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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载

关于意大利葡萄酒产业发展
情况的调研报告

　广德福　李　波　黄　飞　李航浩　田江帅　王可依

(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罗马)

２０２２年９月,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大使广德福率队赴托斯卡纳就意大利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

进行深入调研.调研组深入走访了托斯卡纳４家有代表性的酒庄,实地考察葡萄种植园、酿酒车间和储藏酒

窖等,并与各酒庄负责人进行座谈,对意大利葡萄酒产业发展情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１　基本情况

意大利是全球重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和贸易国.据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 (OIV)最新发布的数据,意大

利是全球第一大葡萄酒生产国、第三大葡萄酒消费国、第四大葡萄种植国,以及全球第二大葡萄酒出口国.

２０２１年,意大利葡萄酒产量５０２亿升,占全球产量 (２６０亿升)的近１/５、占欧盟产量 (１５３７亿升)的近

１/３,位居全球第一.意大利葡萄酒消费量２４２亿升,占全球消费量 (２３６亿升)的１０３％,仅次于美国

(３３１亿升)和法国 (２５２亿升),位居全球第三.意大利葡萄种植面积７１８万公顷,占全球种植面积

(７３０万公顷)的９８％,仅次于西班牙 (９６４万公顷)、法国 (７９８万公顷)和中国 (７８３万公顷),位居

全球第四.意大利葡萄酒出口额７１亿欧元 (仅次于法国的１１１亿欧元)、出口量２２２亿升 (仅次于西班牙的

２３亿升),出口额和出口量均位居全球第二.
托斯卡纳位于意大利中部,主要城市有佛罗伦萨、比萨和锡耶纳等,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葡萄酒产

区之一.总体来看,托斯卡纳葡萄酒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有:一是气候条件优越,适合葡萄种植.该地区

气候温润、降水充沛,地貌多丘陵、山地,土质以偏碱性的石灰石、黏土为主,葡萄种植条件优越.托斯

卡纳拥有超６万公顷葡萄园,其中约６５％种植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葡萄品种桑娇维塞 (Sangiovese).二是

酿酒历史悠久,酿造工艺先进.托斯卡纳早在公元前８世纪就开始种植并酿造葡萄酒,公元前７世纪开始

了葡萄酒贸易,托斯卡纳的子产区 “基安蒂 (Chianti)”于１７１６年划定了 “法定产区”,是世界最早的葡

萄酒酿造 “法定产区”之一.该地区的葡萄酒酿造既能传承传统工艺,又能大胆革新,酿造出具有世界顶

级水准的 “超级托斯卡纳”葡萄酒.三是知名酒庄众多,品牌影响力广.按照意大利的葡萄酒分级标准,
托斯卡纳有１１个 DOCG产区 (最高等级的优质法定葡萄酒产区),３９个 DOC产区 (第二等级的法定葡萄

酒产区).该地区知名酒庄众多,意大利顶级红酒代表的 “四大雅”———西施佳雅 (Sassicaia)、索拉雅

(Solaia)、奥纳雅 (Ornellaia)和嘉雅 (Gaja)有３家位于托斯卡纳,仅托斯卡纳的宝格丽地区 (Bolgheri)
就有６５家知名酒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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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调研情况

调研组实地走访了托斯卡纳４家较有代表性的酒庄,包括多次荣获 “意大利最佳酒庄”荣誉的班菲酒庄

(Banfi)、有６００多年酿酒历史出产 “四大雅”中的索拉雅的安东尼世家酒庄 (Antinori)、创建于１９８１年出

产 “四大雅”中的奥纳雅的年轻酒庄欧纳拉雅,以及位于宝格丽核心地区的家族酒庄宝格丽城堡 (Castello
DiBolgheri).这些酒庄各具特色,既有有着数百年酿酒历史的酒庄,也有创立仅几十年的年轻酒庄;既有出

产 “四大雅”的顶级酒庄,也有规模相对较小的家族酒庄.此外,安东尼世家酒庄位于经典 “基安蒂”葡萄

酒优质法定产区 (ChiantiClassicoDOCG),宝格丽城堡酒庄和欧纳拉雅酒庄位于靠近意大利西海岸的宝格

丽核心区域,这些区域都是托斯卡纳最具代表性的葡萄酒子产区.调研组深入葡萄种植园、酿酒车间、储藏

酒窖等,并与各酒庄负责人进行细致的座谈交流,对意大利葡萄酒产业从种植、酿造、储藏,到品牌、宣

传、贸易等都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

２１　托斯卡纳酒庄从葡萄种植到酿造储藏的全程严格质量控制,是确保葡萄酒品质的关键

托斯卡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为葡萄种植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然而,真正能确保葡萄酒品质

的是从生产到酿造再到储藏等各个环节严格的质量把控.第一,意大利采用欧盟统一的食品农药残留标准体

系和污染物限量规定,各酒庄的酿酒葡萄主要靠自产.欧盟有健全的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法律体系,包括作

为欧盟食品法律法规基础的 «一般食品法条例»,以及欧盟食品污染物限量规定、欧盟食品农药残留标准体

系等.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国,在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制中采用欧盟统一的标准,质量控制标准严格.各酒

庄的酿酒葡萄主要靠自产,能严格把控葡萄品质,葡萄品种都是经过多年选育,以适应当地的水土条件.以

班菲酒庄为例,该酒庄的酿酒葡萄８５％~９０％自产,葡萄园全部种植桑娇维塞葡萄,几乎能达到有机产品的

要求,用于酿制最具代表性的布鲁奈罗葡萄酒 (BrunellodiMontalcino).宝格丽城堡酒庄只使用自产的葡

萄,葡萄园除草主要靠机器,不使用除草剂,葡萄产量低但品质很高.在托斯卡纳的不同子产区,种植的葡

萄品种因水土条件的差异也不相同.宝格丽地区几乎不种植托斯卡纳最具代表性的桑娇维塞葡萄,而是种植

更适合当地水土条件的霞多丽、品丽珠和梅洛３个品种.第二,各酒庄都有专门的酿酒师和技术人员进行质

量控制,酿制过程遵守严格的技术标准.班菲酒庄共有生产行政等人员３００人,其中有３名专业酿酒师,还

有２名科研人员.宝格丽城堡酒庄规模相对较小,依然有专业的酿酒师,同时酒庄还与科研院所保持密切联

系.欧纳拉雅酒庄占地１２０公顷,是宝格丽地区规模最大的酒庄,酒庄有专门的实验室进行品质控制,还开

辟了专门的试验田进行品种试种,以选育出最适合酿制高品质葡萄酒的优质葡萄品种.安东尼世家酒庄在

“经典基安蒂”核心产区,只有在核心产区种植的桑娇维塞葡萄酿制的葡萄酒才能被称为 “经典基安蒂”,葡

萄酒在投放市场前会有专业评定人员进行取样、品鉴,达到标准后才能贴标、投放市场.此外,葡萄酒的储

藏也要遵守严格的条件,以确保品质.宝格丽城堡酒庄是子承父业式的家族企业,其酒窖建于１７８６年,距

今已有近２４０年历史.班菲酒庄酿制的布鲁奈罗葡萄酒,都是用特制的橡木桶进行储藏,每个橡木桶上贴有

二维码,扫码后可以知道桶里葡萄酒的所有信息.安东尼世家酒庄的橡木桶多是从法国进口,橡木桶分为小

桶 (３２５升)、中桶 (５２００升)和大桶 (１４０００升).以小桶为例,每个造价在６００欧元左右,酿造出的葡萄

酒酒体醇厚、层次感丰富,一般使用３次,每次储藏５年,每次使用后用火烤等方式去除残留物,一般１５年

后不再用作葡萄酒储藏,但还可以用于生产烈酒.不同品质的葡萄酒对储藏时间、酒窖温度湿度等条件都有

严格的要求,各家酒庄都建有专门的酒窖用于葡萄酒储藏.

