密度曲线不断右移,研究期内效率水平整体

趋于上升.２０１８年与１９８６年相比核密度曲线左尾大幅收缩,低效型地区数量有所减少.核密度曲线从 “瘦
高”逐渐变为 “矮胖”,各州之间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逐渐增大.

(３)从空间差异分析来看,２００３年以前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区域差异呈波动中下降趋势,２００３年

以后差异呈波动中上升趋势.与此同时,泰尔指数、基尼系数和对数离差均值呈现 “同增同减”的波动趋

势,研究期内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上、中、下层水平地区效率值差异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４)从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来看,美国东、南、西部海洋经济区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泰尔指数均值分别是

０１８５０、００９８４和０２４９６,呈现 “西—东—南”阶梯状递减的特征.研究期内区域内差异贡献率均值为

０８４４３,区域间差异贡献率均值为０１５５７,区域内差异是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区域差异的主要来源.
(５)从空间格局演化来看,２０１８年与１９８６年相比,美国海洋渔业经济高效型和中高效型地区在数量上

和面积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低效型和中低效型地区数量和面积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在空间格局上,高

效型、中高效型地区分布较为分散.整体而言,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有所提升,但两极分化态势明显.

５２　对中国的政策启示

为了进一步提升中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缩小省际渔业经济效率的空间差异,促进中国海洋渔业经济健

康稳定发展,本文总结美国海洋渔业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结合中国国情,得出如下适合中国海洋渔业经济

发展的政策启示.

５２１　推动渔业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渔业科技水平发展

美国海洋渔业经济高效型地区科技水平投入高、产业结构升级快,对资源禀赋依赖程度小,对渔业资源

综合利用水平较高.较典型的新泽西州尽管是全美面积最小,渔业资源相对匮乏,但拥有雄厚的研发实力.
因此,新泽西州无论在渔业生产方式,还是渔业技术投入方面都处于较高的水平,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得到了

快速发展.当前中国在海洋科技创新方面有了一些成果,但渔业资金、技术不健全,渔业生产方式传统的问

题仍然存在[３８],且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有待加强.基于此,中国应继续注重科技水平发展,加大渔业经济科

研经费和项目经费投入,同时注重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促进渔业经济效率进一步提升,实现渔业经济更好

地向创新引领型转变.

５２２　依托地区比较优势,制定差异化的渔业管理政策

由于美国各沿海州渔业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区位条件等客观差异,导致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存

在一定的差异.基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的区域异质性,美国海洋渔业经济因地制宜地制定了适合本地区

特点的差异化渔业产业政策.纵观中国,沿海各省份蓝色牧场发展潜力差异较大,且存在区域内部发展不平

衡问题[３９].这表明,中国沿海省份海洋渔业经济同样存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较大的问题.因此,中国应有

针对性地开展渔业管理计划,采取地区比较优势战略,因地制宜制定适合本地区特点的差异化渔业产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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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实现渔业产业协同优化升级.建立既符合国家渔业中长期产业规划布局,又基于黄渤海、东海和南海海

域渔区特点的区域渔业管理计划.

５２３　强化地区间和地区内部资源、技术共享,促进渔业知识技术外溢

从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测度结果来看,效率值两极分化比较严重.并且,地区差异逐渐增大,两极分

化的态势逐年增强.通过泰尔指数分解结果来看,区域内差异是美国海洋渔业经济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但

区域间差异同时呈现扩大趋势.在空间格局上,高效型、中高效型地区分布较为分散,高效型地区对低效型

地区的辐射作用较弱.总结美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应加速开放共享,加强地区间、地区内交流合作,推动资

金、技术、人才等要素的跨地区流动,发挥各自优势,强化资源、技术共享,促进中国海洋经济协同提升,
缩小区域间和区域内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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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oralＧspatialEvolutionofMarineFisheryEconomicEfficiencyinthe
UnitedStatesandItsEnlightenmenttoChina