２２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在传承传统酿造工艺的同时坚持突破和创新

重视科技创新和品牌培育,在传承传统工艺的同时,品种、理念、设备、设计不断推陈出新是托斯卡纳

葡萄酒产业的突出特点.一是在园区设计、产品推出等发展理念上突破创新.安东尼世家酒庄酿酒历史悠

久,其葡萄栽培技术和酿造工艺代代相传,而葡萄品种、科研技术,甚至连园区建筑设计都坚持创新性.该

酒庄园区内有种植园、酿酒车间、酒窖、陈列馆等,园区主建筑由佛罗伦萨著名设计师设计,耗时５年竣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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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面积４万米２,建筑结构设计巧妙、极具现代化,注重空气流通和展示性,体现了 “融合”“分享”的家

族理念.据介绍,该建筑获得过建筑设计大奖,每年酒庄接待的游客中甚至有从世界各地专门过来参观建筑

设计的人.欧纳拉雅酒庄的种植园有专门的试验区进行品种培育,试验区里的土地会分成不同的地块,进行

独立的维护和管理,技术人员根据土壤条件、科学控制葡萄藤间距等不断研究选育优良的葡萄品种.每年该

酒庄还会挑选５％的葡萄酒作为特别款进行窖藏,有些甚至需要储藏至少１０年才能投放市场.二是在产业发

展和品牌培育中突出特色.宝格丽地区葡萄种植条件得天独厚,受海洋气候影响,夏季昼夜温差大,有利于

糖分的存储,夜晚的雾气对葡萄形成天然隔绝,砂质土壤富含矿物质、pH 偏碱性,特别适合葡萄种植.该

地区葡萄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迅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宝格丽地区只有５家农户种植葡萄,早期

通过引进法国葡萄品种试种,逐步培育出适合该地区种植的优良葡萄品种,如今该地区已经有６５家酒庄.
这些酒庄使用现代设备生产,但依然保持传统的发酵技术.宝格丽地区多家酒庄联合成立了葡萄酒协会,指

导葡萄种植、开展葡萄酒认证,并定期举办大型推广活动.由于各家酒庄都重视品牌建设,且土地条件、酿

酒工艺不同,酿造的葡萄酒风味各异,避免了恶性竞争问题.

２３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为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但支持力度与酒庄期待仍有差距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AP)自１９６２年出台以后,对促进农民收入、增强农业竞争力、提升农业在价值

链中的地位等发挥了重要作用,确保了欧盟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农产品生产地之一以及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贸易

地区的重要地位,目前欧盟的农产品出口额和进口额均位居全球第一.宝格丽城堡酒庄负责人表示,该酒庄

可享受CAP支持,但支持政策存在缺陷:一是补贴只针对老的葡萄园,而该酒庄大多是新开发的葡萄园,
老的葡萄园只占２０％~２５％;二是补贴力度小,只占生产成本的４０％左右,葡萄苗采购、设备更新、人员培

训等费用都要由酒庄承担;三是补贴针对性不强,且欧盟成员国之间没有区别,有的欧盟国家享受的补贴高

却不种葡萄,资金下拨到各国后,政府的使用效率也存在不足;四是申请程序复杂,费时费力.该酒庄负责

人还表示,意大利政府对葡萄产业的支持力度不够,虽然政府支持力度近年来总体上有所提升,但相比法国

还有很大差距.据欧盟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０年法国是CAP第一支柱 (市场支持和直接支付)最大受益国,分

配资源总值约７５亿欧元,占欧盟的１６８％.意大利排在第四位,分配资源总值４２８亿欧元,占９７％.意

大利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两个领域,约１/３用于蔬果和葡萄栽培,２/３用于橄榄油行业.此外,在国家支持

政策方面,２０１７年意大利众议院通过了 «意大利葡萄酒条例汇编».这一条例作为法律实施,明确了葡萄酒

行业内各部门的职能,同时简化了葡萄酒生产、贸易、原产地、地理标志以及控制、监管等环节的工作流

程,还将葡萄酒产业定义为意大利民族文化遗产,进一步提高了意大利葡萄酒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２０２１
年意大利 «农业预算法案»确定了对农业领域的支持措施,力求在后疫情时期促进农业食品行业复苏. «农
业预算法案»主要从税收和税费支持、加强产业链,以及津贴３个方面进行支持,其中还专门设立了１０００
万欧元的葡萄酒私人储存基金.

２４　气候变化和环保等问题突出,制约意大利葡萄酒产业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调研中,各酒庄也介绍了产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很多问题具有共性.一是气候变化对葡萄种植的影

响越来越明显,且具有不可预测性,对产业发展造成很大负面影响.班菲酒庄表示,葡萄藤寿命在２５~３０
年,最初的１１年产量最大,第８~１５年葡萄品质最高,２０年后葡萄藤逐步老化淘汰.葡萄品质受天气因素

影响较大,如果每年７—９月阳光充足、雨水少,葡萄品质就高.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意大利频繁出

现干旱、洪涝等极端天气,对葡萄品质的影响很大,进而影响了酿酒品质和产量.位于宝格丽地区的欧纳拉

雅酒庄和宝格丽城堡酒庄,临近大海、雨量充沛,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优越.调研组发现这一地区各酒庄的

葡萄园中都没有专门的灌溉设施,负责人解释过去完全不需要灌溉设施,靠降水就能满足葡萄园的灌溉需

求.然而,受气候变化影响,以往从来不需要考虑的灌溉问题也逐步显现,欧纳拉雅酒庄表示他们近两年雇

用工人对葡萄园进行了人工灌溉,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欧纳拉雅酒庄也在积极适应气候变化,通过试

验种植新的葡萄品种 (主要是品丽珠),来选育最适宜当前气候条件的种植品种.二是酒瓶处理等环保问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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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推动生态转型,旨在为后代建立一个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国家,力求将生产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根据 «意大利复苏和韧性计划»(PNRR),意大利将发展绿色经济和生态转型视为

疫后经济复苏最重要的方向,包括发展绿色农业与循环经济、国土和水资源保护等重要内容.意大利葡萄酒

产业同样高度重视绿色发展和环保问题,葡萄酒酿制过程中产生的茎秆、酒渣等都会还田用作肥料.安东尼

世家酒庄表示,该酒庄每年销售葡萄酒２５００万瓶,销售额约２５亿欧元,根据相关环保规定,酒瓶的处理

问题较为突出,作为酿酒企业无法自行处理且成本较高.三是季节性工人短缺,用工成本较高.意大利人工

成本高,葡萄园的除草、病虫害防治、葡萄采摘等都不是专职工人负责,而是大量依靠短期的季节性工人.
班菲酒庄日常葡萄园种植需要１００~１５０名工人,都是短期工人.宝格丽城堡酒庄葡萄园占地６０公顷,每年

４－１０月的农忙季节,每天需要４０名来自非洲的季节性工人.意大利的季节性工人大多来自中东欧、北非及

亚洲、拉丁美洲国家,受疫情影响以及近年来由于欧洲难民危机引发的边境管控措施升级,季节性工人大量

缺乏,进一步推高了葡萄园的人工成本.此外,安东尼世家酒庄表示,酒庄由家族控制,其长期发展会受到

影响.