ZHAOLiangshi　YANGXvmin　ZHANGYaoguang
Abstract:TheUnitedStateshastheearliestutilizationofmarineresourcesandthehighestdegreeofdevelopＧ
ment,whichcanprovidereferencefortheoptimizationofthespatialpatternofChina’smarinefisheryeconoＧ
myBasedonthemarinefisherypaneldataof２４coastalstatesintheUnitedStatesfrom１９８６to２０１８,the
SBMＧDEA modelisusedtomeasurethemarinefisherylandingseconomicefficiency,anditsspatioＧtemporal
evolutioncharacteristicsareanalyzedbykerneldensityestimation,Theilindex,naturaldiscontinuityclassifiＧ
cationandsoon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①Themarinefisherylandingseconomicefficiencyinthe
UnitedStatesincreasedinvolatilityfrom１９８６to２０１８,butthereareobviousspatialdifferentiationcharacterＧ
istics②ThekerneldensitycurveofthemarinefisherylandingseconomicefficiencyintheUnitedStates
graduallyshiftedtotheright,andchangedfrom “slimandtall”to “shortandfat”Astheefficiencyvalue
rose,theregionaldifferencegraduallyincreasedIntraＧregionaldifferencesarethemainsourceofdifferences
inthemarinefisherylandingseconomicefficiencyintheUnitedStates③Intermsofspatialpattern,thereＧ
gionaldistributionofhighandmediummarinefisherylandingseconomicefficiencyisrelativelyscattered,and
thespatialagglomerationeffectisrelativelyweak④TheenlightenmentofthestudytoChinaistopromote
theoptimizationofthefisheryindustrystructure,promotethedevelopmentoffisheryscienceandtechnology;
relyonregionalcomparativeadvantages,formulatedifferentiatedfisheryindustrypolicies;strengthenthe
sharingofresourcesandtechnologiesbetweenregionsandwithinregions,andpromotethespilloveroffishery
knowledgeandtechnology
Keywords:MarineFishery;Efficiency;TemporalＧspatialCharacteristic;TheilIndex;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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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发展格局下,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一的农民合作社在推进产业融合发展

中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背景、思路的分析和三个典型案例

的剖析,研究发现,目前中国农民合作社产业化发展所处的阶段与日本农协六次产业

化发展的初期有很大的相似性,其发展经验值得借鉴,尤其体现在打造农产品品牌优

势、实现农产品标准化加工、建立农产品营销渠道等措施推动产业化发展方面.据此

本文提出促进中国农民合作社产业化发展的对策和建议:以品牌化带动合作社产业化

发展,以标准化推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拓展合作社特色化营销渠道,充分发挥社员

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的积极性,组建合作社产业化发展联盟.
关键词:日本农协;合作社;六次产业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７００３

１　引言

“十四五”期间,中国农民合作社 (以下简称合作社)的发展将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作为一种重

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社的产业化发展是未来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推进乡村产业发

展,建立乡村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国内许多学者都把 “培育和发展合作社”作为促进农村产业

融合的重要对策[１Ｇ２],李俏和贾春帅围绕合作社的产业融合发展,从 “三农”政策演进视角归纳得出中国合

作社产业化发展到目前已经历的三个阶段:１９７９—２００７年为合作社发展起步、产业化萌芽阶段;２００８—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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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合作社发展增速、产业化延伸阶段;２０１５年至今为合作社发展壮大、产业融合阶段[３].从目前中国合作

社产业化发展现状来看,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产业间的衔接存在断层[４],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基础薄弱,向

后端延伸不够;第二产业阈于现状,向两端拓展不足;第三产业缺乏创新,向高端开发滞后,等等.具体体

现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品牌建设能力不足,缺乏竞争力;标准化生产率低,生产成本高;营销手段单一,
产品效益低等方面.因此,围绕中国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探讨促进合作社产业化发展

的策略,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目前,国内外学者围绕合作社产业化发展的研究主要包括合作社产业化发展路径、类型、绩效的经济分

析等,在这些研究中,有关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以下简称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经验的研究对中国合作

社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相关研究主要包括:日本学者小林哲[５]、铃木孝一和铃木信

贵[６]认为由于农村就业人数减少和人口老龄化,日本的农林渔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这种状况下,日本政