２５　普遍看好中国市场消费潜力,与中国开展交流合作和双边贸易的意愿强烈

意大利葡萄酒企业普遍重视与中国的合作,看好中国市场的葡萄酒消费潜力.据 OIV 发布的数据,

２０２１年意大利人均葡萄酒消费量是４６升、法国是４６９升、葡萄牙是５１９升,而中国是０９升,人均年消

费量不到１升.中国的葡萄酒文化还在逐步培育之中,产业发展和消费市场还有巨大潜力.调研中,各酒庄

都表达了与中国进行合作的强烈意愿.欧纳拉雅酒庄在上海设有办事处,目前每年产量的５％销往中国.该

酒庄的核心位置立有一尊由中国艺术家设计的孔子像,同时还出品了多款包含中国元素的葡萄酒,市场反馈

较好.宝格丽城堡酒庄负责人表示,他曾到中国的很多城市宣传酒庄酿制的葡萄酒,受语言、文化差异影

响,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目前,他聚焦意大利的华人群体,希望通过既了解意大利,又熟悉中国的 “二代

华人”来进行宣传、打开市场.班菲酒庄在中国有固定的经销商,酒庄负责人非常看好中国市场,期待通过

加深对中国酒文化和饮食文化的了解,进一步挖掘适合中国人口味的佐餐葡萄酒.安东尼世家酒庄表示,过

去中国主要进口法国、澳大利亚的葡萄酒,近年来意大利葡萄酒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逐步提升,未来希望继

续加强与中国酒庄的合作.

３　工作思考

近年来,中国葡萄酒产业发展迅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到宁夏和新疆考察,深入调研当地葡萄特色产业

发展情况,指出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要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

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与欧美等传统葡萄酒生产国和消费国相比,中国

葡萄酒产业整体起步较晚,在品种选育、葡萄种植、酿造技术、品牌推广、科技创新等方面与欧美国家还有

一定差距,意大利葡萄酒产业发展的长期实践经验对中国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３１　进一步推动联合国粮农组织框架下的中意农业交流合作,将双边农业外交打造成中意关系的亮点和

名片

意大利是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八大经济体,是首个与中国签订 “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

“七国集团 (G７)”国家.近年来,在国内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处 (以下简

称粮代处)的全力推动下,双方在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框架下的交流不断加强,互动密切.FAO 的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系统 (GIAHS)项目成为中意双边农业合作的重要窗口,粮代处多次组织了意大利 GIＧ
AHS遗产地考察、推动双方类似遗产地 “结对子”,以及开展线上研讨等活动.截至２０２２年,FAO 在全球

２３个国家共认定了７２个 GIAHS遗产地,中国有１９个,意大利仅有２个,其中１个是传统葡萄园系统.意

大利农业基础条件好,葡萄园、橄榄园等农业系统具备成为 GIAHS遗产地的潜力,加之意大利官方对

GIAHS兴趣浓厚,中国可以以 GIAHS和葡萄酒产业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意双方在FAO 框架下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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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双边农业合作,推动高级别团组互访,将双边农业外交打造成中意关系的亮点和名片.

３２　疫后应逐步恢复和促进中意葡萄酒领域的多渠道交流,不断加强官方互动与技术合作

受疫情影响,中意葡萄酒领域的专业交流受到很大限制.欧纳拉雅酒庄的负责人表示,在疫情之前该酒

庄经常接待来自中国的专业团组,他们很期待延续与中国同行的线下交流.随着疫后双边人员交流的逐步恢

复,应进一步推动中意葡萄酒领域的多渠道专业交流,不断加强官方互动与技术合作.一是组织国内专业团

组参加意大利葡萄酒展览会.包括参加每年一届的意大利维罗纳葡萄酒展览会 (VinItaly)、意大利里米尼果

蔬展览会 (Macfrut),每两年一届的意大利米兰葡萄酒酿造及装瓶机械展览会 (Simei)等,促进中意葡萄酒

领域的专业交流,推动技术合作.二是加强官方葡萄酒产业管理机构和行业协会的交流合作.新疆和宁夏是

中国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主产区,２０２１年７月,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 (以下

简称综试区)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正式启动建设,“小葡萄”成为振兴乡村的 “大产业”,农业农村部是综试区

建设单位之一.综试区位于贺兰山东麓,纬度与托斯卡纳相近,优质的砂质土壤、自欧洲引进的葡萄品种,
以及品牌化、市场化、国际化发展理念等都有相似之处.应适时推动中国葡萄酒主产区与意大利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等加强互动,就产业发展、技术合作、科技创新等开展交流.三是充分调动意大利侨团、商会、中

资企业的力量和积极性,为中意葡萄酒产业交流、贸易合作架起 “金色桥梁”.

３３　充分借鉴意大利葡萄酒产业发展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发掘中意葡萄酒贸易潜力

优质的葡萄酒需要橡木桶里的时间沉淀,才能散发芳香、达到最佳口感,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同样不是一

朝一夕之功.托斯卡纳有近３０００年的酿酒历史,该地区有数百年历史的酒庄更是数不胜数.意大利葡萄酒

产业在长期发展中积累的种植技术、酿造工艺、储藏方式,以及品牌建设、市场推广、文化传承等,对中国

都有很好的借鉴价值,这些还需要国内专业团组进一步考察发掘.中国作为全球第六大葡萄酒消费市场,每

年葡萄酒消费量超１０亿升,葡萄酒产量每年６亿升左右,产销缺口较大,进口贸易活跃.２０２１年中国葡萄

酒进口量４２亿升 (全球第六位),进口额达１４亿欧元 (全球第七位).根据中意双边葡萄酒贸易情况和海

关总署发布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中国自意大利进口葡萄酒的金额达１６５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９８％,仅次于

法国 (７５２亿美元,占４４５％)和智利 (３３２亿美元,占１９６％),是中国第三大葡萄酒进口来源地.今

后可顺应意大利贸易合作需求,进一步发掘中意葡萄酒贸易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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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球１５１个国家 (地区)的棉花贸易网络数据进行模

型构建,探讨了区域贸易协定、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出口国棉花

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全球棉花贸易竞争加剧,不同区域块

之间的棉花贸易关系日趋简单化、集中化;当出口国与进口国签订过区域贸易协定、
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较近、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较低时有助于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

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且三者对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区域贸

易协定大于政治距离大于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

棉花网络地位能够通过影响出口国棉花技术创新水平、对外直接投资、国际竞争力等

作用机制,降低出口国棉花贸易成本,以拓展社会网络的方式获取更多的贸易信息、
资源等,从而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本文结论能够为各国寻找合适的

伙伴国,提升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国际话语权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区域贸易协定;政治距离;技术创新;对外直接投资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２００１

１　引言

棉花是全球各国重要的农作物,也是纺织品的重要原料,更是世界主要棉花生产国、消费国主要关注的

农产品,在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２００１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之初,中国出口棉花的贸易额仅为３６３亿美元,到２０２０年,出

口额增加至１１１亿美元① .棉花贸易是全球各国之间发展农业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全球棉花产品出

口市场不断扩展.“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２０２０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棉花出口占全世界棉花出口的比

重达到６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棉花进口占全世界棉花进口的比重高达６８％.可见,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持续推进对棉花贸易网络的动态演变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中国加入 WTO 以来缔结区域贸易协定数量不

断增多,促使中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但同时也面临着较多的贸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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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的高低体现的是网络中一国与其他国家棉花贸易相联系的程度.网络地位越

高说明参与国在网络中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棉花贸易连线数越多,强度越大,主要凸显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

的 “广度地位”[１Ｇ２].本文用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来衡量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 “广度地

位”.点度中心度的大小反映了该国接近 “轴心国”的程度,某个节点的中心度越高,就说明其在网络中占

据的战略地位越重要,该国对其他国家棉花的贸易与投资就拥有更多的掌控能力[３Ｇ４],因此在棉花贸易往来

中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为此,整体上把握全球各国间棉花贸易格局变化、竞争互补关系以及如何选取合适的伙伴国进而提升一

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将对全球各国间农业合作顶层设计的优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全球１５１
个国家 (地区)的棉花贸易网络为研究对象,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模型构建检验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

距离的远近以及伙伴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变化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技术创新水

平、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国际竞争力三个角度探讨其作用机制,为各国寻找合适的伙伴国以提升自身在棉花贸

易网络中的地位提供可实施的策略.
本文的主要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形成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

回顾,然后在此基础上阐述本文与现有研究的不同以及本文的创新之处,最后综述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

以及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机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介绍数据和

实证模型,分析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特征事实;第四部分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是作

用机制检验与分析;第六部分是主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启示.

２　文献回顾

２１　全球棉花贸易相关研究

目前有关棉花贸易的相关文献,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有关中国棉花空间效应、棉花贸易潜力以及棉花形

势特点的研究[５Ｇ７],主要利用趋势面分析方法研究棉花产业空间效应及其发展趋势等.二是聚焦对棉花国际价格

走势的探讨.孙洁的研究发现市场供需和政策环境的冲击使国内外的棉花价格出现大幅度的波动[８];王利荣实

证分析了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和按面积补贴政策对棉花生产技术效率的差异化影响[９].三是从比较优势理论出发

探讨中国棉花生产布局的比较优势[１０],以及世界棉花供需调整对中国棉花产业竞争力的影响[１１Ｇ１２].
不过上述相关研究均假设贸易主体间完全独立,而没有考虑到第三国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突破

传统视角,将贸易变量定义为关系数据,将国家看作网络节点,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渗入国际贸易的研究领

域,从而拓宽了国际贸易的研究视角[１３Ｇ１５].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将此方法应用于贸易网络关系的研究.

Watts和Strogatz最早研究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他们通过构建网络模型揭示社会网络的 “小世界效应”[１６].

Jackson构建了测量贸易网络中心性的各项指标[１７].程中海和冯梅测度了不同时间和空间的世界棉花贸易网

络结构[１８].周迪和李晓蕙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了 “一带一路”贸易关联网络及其包容性增长效应[１９].
已有文献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领域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现有研究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格局进行了分析,发现棉花贸易集中化趋势明显且中国是贸易网络中的关键节点,会影

响全球棉花贸易格局[２０].也有研究基于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年的世界棉花贸易数据运用动态复杂网络分析方法揭示

了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棉花补贴额等因素对世界棉花贸易的影响[２１].已有文献对本文研究有积极的借鉴意

义,同时也发现相关研究仍需不断深化.一是此类研究刻画了全球各国棉花贸易网络特征,但均未专门针对

如何选取合适的伙伴国来提高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进行细致探索;二是现有文献缺乏影响因素对提

升一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机制分析.
本文试图从两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第一,丰富了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演化的实证分析.前期研究多

侧重于考察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特征描述以及传统的引力模型中的要素对棉花贸易网络的影响,本文侧重于考

察如何选取合适的贸易伙伴来提升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第二,拓展了有关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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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以及他国贸易网络地位变化对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机制分析.本文结合最新棉花数据,验证了这

三种因素是通过提高出口国的技术创新水平、对外直接投资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来间接影响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的.本文结论能够为各国寻找合适的伙伴国、提升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构建棉花贸易局域网络以及提升棉花

行业的国际话语权均有较为重大的实践意义,对中国继续深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农业合作、对接 “一带一

路”倡议、寻求合适的贸易伙伴提供建议和政策参考.

２２　研究假设

根据核心 边缘理论和比较优势理论,处于轴心地位的国家无论在产品出口、进口还是投资方面均具有

比较优势,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均是降低贸易成本的关键所

在.本文接下来按照总分总式来阐述四个假说,并在后文的基准检验部分重点检验假说 H１,在作用机制部

分检验假说 H２至 H４.
第一,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包含经济、政治、制度、技术等要素的成本优势是提高一国在棉花贸

易网络地位的关键资源.贸易协定的签订是制度优势的体现[２２],因为贸易协定的缔结降低了双方的信息成本

以及沟通成本,为出口国学习棉花技术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打破了棉花高关税束缚,这为一国棉花贸易

网络地位的提升提供了有利的制度保障.当两国之间的政治距离较远时,两国间的交易成本就较大,政治距

离越远越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２３],这会抑制棉花技术的传播,阻碍对棉花衍生品在他国的投资,降低棉

花产品出口成本优势,进而阻碍一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此外,处于边缘位置的国家能够获取的技术

信息和资源有限、抗风险能力差、对外直接投资的选址能力较弱、在市场上所获利益被分摊,导致边缘国家

间竞争加剧,因此当他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位置时会削弱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１: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可以促进

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
第二,从技术外溢的角度,贸易协定作为一种信息与资源的传播媒介,提高了技术传递效率,有助于出

口国对棉花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进而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与此同时,政治网络是一种独

特的社会资本,在市场不健全的环境下可作为一种替代机制[２４].对于政治距离较为相近的两国,其政策倾向

较为相似,所衍生的政策认同感可提高对棉花技术创新的流通速度.技术的流通能够为贸易国带来更多的学

习交流机会,提升出口国的贸易网络地位.但当伙伴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较高时,竞争效应会侵蚀、削弱

出口国对棉花种植生产的创新能力.因为处在棉花贸易网络较为中心位置的国家 (地区)会相对全面地掌握

棉花种植生产的核心要素,比如经验、知识、技能等,其对棉花贸易网络的控制能力也较强,这会限制其他

国家间棉花技术的传播和流通,进而削弱其他国家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２: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