府和许多研究者都在讨论农业的多元化经营,即六次产业化.高桥水木认为日本近年来重点关注的农业六次

产业化,已经成为农业 “萎缩”区域经济重组和振兴的一项重要措施[７].后藤英之则指出农协六次产业化具

有三个特征:一是通过初级产品的品牌化来提高附加价值,二是专注于加工技术和销售技术,三是日本农协

牵头控制初级产品供给和通过大宗交易稳定供给[８].中国学者侯宏伟和温铁军[９]、钱淼等[１０]认为学习和借鉴

日本农协多功能性的特质和吸取其多重属性的先进经验,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合作体系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何银春和薛婷婷[１１]、张永强等[１２]、刘松涛等[１３]提出通过总结日本六次产业化发展的经验,以农村

发展为核心,破解中国三产融合的困境,对于实现中国合作社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孔祥智和黄

斌[１４]、徐旭初和金建东[１５]、颜华和王思禹[１６]、邱雯雯[１７]对中国合作社产业化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合作社

必须参与农业产业链的拓展,调整地区农业规模和优化地区产业结构,这对区域内农产品整体质量水平提

升、农民收入增加、服务规模化和产业链内部分工协作等具有促进效果,并最终表现为合作社对市场环境的

良好适应能力.
综上所述,中国有关合作社产业化发展的特征、类型、路径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在策略

层面进一步明确合作社如何进行产业融合、实现产业链整合、促进产业化发展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

着眼于对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经验和案例的剖析,希望能清晰地展现日本农协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在基层

农协层面的做法,进而揭示推动合作社产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总结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过程中成功经

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为促进中国合作社产业化的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

２　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背景和思路

日本 «农业协同组合法»中把农协定义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民经济社会地位的合作组织[１８],因此,尽

管各地基层农协的规模、特点各不相同,却都是以农业发展为中心开展营农活动的,推动着地区农业产业的

可持续发展.截至目前,日本农业在法律保护下已经构建了一条独特的产业链,而农协则处于这个产业链的

中心位置,农协的六次产业化之路也是在顺应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中应运而生的.

２１　农业发展滞后亟须农业产业链延伸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日本农业学者今村奈良臣在研究中发现农产品生产成本与消费价格间存在巨大

差异,农产品的附加值大都流出了第一产业,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收入增长.例

如,１９９５—２０００年,日本农业年均增长为－２３％,而制造业、服务业年均增长分别为２０％、３４％,
农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制造业和服务业[１９].为激发农业发展的新动力、注入农业发展的新活力,今村奈良

臣在１９９４年提出农业六次产业化发展的设想,要求延伸农业产业链,使流到农村外部的就业和附加值内

部化[２０],即:将第一产业的农林渔业、第二产业的制造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零售流通业进行全面综合促

进,通过六次产业化创造出新的附加值,实现１＋１＋１＞３或者１＋２＋３＝６ (１×２×３＝６)的效果.继

而,日本农协进行了大量的农业六次产业化发展的实践探索.２００８年,日本民主党在内阁会议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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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山渔村第六产业发展目标»,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在农林水产政策大纲中提及 “第六产业”[２１];２０１０年,
日本政府出台了 «六次产业化:地产地消法»,六次产业化被作为推动农业发展、增强农村活力的发展战

略正式启动;２０１３年,日本提出的 «农林水产业地区活力创造计划»,指明了未来农业的发展目标[２２];

２０１５年,日本颁布新 «农业协同组合法»,极大提高了地方农协的积极主动性,各地农协遵循多样化的市

场需求,重视直销店的作用和地域农产品品牌化建设,满足了六次产业化进一步发展的需求[２３];２０１６
年,日本颁布了以提高农业竞争力为最终目的的 «农业竞争力强化计划»等[２４].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大

大推动了六次产业化的发展.

２２　人多地少的资源瓶颈亟须产业联合

日本国土面积３７８万千米２,仅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境内７５％属于山地丘陵地带,小规模的盆地和平

原是主要的居住耕作区,土地贫瘠破碎,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稀缺造成单一农户农业种植规模小,难以实

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同时,小农户缺乏社会资源支持,面临着市场及产品信息传送滞后的局面.为此,
日本农协提出要想实现农业标准化、集约化经营,必须充分利用生物、土地、水等各种有限资源,构建农林

渔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开展生产、加工、销售、观光等一体化的农业经营,利用尖端技术培育农业新产

业、引进可再生能源等,形成综合利用地域资源的六次产业化发展模式 (图１).

图１　综合利用地域资源发展六次产业化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食料产业局.

２３　农民兼业化为六次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日本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农村人口急

剧减少,农民兼业化、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分散经营的个体农户和兼业农户的比重越来越大.日本农林水

产省数据显示,２０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日本农业从业者人数从１９６０年的１４５４万

人下降到２０００年的３８９万人,预计到２０３０年农业从业者人数将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０８万人下降到１３１万人,其中

４９岁及以下的人数从３５万人下降到２７万人,６０岁及以上的人数从１４７万人下降到８６万人.农民兼业化发

展带来了多重效应:一是农民兼业化拓宽了农民收入渠道,提高了农民收入,发展了农村经济;二是农民兼

业化导致农村务农人口减少、老龄化等问题进一步加剧,所以农业发展必须进行结构调整;三是农民兼业化

有利于推广农业科技、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四是农民兼业化加速了农民组织化、团队化的演进.
兼业化使农户更容易接触到二产、三产的资本、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使得一产有更多机会与二产、三产

融合,为日本农协的六次产业化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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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

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粮食安全是国家的立身之本,发挥着保护国土安全的作用.一直以来,日本根

据热量值计算的粮食自给率一直徘徊在４０％左右,２０２０年的粮食自给率仅为３７％,因此日本对粮食安全有

着强烈的危机意识,尤为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２５].今村奈良臣提出六次产业化后,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
日本农协已经成功链接了一二三产业,构建了包括农业种植、农产品加工、农业旅游等在内的整个农业体系

六次产业化,保证了农产品的优质、高效生产,实现了散户式种植与集约式销售的无缝衔接,为保证粮食安

全做出了重大贡献[２６].下文将通过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的三个典型案例对其进行深入分析.

３１　稻叶农协产业化发展案例

３１１　稻叶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进程分析

稻叶农协是鸟取县的基层农协之一,所处的福部町是一片广阔的砂丘地,是荞头 (Rakkyo)的主产区,
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旅游胜地,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２０１６年日本荞头的种植面积为７５６公顷,出货量为

８８３６吨,其中,福部町的荞头种植面积占到１１４公顷,出货量为１８３０吨,居于全国领先地位.除了鸟取荞

头,稻叶农协还拥有星空舞大米、新甘泉梨、花御所柿、鸟取香菇１１５号等名特产品.
稻叶农协在产业化发展中非常重视农产品品牌建设,用品牌建设带动、支撑产业化的发展.以鸟取荞

头这一区域品牌建立和产业化发展为例:稻叶农协组织农民在砂丘地里种植荞头,通过纯手工作业加工,
保证了荞头的高品质产出,奠定了鸟取荞头区域品牌建设的坚实基础.同时,遵循日本工业标准 (JIS)
中加工食品的品质标准,在外包装上除了标明原材料名称、制造商外,还增加了原材料产地的标示.在

日本食品工业协会２０１０年区域食品品牌标准体系中,鸟取荞头被认证为货真价实的 “原产地正品”,成功

塑造为区域食品品牌, “鸟取砂丘 Rakkyo”赢得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认证,稻叶农协的知名度直线

上升.
稻叶农协在成功塑造鸟取荞头区域农产品品牌的基础上,利用品牌建设支撑产业链的延伸.在产前阶

段,由农协统一提供农业材料,组织荞头的种植;进入产中阶段,农协引导农民进行切根工作,为运输环节

做准备,同时切根工作也为福部地区创造了就业机会;在产后阶段,不断向后拓展产业链———引进盐渍冷却

系统用于荞头的长期储存,顺应了健康繁荣的农产品理念,提升了荞头的销售量;同时,聚焦产业优势环

节,确保产品的原产地、制作过程、产品质量得到官方认证,利用品牌优势促进特色农产品的销售;在此基

础上,发挥农协的服务优势,建设农协银行、农协保险机构、农协葬礼清香苑、旅游中心、老人之家等服务

机构,充分打通一二三产业,形成了１＋２＋３＝６的新型产业链 (图２).