出口国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第三,从社会资本获得的角度,贸易协定的缔结可以为出口国提供更多的对外投资机会.在全球国际分

工的大背景下,信息不对称间接形成了出口国对于投资选址经验积累的阻碍,而贸易协定的缔结可以促进出

口国更好地识别和利用投资机会,帮助一国更好地进行棉花投资决策.与政治距离相对较远的国家相比,距

离较近国家间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较小,对投资的负面影响也相对较小[２５].因此政治距离的拉大会降低出口

国对外直接投资.当进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较高时,其网络优势地位可扩展对其他国家的棉花投资网

络,多样性、多层次和大规模的投资网络帮助进口国获取较多的投资信息和识别投资机会,这会抢夺出口国

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这种对社会资源的竞争会降低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３: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

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第四,已有文献表明,贸易协定的缔结为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提供了良好的保障基础.如果出口

国与较多的国家缔结贸易协定,出口国能够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控制权,因此能在棉花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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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拥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政治关系的恶化会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促使双边贸易量下降.当两国

间政治距离较远时,未来的商业风险和紧张的军事局势会使得出口国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导致其获取信息

的能力减弱.而在核心 边缘的贸易网络模型中,核心国所获福利是高于边缘国家所获福利的[２６].核心国拥

有的棉花贸易连接较多,这为其扩展贸易伙伴、打开新的投资市场、加速信息技术的传播提供了很大的便

利;而边缘国家会由于核心国的强大竞争失去获取资源的机会.因此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会削弱出

口国棉花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进而降低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此本文提出假说 H４: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他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下降会通过提高

出口国国际竞争力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为了更清楚地阐述贸易协定、政治距离以及伙伴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是如何影响出口国棉花的网络地位

提升,本文绘制了作用机理的框架图,具体如图１所示.

图１　贸易协定、政治距离与他国棉花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作用机理

３　数据和模型

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采用联合国贸易数据库 (UNComtradeDatabase)棉花贸易数据,构建全球１５１个贸易国 (地
区)出口棉花的有向二值网络.从全球来看,棉花贸易连线数的倒 U 形和网络密度的正 U 形说明全球棉花

网络呈现出集中化的趋势 (表１).从区域来看,对比全球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２年以及２０２０年棉花行业块模型可

知,全球棉花贸易竞争加剧,贸易关系从２０００年四个区域块之间的核心 边缘像矩阵①转变为２０１２年三个区

域块之间的等级层次像矩阵②再到２０２０年两个区域块之间的进口 出口关系像矩阵,不同块之间的棉花贸易

关系日趋简单化、集中化,各国棉花贸易的风险也在上升 (图２)③.

表１　全球棉花贸易连线数和网络密度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６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

连线数 １３３８ １４８１ １３８５ １３５１ １２２７

网络密度 ００５１５ ００５２６ ００４９１ ００５１６ ００５４８

　　注:表中连线数和网络密度均为作者用 Ucinet软件测算得出.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

在社会网络中比较常见的网络中心性的度量是点度中心度④,中心度代表某一个节点在贸易网络当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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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核心 边缘像矩阵是指:核心节点相互之间联系紧密,构成凝聚子群;处于边缘地位的节点相互之间不存在关系或存在较小关系,因而

不构成凝聚子群,但是它们与核心节点之间有关系.
完全的等级层次像矩阵是指:若一共只有３个块,块１传递到块２,块２传递到块３.

２０００年中国、美国、印度同属于块２,２０２０年中国、美国、印度同属于块３,说明中国、美国、印度三国之间棉花竞争较为激烈,具

体的块模型做法介绍及结果分析可向作者索要.
点度中心度按照方向来划分可分为点入度和点出度.点入度是进入到该点的其他点的个数,点出度是该点直接发出的关系数.由于本

文只考察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棉花的出口,本文的点度中心度是指点出度.点度中心度按照衡量标准的不同可分为绝对点度中心度和相对点度中

心度,本文考察的是绝对点度中心度.



处核心地位的程度.若与i点直接相连的连边较多,那么该点就具有较高的点度中心度.本文测算了２０００－
２０２０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图２　全球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２０年出口关系简化图

注:本图使用 Ucinet软件制作.图中的每一个点代表一个子群,点上面的椭圆形圆圈表示的是关系从该点

出发,又回到本点;在各个点之间有箭头的连线,表示在各个子群之间存在出口关系.点２指向点１代表块２
对块１的出口相对密集.通常认为同一块内部国家间存在竞争关系,而不同块之间是互补关系.

数据来源:UNComtrade数据库.

本文使用的棉花贸易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数据库.区域贸易协定数据来源于 WTO 数据库,政治

距离数据来源于 WGI (TheWorldwideGovernanceIndicators)数据库.本文运用政治距离来衡量两国之间

外交政策导向的差异程度,政治距离越远,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导向差异越大,且政治距离数据是随时间改

变的.本文使用的文化距离数据来源于 GeertHofstede主页 (https://geertＧhofstedecom).在此数据中,
文化距离越大代表文化差异越大,文化距离数据只是２０１５年.本文使用的棉花产量、棉花价格以及棉花补

贴的数据均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OSTAT),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 WorldBank数

据库,国家间地理距离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 (地理距离数据不随时间改变).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的需要,
选取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球１５１个国家 (地区)的棉花行业数据,样本量为１０９３６个.

３２　变量选择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用点度中心度衡量,i国的点度中心度表达式为:Ci＝ ∑
j

aij .

其中,aij 表示i国是否将棉花出口到j国,若出口则为１,否则为０.在贸易网络中,i点的关系越广,该点

在网络中越重要.
本文的解释变量有３个:①贸易协定是否缔结.若出口国i与进口国j 之间截至t年签订过贸易协定,

该变量就为１,否则为０.②政治距离.本文通过引入各国在联合国大会的投票行为所构建的 “理想点差异”
新型指标来衡量两国间政治距离.③进口国j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用j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点度中心度

来衡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进出口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口国经济发展水平、进出口国

之间的地理距离、出口国的棉花产出、出口国的棉花出口额、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出口国棉花补贴等.样

本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２.

表２　模型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_Degreeit 出口国点度中心度 ２３４６ １２１７ ２ ４５

RTAijt 贸易协定 ０１９ ０３９ ０ １

Politicalijt 政治距离 １０４ ０７１ ００１ ３０３

ln_Eegreejt 进口国点度中心度 １７９ １２４２ １ １０８

Cultureij 文化距离 ３８９４ ２７８６ ０３４ １４８７５

ln_GDPit 出口国 GDP ２７１８ １５１ ２３５２ ３０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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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_GDPjt 进口国 GDP ２６５２ １６２ ２２１５ ３０４９

ln_Distanceij 地理距离 ８７１ ０８３ ５３１ ９８８

ln_ Productit 出口国棉花总产值 １１２２ ４２１ ０ １５８５

ln_Exportijt 出口国棉花出口额 ６８２ ３２３ ０ １５１

Priceit 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 ８２３６ ３５４８ １４ ２２８

Subsidyit 出口国棉花补贴 １０８８ ５４０７４ ０ ５４９１

３３　实证模型

在探讨哪些因素影响一国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实证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扩展的引力模型[２７].为验证本文的

假说 H１,本文综合借鉴已有文献[２８]的实证方法,建立如下实证模型:

Degreeit＝α０＋α１RTAijt－１＋α２Politicalijt－１＋α３Degreejt－１＋α４Cultureij ＋
α５GDPit－１＋α６GDPjt－１＋α７Distanceij ＋α８Productit－１＋α９Exportijt－１＋
α１０Priceit－１＋α１１Subsidyit－１＋δi＋δj ＋δt＋εij (１)

式 (１)中,i为出口国,j为进口国,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Degreeit 为i国在t年的棉花贸易网络中的

点度中心度,地位较高的国家其点度中心度较大,代表该国与其他国家的棉花贸易往来较为密切.解释变量

包括:①RTAijt－１ ,表示两国截至t－１年签订贸易协定状况.若截至t－１年两国签订过贸易协定,则

RTAijt－１ 为１,否则为０.②Politicalijt－１ ,表示两国之间的政治距离.政治距离越远,两国之间的外交政策

导向差 异 越 大.③ Degreejt－１ 为 进 口 国j 的 贸 易 网 络 地 位,用 点 度 中 心 度 衡 量.控 制 变 量 包 括:①
Cultureij ,表示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文化距离越大代表文化差异越大.②出口国 GDP (GDPit－１ ).③进

口国GDP (GDPjt－１ ).④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 (Distanceij ).⑤出口国的棉花总产值 (Productit－１ ).

⑥出 口 国 棉 花 出 口 额 (Exportijt－１ ). ⑦ 出 口 国 棉 花 出 口 价 格 (Priceit－１ ). ⑧ 出 口 国 棉 花 补 贴

(Subsidyit－１).δi 为出口国的固定效应,吸收了不随时间改变的出口国的国家特征,比如出口国的地理面积、
农业耕种面积等.δj 为进口国的固定效应,吸收了不随时间改变的进口国的国家特征,如贸易国相关的比较

优势.δt 为年份的固定效应,控制时间趋势,以吸收一些周期性冲击给模型带来的影响.εij 是随机扰动项.
本文模型均采用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做法,因此降低反向因果关系带来的内生性问题[２９].

４　实证结果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结果

表３报告了以上实证模型 (１)的回归结果.列 (１)报告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i、j 两国缔结贸易协

定、两国间政治距离以及进口国j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列 (２)在列 (１)
的基础上控制住两国间文化距离以及标准的引力模型中的变量———出口国 GDP、进口国 GDP以及两国间地

理距离,列 (３)在列 (２)的基础上控制住i国棉花总产值以及i国向j国出口棉花的出口额,列 (４)在列

(３)的基础上控制住i国的棉花出口价格和棉花补贴.列 (５)对模型中每个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每

个变量前系数可比较大小.为了控制与贸易国、年份相关的特征,本文在所有回归中加入了出口国、进口国

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表３　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点度中心度)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贸易协定 ０８７９∗∗∗ ０７２９∗∗∗ ０８２７∗∗∗ ０７９６∗∗∗ ０２２１∗∗∗

(２１６３) (１７３６) (１３３６) (１２１３) (１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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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政治距离 －０２２５∗∗∗ －０１４０∗∗∗ －０１９９∗∗∗ －０２３２∗∗∗ －０１２５∗∗∗

(－７６９) (－５０３) (－４８３) (－５３９) (－５３９)

进口国棉花地位 －００４４∗∗∗ －００２６∗ －００５９∗∗∗ －００４９∗∗ －００４９∗∗

(－３０６) (－１８８) (－３１２) (－２５０) (－２５０)

文化距离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９７∗∗∗

(３７５) (１８６) (３４５) (３４５)

出口国 GDP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１５８７) (５１４) (０１４) (０１４)

进口国 GDP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３

(－０３８) (－０２１) (－０３１) (－０３１)

地理距离 －０１９７∗∗∗ －００７８∗∗ －０１０８∗∗∗ －００７８∗∗∗

(－９３６) (－２５３) (－３２４) (－３２４)

出口国棉花总产值 ００３５∗∗∗ ００４４∗∗∗ ０１２１∗∗∗

(４８６) (５８５) (５８５)

出口国棉花出口额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８∗∗ －００４０∗∗

(－１２９) (－２０３) (－２０３)

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 ０００８∗∗∗ ０２０４∗∗∗

(１５０５) (１５０５)

出口国棉花补贴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０∗∗∗

(４４６) (４４６)

常数项 ２７５３∗∗∗ ４７４２∗∗∗ ３３４３ ３３６６ ０１４０

(４８４７) (２６７) (１０９) (０９９) (１４７)

N ２６７９２ ２６７５６ １２５１８ １０９３６ １０９３６

R２ ０３７７ ０４４４ ０４３６ ０４４７ ０４４７

F １４４１８４ １６２０９５ ４４１２７ ６１５５９ ６１５５９

出口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进口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注:括号内显示的是t值,∗、∗∗、∗∗∗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标准误均为聚类在同一国别配对组层面的稳健

标准误.表４至表５同.

根据表３列 (１)至列 (５)的回归结果可知:第一,区域贸易协定 (RTAijt－１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

上通过检验,且系数为正.这说明i国与j 国缔结过贸易协定可以显著促进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
贸易协定缔结数量越多,代表一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程度越深,棉花在贸易过程中享受特惠关税待遇的

概率就越大,网络地位提升越快.第二,政治距离 (Politicalijt－１ )均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且

系数为负.这说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政治距离越远越会抑制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政治距离越远,两国间

外交政策就会存在较大不同,增加了政治风险,因此会抑制一国棉花网络地位的提升.第三,进口国棉花地

位 (Degreejt－１ )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会抑制出口国本身的网络地位.这

是因为,进口国棉花地位较高会给出口国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进而抑制出口国棉花地位的提升.表３的列

(１)至列 (５)均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是显著符合预期的,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H１.
由表３列 (２)至列 (４)结果可知,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并未发生显著的改

变,且控制变量的系数是符合预期的.文化距离 (Cultureij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国与进口国之间

文化差异越大越会促进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提升.根据产业内贸易理论,为满足消费者对差异化产品的需

求,出口国会出口不同种类的棉花到文化差异较大的国家,这也会提升出口国的网络地位.i国经济发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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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GDPit－１ )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出口国网络地位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代表着出口国的供给能力和进口国

的需求.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其市场规模和市场潜力越大,也会带动出口国网络地位的提升.进口国j经济

发展水平 (GDPjt－１ )的系数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进口国j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不仅包含棉花产业还

包含其他非棉花产业,因此对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并不直接.两国间地理距离 (Distanceij )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出口国选取进口国时选择地理位置较近的会更容易提升自身的网络地位,因为地理

位置近意味着贸易成本低.i国的棉花总产值 (Productit－１ )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国棉花产出越多,
越会促进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因为棉花产出多说明棉花供给充足,进而可促进其地位的提升.i国

向j国的棉花出口额 (Exportijt－１ )的系数在列 (４)是显著为负的,即当出口国i向进口国j出口棉花较为

集中时会抑制i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说明出口国向进口国出口棉花的深度与出口国棉花出口的广度

之间是替代的关系.i国棉花出口价格 (Priceit－１ )的系数在列 (４)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棉花价格的提

升代表着棉花质量的提高,这会促进一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i国棉花补贴 (Subsidyit－１ )的系数在

列 (４)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棉花补贴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推动一国棉花的种植和出口、保证其棉农利益,
进而提高该国在棉花贸易网络的地位[３０].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本文的基准模型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１.