图２　鸟取稻叶农协的农业一体化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绘制.

３１２　稻叶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特点

在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过程中,稳定的生产是产业链不断延伸的牢固基础.稻叶农协从一产出发,链接

二产、三产的产业化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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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做好农业的基础化建设,生产地域特色突出的农产品,以品牌化拉动社员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形成品牌效应.二是利用品牌优势向后延伸产业链,由农协全面代理荞头及其加工品的销售和售后服务工

作,包括线上购物网站发布直销店信息,采用产地直送的方式配送农产品到直销店;在农产品包装上注明农

产品原料及产地信息,既实现了农产品品牌营销,又建立了农产品可追溯体系.三是充分延伸产业链的上

游、中游、下游环节,共享产业链纵向延长带来的增值效益.
稻叶农协利用自己的相对资源优势,形成了特色农产品品牌,利用农产品品牌溢价,提高了产业化收

益.进一步而言,稻叶农协通过组织农业生产、发展农产品加工、代理农产品销售,涵盖了社员所需的各项

服务,实现了农协内部的协作与循环,其产业链已经相对成熟,并完全具备社会化服务能力.

３２　北连农协产业化发展案例

３２１　北连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进程分析

北连农协创立于１９１９年,２０２０年其采购业务达到３４４９亿日元,销售业务达到１１０６２亿日元.其经营

的核心产品是在日本人生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地位的大米,拥有北海道最大的大米加工厂———北海道北连珍

珠精米加工厂.
北连农协的产业化发展以精米加工厂为切入点,工厂配备智能化的生产线,从糙米输送、异物分选、精

米容量计量、精米分选、自动包装到发货都实现了全自动化、标准化作业,年产能６０万吨,科技化水平高

度发达,技术和规模在日本国内均处于一流水平.经过上述工艺加工出的大米洁白、完整、无杂物,是名副

其实的免淘米,精品米达到９０％以上.同时,这个百年工厂还设有专门的水稻博物馆,采用开放性的运营模

式,吸引父母带子女体验生活、学校组织学生参观、研究者进行考察,充分利用触摸屏和展品帮助参观者了

解、学习,并通过交流画廊全面展示日本北海道珍珠米的种植历史和制作过程.
在产业化的拓展上,北连农协在精米加工厂标准化运作的基础上,将产业链向前、后延伸.在精米加工

厂的前端,为保证农民的利益,农协向农户提供新品种和生产技术,传播农业管理经验,降低农民的生产成

本.进入水稻收获期,由农协按照农产品标准直接进行检测、定级和定价,并进行统一收购,再运送到加工

厂进行精细加工,实现了从糙米到精米全过程的统一监控.在精米加工厂的后端,农协为保证销售的稳定

性,设立直属的网上商店和稻米俱乐部,建设产地信息发布系统,只销售符合质量标准的产品.因此,北连

农协以精米加工厂为核心,上控产地、下控销售,围绕消费者打造全新的商业思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产业

化发展之路 (图３).

图３　北连农协六次产业化的基本战略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北连农协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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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　北连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特点

从农业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农业受制于市场、自然的双重压力,单靠一产通常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发

展优势.北连农协在六次产业化发展中选择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切入点,向两端延伸,推动双向融合,形成了

自己显著的产业化发展特点.
一是从二产切入,辐射一产、三产.将农产品加工作为农业转型升级的切入点,把第二产业在农业转型

升级中作为前锋角色,利用资本对工业化集聚的天性,弥补了农业发展中资本力量不足的缺陷,以此利用二

产积累势能,实现产业链前延后伸.二是以标准化作为支撑,通过标准化加工把农产品换种方式储存和销

售,既增加了产品附加值又延长了销售时间,还拓展了产业链.同时,北连农协以精米加工厂为突破口,按

照标准化模式,保证了农产品质量,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标准化促进了产业化发展.三是紧密连接了生产

者、经销商和消费者,打破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式,形成了北连农协以标准化促进产业化

发展的独特优势.