表３列 (５)每个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因此每个变量前系数可比较大小.各核心解释变量对出口

国棉花网络地位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RTA＞Political＞Degree.由此可见,出口国在选取进口国

时可根据此顺序进行参考,进而提升本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４２　稳健性检验

在模型估计的过程中往往遇到内生性问题.导致上述计量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可能原因有以下３个

方面.
第一,测量误差的问题.如果上述模型中i国棉花网络地位以及核心解释变量等存在测量误差,那么模

型的估计结果会产生系统性偏误,因此需要尽量减少变量的测量误差问题.为解决此担忧,本文从３个角度

出发尽可能地考虑测量误差的影响.①采取修正变量设置的措施.表４列 (１)将被解释变量i国棉花贸易网

络地位的度量换成用中介中心性①来进行衡量.结果显示,更换被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并不会对回归结果产

生显著的影响.②更换计量方法.本文之前的计量方法均为多维固定效应 OLS的方法.由于被解释变量为

计数变量,可以将计量方法更换为多维固定效应泊松估计 (PPML)的方法,此方法可解决对数线性模型中

存在的异方差问题.表４列 (２)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未发生显著改变.③采取多维聚类标准误.
根据Cameron和 Miller[３１]处理标准误的经验法,将标准误聚类在解释变量的层级上.表４列 (３)将标准误

聚类在出口国 年份以及进口国 年份层级上,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以及显著性均没有发生改变,说

明本文的模型是稳健的.
第二,遗漏变量问题.如果上述计量模型中缺少了与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的相关变量,遗漏变量

问题就会发生,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出现偏误.为了排除那些不随时间改变的国别配对组的固定特征给模型带

来的影响,例如两国之间是否使用共同的语言、两国是否拥有共同的法律来源、两国是否接壤等特征,本文

在表４列 (４)控制了国别配对组的固定效应,此种固定效应的控制大大降低了由此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第三,反向因果问题.反向因果问题主要表现在一国贸易网络地位可能会影响贸易协定的缔结[３２].本文

基准模型通过将解释变量均滞后一期的做法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反向因果,因为在构建模型之初就假设了是贸

易协定的缔结等解释变量发生在先,而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改变发生在后.为了进一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
表４列 (５)采用IVＧGMM 的方法,并且控制了国别配对组的固定效应,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的结果均显

著符合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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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介中心性是指某节点出现在其他节点间的最短路径数,表示式为BCi ＝ ∑i∑kgjk(i)/２,i≠j≠k.其中,gjk(i)表示j点和k

点之间存在的经过第三个点i的捷径数目.一国的中介中心性越大代表该国所发挥的 “桥”的作用越明显,其在网络中的地位越高.



上述分析处理和讨论证明了本文的基准模型是稳健的,假说 H１是准确可靠的.

表４　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稳健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５)

betweeness PPML Clusterit＋jt Pair GMM

贸易协定 ０１１７∗∗∗ ０２８５∗∗∗ ０７９６∗∗∗ ０１７４∗∗∗ ０９０９∗∗∗

(４３０) (２９０４) (１１８４) (７７１) (１７４８)

政治距离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２∗∗∗ －０２３２∗∗∗ －０１２９∗∗∗ －００３２∗∗

(－２３６) (－１４８５) (－６４５) (－４４８) (－２２６)

进口国棉花地位 －０１４２∗∗ －００２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５５∗∗∗ －００６３∗∗∗

(－２１９) (－２５５) (－３６１) (－３１５) (－８５８)

文化距离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

(２８５) (９６３) (４２５)

出口国 GDP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０６ ０００６∗∗∗

(２２５４) (０１２) (００９) (１１５) (３６１)

进口国 GDP －０２３４∗∗ ００３２ －００４０ －０２２６ ０１０５∗∗∗

(－２３６) (０６５) (－０４９) (－１２１) (３６６)

地理距离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７∗∗∗ －０１０８∗∗∗

(－２３１７) (－８３７) (－３３０)

出口国棉花总产值 ０２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０４４∗∗∗ ０１８６∗∗∗ ００２６∗∗∗

(８０３９) (１３６９) (２７５) (４５４) (１０５５)

出口国棉花出口额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５∗∗∗

(－４６９) (－４７８) (－１６２) (－０９３) (－３１３)

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１∗∗∗

(３６８) (２７１７) (５５２) (７９８) (２５７６)

出口国棉花补贴 ０１１７∗∗∗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２７∗∗∗ ０００１∗∗∗

(４３０) (５８４) (１９６) (１１０１) (５４９)

上一年出口国棉花地位 ０５９９∗∗∗

(７６１８)

常数项 ３１８２２∗∗∗ －０８６４ ３３６６ ０１４７ －１４６３
(３０９) (－０６０) (１６３) (１５３) (－０７１)

N １２５１８ １０９３６ １０９３６ １０８４５ ２００８４

R２ ０４４０ ０４０８ ０４４７ ０８５９ —

F ７９４１０８ ４８７３５１７ ３３９５３ ４９３３７ ２５３５３０８
出口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进口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国别配对组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５　作用机制

在进行了上述实证研究后,本文进一步验证假说 H２、H３和 H４,即对其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接下来

将从核心解释变量通过影响i国棉花技术创新 (假说 H２)、i国对外直接投资 (假说 H３)以及i国生产棉花

的国际竞争力 (假说 H４)间接影响i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３个方向进行探讨,并且在进行每一个机制分析

时模型都采用了国别配对组固定效应和 GMM 两种回归分析方法.

５１　核心解释变量与出口国棉花技术创新

表５列 (１)和列 (２)均是将出口国棉花技术创新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H２,结果显示:
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促进了出口国棉花技术的创新.嵌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意味着节点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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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之间不仅能够降低棉花关税以及其他贸易壁垒的使用,还能够防止成员国 (地区)之间过度竞争或

使用保护主义政策[３３],这为技术研发的溢出创造了有利环境.第二,政治距离的拉大抑制了出口国棉花技术

的创新.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较近,意味着两国进行资源和信息交换所面临的政策阻碍相对较小,这增强了一

国从他国获取棉花种植技术的信息和资源能力,进而拉动了对棉花种植的技术研发.第三,伙伴国棉花贸易

网络地位的下降可促进出口国对棉花的研发投入.根据核心 边缘理论,成为核心国的国家可获取更多棉花

种植技术,对技术的流动拥有较强的掌控权,进而使较少的技术传播到其他辐条国家.技术进步提升了出口

国的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表５列 (１)和列 (２)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２.