３３　丝岛农协产业化发展案例

３３１　丝岛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进程分析

丝岛农协于１９６２年１１月由１４个农协和２个联合会合并成立,其使命是:以振兴作为生命产业的农业为

发展目的,为实现地区富裕做出贡献.从成立到现在,丝岛农协一直致力于促进区域农业发展、振兴当地社

会经济、保障协会社员和当地居民的生活.
丝岛农协的销售事业是其独具特色的关键部分,主要经营直销店和社区商店 (AＧCOOP).丝岛农协直

营着九州最大的农产品直销店———伊都菜彩,专注于社员的利益和为满足顾客需求服务.直销店面积

１５０６米２,注册的生产者数量达１５８０人,不仅包括专业农民,还包括当地的老年人和妇女.为了供应新鲜、
可靠和安全的农产品,直销店定期组织研讨会和农药残留检测,使每个生产者都能对自己提供的食品高度负

责,并致力于生产更高质量的农产品.直销店内独具特色的新产品层出不穷,非常受消费者欢迎,例如,

２０２０年鲷鱼酱获得 “村宝石奖”;伊都牛蒡糖 (karintou)成为农林水产大臣认证的产品.AＧCOOP则以成

为深受大家喜爱的社区型商店为目标,每天都提供新鲜安全的农产品来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餐桌,专注于

实现地产地消.店内设立了产直角①,是当地生产者新鲜收获的农产品的直接售货区,每件商品上都写有生

产者的名字,因此消费者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生产者的商品.
在产业化的拓展上,丝岛农协依托直销店的销售优势,将从产地收获的蔬菜、水果、鲜花等农产品直接

运送到直销店,充分保证农产品的新鲜和安全.另外,丝岛农协的 “六次化商品”都是以当地农产品为原材

料的加工食品,例如,直销店内各种各样的甜食、调味料和果汁,都用当地的原料制成,实现了农业、加工

业和市场的有机衔接.直销店还专注于提供周到的服务,例如,定期检测农药残留,保证食品安全;集中培

训工作人员,帮助他们成为高素质的服务人员;制作手绘菜单,为顾客定制具有设计感的菜谱.丝岛农协除

了加强核心业务即农业指导、销售和生产材料供应等工作外,还发展信贷、互助、生活和福利等支持业务

(图４),全方位保障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使其在农业开发与保护、生活与享受之间维持良好的平衡,致力

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实现地区繁荣做出贡献.

３３２　丝岛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特点

日本农协的六次产业化发展强调既要发挥加法效应也要发挥乘法效应,这一点在丝岛农协的发展中体现

得非常充分,通过打造直销店与 AＧCOOP这一亮点,丝岛农协在产业化发展中成功实现了符合农业发展要

求、执行差异化战略、满足消费者需求等多重目标.丝岛农协从三产出发,倒逼一产、二产的产业化发展特

点有以下三点.
一是利用直销店、社区店带动农业发展,提高农民的收入,保证农业种植者的积极性.二是利用直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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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丝岛农协六次产业化的基本业务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丝岛农协网站相关资料整理.

特色产品促销农产品,实现农产品当天销售,顾客可以买到新鲜、安全的农产品,保证了直销店的持续盈

利.三是发展服务业,建立产业联盟,保证农协的发展活力.例如,“农业＋旅游” “农业＋保险” “农业＋
养老”“农业＋银行”“农业＋互联网”等,充分汲取其他社会主体的资源优势,实现农业多功能性拓展,升

级改造农业产业结构,建立新的农业增长点,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２７].

丝岛农协按照逆向产业融合思路,建立从三产切入、带动一产、二产的倒逼机制,利用第三产业产生的

经济效益,围绕第三产业的服务资源,刺激农村一产、二产发展,充分挖掘了农产品本身的价值,通过六次

产业化无限放大,使其朝着特色化、产业化、现代化方向发展.最终,由农协统筹兼顾产业链上的每个环

节,融合农业旅游、农事保险、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物联网等发展服务型农业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

发展.

３４　日本农协产业化发展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从日本农协的三个案例清晰得出,三个基层农协利用各自的优势拓展了产业化发展的路径,最终的产业

内容都涉及一二三产业,涵盖了提高农业附加值所有可利用的范畴 (表１).稻叶农协从一产入手,利用当地

广阔砂丘地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具有独特品质的农产品,其产业化发展的特点是非常注重农产品品牌

建设,依据食品品牌标准体系,致力于打造农产品品牌优势,促进农产品的销售,打通一二三产业;北连农

协从二产切入,利用百年发展历程中积累的雄厚资金和资源优势,抓住国民的饮食喜好,建设精米加工厂,
以标准化促进产业链延伸,上控产地、下控销售,推动六次产业化的发展;丝岛农协以三产来拉动,非常重

视农产品直销店、社区店的等营销渠道的建设,依靠伊都菜彩的销售能力,促进农产品实时销售,减少农产

品积压,提高社员收入,同时,联合其他产业,发展服务型农业产业,带动农业的发展.

表１　日本农协三个典型案例的比较分析

成立时间 案例名称 案例区位 优势产业内容 产业效益 农协成员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 稻叶农协 鸟取县
农产品

品牌化

　２０２０年销售业务达６５亿日元;采购

业务达８５亿日元
　２０２０年３２５１４名;２０１９年３２８７８名

１９１９年４月 北连农协 北海道
农产品

标准化

　２０２０年销售业务达１１０６２亿日元;
采购业务达３４４９亿日元

　２０２０年３４９１３家农户,占其他地区农

户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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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成立时间 案例名称 案例区位 优势产业内容 产业效益 农协成员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 丝岛农协 福冈县
农产品

直销店

　２０２０年销售业务达１０４亿日元;采

购业务达３１亿日元

　２０２０年１７０７４名;２０１９年１７３０２名;农

协青年部８３人;农协女性部４２５７人

　　资料来源:根据稻叶农协、北连农协、丝岛农协官网相关资料整理.

因此,不论是深耕农产品质量,打造品牌优势;还是发展农产品加工,进行标准化延伸;抑或是注重消

费者需求,在销售方面做文章,都能加速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基层农协在发展中都

非常重视不断提高农协全方位的服务能力,除了提供农业支持,还致力于不断提高社员的生活品质,涉及社

员教育、农业储蓄、生活互助、文化活动、财产保护等不同方面,充分提高了农协的凝聚力,调动了社员参

与产业化发展的积极性.

４　结论与启示

总体来看,中国合作社产业化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根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制定的 «“十四五”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规划»,未来提升农村产业融合水平,应该依托乡村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农业全产业链.鼓励农

业龙头企业牵头、合作社持续跟进、广大小农户积极参与,共建产业联合体.２０２２年３月１日,农业农村部

又在 «关于落实党中央国务院２０２２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部署的实施意见»中提出强化标准引领,
推进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等.在相关政策推动下,中国农民合作社该如何推动产业化的发展? 通过对日本

农协六次产业化发展的分析和案例剖析,结合中国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４１　以品牌化带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中国大力推动品牌强国战略,农业品牌建设不断提速增效,但整体发展水平与其他行业的差距

仍然较大.从合作社来看,自身品牌建设能力不足,品牌带动力不强,大大削弱了合作社的产业化发展水

平.因此,要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努力打造一批具有竞争力的农产品品牌.一是要增强合作社品牌建设意

识,打造合作社优势品牌,助推合作社在产业化发展中形成竞争优势.二是以品牌化带动前端农业生产,实

施精准品牌定位,大力生产符合品牌特点的农产品.三是将合作社经营理念、价值观念等注入品牌,建立特

色农产品品牌,提高品牌影响力,扩大农产品销售,带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

４２　以标准化推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

从日本北连农协的案例可以看到,标准化在推动产业化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具备标准化优势的

合作社可以以此为突破口.一是要制定规范的农业生产标准体系,从农业种植源头把关,提高农产品质量.
二是制定农产品品质标准体系,合作社应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绿色食品标准为基础要求,形成农产品包

装、储运、品质检测等标准.三是制定具有特色的农业服务标准体系,包括合作社组织化建设标准、社员服

务标准、高素质农民培训标准、农产品售后追溯标准等,通过标准化建设推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

４３　拓展合作社特色化营销渠道

农业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弱质产业、低效益产业.事实上,从基础生产到最终消费的产业化综合效益计

算,农业是非常有发展前景的产业.针对当前合作社营销手段缺乏、农业市场信息获取时效性不强等问题,
应鼓励合作社主动收集农业发展的前沿信息,参加各类农业大型展览会及贸易洽谈会,学习优秀示范社的发

展经验,推广自身特色产品,等等.同时,应当借鉴日本 “地产地消”的经验,在合作社附近的城市建立农

产品直销网点,实现就近生产,就近销售.另外,借势互联网发展的大潮,实施 “互联网＋合作社”的产业

营销模式,利用网络平台与消费者建立联系,发展农村电商,打开特色农产品的销路.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线上农产品销售已经成为合作社农产品竞争的 “主战场”,农产品电商、直播带货等

以数字技术驱动的合作社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可以充分衔接生产端与消费端,是未来合作社产业化发展的

“新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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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充分发挥社员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的积极性

合作社具有互助属性和经济属性两个重要属性,而互助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实现程度是反映社员能否在合

作社产业化发展中发挥积极性的关键所在.一方面,合作社要带动所有社员参与到产业链发展中,确保社员

能够享受产业链发展中的增值收益;充分发挥合作社互助、整合、服务的能力,协调分配好生产、加工、流

通、销售等环节的增值收益,使参与产业链的各个主体都能分享产业化发展的红利.另一方面,要提高社员

在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的话语权,让每一个社员都能在合作社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挥每个社员的积极性,推

动合作社的产业化发展.

４５　组建合作社产业化发展联盟

日本农协六次产业化的发展既得益于政府的激励和引导,也受益于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因此,中国农

民合作社必须主动适应市场规律,平衡好政府支持和自主发展的关系,主动汇集社会和市场力量组建合作社

产业化发展联盟.例如,积极对接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建立 “政府＋银行＋合

作社”“保险公司＋合作社＋互联网”等金融服务模式,为合作社成员提供贷款支持;吸引农业高校加入合

作社产业化发展的阵营,既能保证农业技术的不断更新,又能改善合作社农业人才缺乏的现状;利用农企弥

补合作社产业化发展中职业经理人、农产品营销人才、品牌建设人才的不足,借助企业成熟的农产品收购、
运输、存储、包装、销售网络,发挥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双重优势,等等.通过联合以上社会主体突破合作社

产业化发展的瓶颈,逐步建设成为 “政府＋合作社＋金融机构＋高校＋企业”的社会化产业链联盟,形成产

业集聚效应,实现合作社的产业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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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nlightenmentoftheSixthＧindustrializationof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sto
th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ofChinaFarmers’ Cooperatives

HOUJing　LIMengjie　ZHANGTinghao　ZHENGDan
Abstract:Underthenewdevelopmentpattern,farmers’cooperatives,asoneofthenewtypeofagricultural
businessentityhaveuniqueadvantagesinpromotingindustrialintegrationanddevelopment Throughthe
analysisofthebackgroundandideasoftheSixthＧ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softheJapanese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andtheanalysisofthethreetypicalcases,thestudyfoundthatthecurrentstageofindustrializaＧ
tiondevelopmentofChinafarmers’cooperativesisverysimilartotheinitialstageoftheSixthＧindustrializaＧ
tionofJapan AgriculturalCooperatives,anditsdevelopmentexperienceisworthlearning,especiallyin
buildingtheadvantagesofagriculturalproductbrands,realizingthestandardizationandprocessingofagriculＧ
turalproducts,andestablishingmarketingchannelsforagriculturalproductstopromoteindustrialization,
accordingto which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forpromotingth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of
cooperativesareproposed:driveth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ofcooperativeswithbranding,promote
th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ofcooperativeswithstandardization,expandthecharacteristicmarketing
channelsfortheindustrializationofcooperatives,givefullplaytotheenthusiasmofmembersintheindustriＧ
alizationofcooperatives,formacooperativeindustrializationdevelopmentalliance
Keywords:JapanAgriculturalCooperatives;Farmers’Cooperatives;SixthＧindustrialization

(责任编辑　张雯婷　卫晋津)

—７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07（总 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