５２　核心解释变量与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

表５列 (３)和列 (４)均是将出口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H３.结果显示:
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促进了出口国对外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背后存在规避反倾销壁垒的动机[３４].棉

花出口的成本优势体现在廉价劳动力成本或原材料成本等方面,而这种成本优势很难通过投资东道国来进行

补偿.但若双方缔结了双边投资协定即可显著促进出口国投资活动的发生.第二,政治距离的拉大对出口国

对外投资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当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越接近时,其政策导向越相似,进行棉花贸易所面临

的阻力越小,进而促进投资的发生.第三,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提高会抑制出口国对外投资水平.当进口

国j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较高时,该国可以获得更便宜的产品,吸引更多辐条国的投资,进而增加j国的

资本,提高闲置资源的利用率,而这会对出口国i产生替代效应.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提升了出口国棉花贸

易网络地位.
因此,从表５列 (３)和列 (４)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３.

５３　核心解释变量与棉花出口国际竞争力

棉花出口国际竞争力可用显性比较优势作为代理变量.显性比较优势是经济体在贸易结构中表现出来的

优势.一国在棉花产业的出口上是否存在优势可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来体现.具体如下:

RCAcotton,i＝(Xcotton,i/Xti )/Xcotton,w/Xtw( )

其中,Xcotton,i 为i国出口棉花产品的出口额,Xti 为i国出口农产品的总值;Xcotton,w 为世界出口棉花的出

口值,Xtw 为世界农产品的总出口值.RCAcotton,i 大于１,表示该国 (地区)在棉花出口上相对集中,具有比

较优势.
表５列 (５)和列 (６)均是将出口国显性比较优势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本文的假设 H４.结果显示:

第一,贸易协定的缔结显著增强了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贸易协定的缔结打破了高关税的束缚,降低了棉花

贸易成本,提升了国际竞争力.第二,政治距离的缩短有助于出口国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政治关系的恶化会

导致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因此政治距离越小,出口国所展现出来的棉花出口的国际竞争力越大.第三,进口

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会削弱出口国国际竞争力.根据核心 边缘理论,核心国无论在贸易、投资还是

获取资源方面均拥有较强的优势.中心区的增长会拉大与边缘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当进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

中处于较高地位时,其在网络中的特殊位置会侵蚀出口国的国际竞争力.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了出口国的

棉花贸易网络地位.
表５列 (５)和列 (６)的结论支持了本文的假说 H４.

表５　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R&D FDI RCA

FE GMM FE GMM FE GMM

贸易协定 ２４９５５∗∗∗ １４９８５∗∗∗ ０１８３∗∗ ０４０５∗∗∗ ０５０４∗∗∗ ００７２∗∗∗

(４９３) (１０２９) (２３９) (６７２) (４２４) (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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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变量 R&D FDI RCA

FE GMM FE GMM FE GMM

政治距离 －２４７６９∗∗∗ －７３５１∗∗∗ －０４４２∗∗∗ －０４４６∗∗∗ －０６４９∗∗ －０３８１∗∗∗

(－４５１) (－４３５) (－３７７) (－５７１) (－２２２) (－１２６５)

进口国棉花地位 －３８５０∗∗∗ －２８６０∗∗∗ －００１１∗∗ －０１２４∗∗∗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２∗∗∗

(－２８６) (－４３４) (－２３３) (－３７９) (－３４７) (－７８６)

出口国 GDP ３１４０∗∗∗ ０８３１∗∗∗ ００８６∗∗∗ ０２９２∗∗∗ ０１１７∗∗∗ ００８９∗∗∗

(２６９) (４１５) (８４７) (２９７９) (１６１２) (１６８４２)

进口国 GDP －１７７９ １０３０３∗∗ －００６４ ２１６１∗∗∗ －０３２６ １５９４∗∗∗

(－０１７) (２３４) (－０３４) (８４１) (－０９０) (１７６７)

出口国棉花总产值 ７７４８∗∗∗ １０８７６∗∗∗ ００８５∗∗∗ ０１９８∗∗∗ ００９１∗∗∗ ０１９８∗∗∗

(４８１) (４２０５) (３０５) (２０９４) (３１８) (２３４８)

出口国棉花出口额 ０４５８ ０４５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４３∗∗∗ 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

(０８２) (２９７) (－０５３) (４４５) (２５１) (２０４)

出口国棉花出口价格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１∗∗∗

(６４７) (３２９９) (９０８) (８５０) (２１９) (４５０)

出口国棉花补贴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１６) (８４３) (２０９) (１８７７) (１９０９) (３７６)

上一年技术创新 ０７７２∗∗∗

(３４４６３)

上一年对外投资 ０１８３∗∗∗

(９３５４)

上一年国际竞争 ０９７０∗∗∗

(３６０１５)

常数项 ２７９１０２ －２２４４０６ ２９６７ －５７９５７∗∗∗ ２０４６４∗∗ －４９７３０∗∗∗

(１０２) (－１４３) (０６０) (－６７１) (２１５) (－１３２６)

N ３８０３ ５６６１ １０８４５ ９９０３ １０８４５ ９９０３

R２ ０９９０ — ０５３８ — ０９９５ —

F ２２０４３ ６３４１８２８８ １９１２８ ６７３８３５７ １８０１６８ ２２７４６８８１

国别配对组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数据来源:棉花技术创新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 (FAOSTAT).

６　结论及政策启示

６１　结论

本文基于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球１５１个国家 (地区)的棉花贸易网络数据,考察区域贸易协定缔结、政治距离

以及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对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并对其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出口国与进口国签订过区域贸易协定、两国之间政治距离较近、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较低,

有助于提升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而且三者对出口国棉花网络地位的影响从大到小排列依次为:
区域贸易协定＞ 政治距离＞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

第二,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棉花

技术创新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以区域贸易协定为纽带、以政治制度相似性为制度保

障、以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为竞争,加速了出口国棉花的技术创新水平,奠定了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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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心地位.
第三,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对外

直接投资水平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借助区域贸易协定的伙伴关系为投资选址提供可识别

机制、通过降低政治距离带来的 “冰山成本”以促投资、避免与棉花网络地位较高的国家过度竞争以抢夺投

资机会,均可以显著提高出口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第四,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进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的下降,通过影响出口国国际

竞争力间接影响出口国棉花贸易网络地位提升.贸易协定的缔结、政治距离的缩短以及进口国棉花网络地位

的下降为出口国拓展棉花贸易提供了很大便利,在降低关税成本的同时,能够通过扩大贸易网络获取更多的

信息资源.

６２　政策启示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贸易摩擦.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如何防控贸易风险布局好棉花贸易网

络是当前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４点关于提升中国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地位的策略.
第一,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快速成长,意味着良好的国际市场机遇但也面临较大的外部国家竞争,中国在

所处的棉花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持续提升.应借助上海合作组织①、“一带一路”等合作机制平台,加强与互

补板块的合作潜力,处理好棉花产品贸易竞争关系,优先加强与地理距离和政治距离接近、文化差异较大、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棉花网络地位相对弱的国家开展棉花贸易政策互动,进而借助核心国家在棉花网络中的

凝聚作用,带动全球各国棉花贸易联系的共同提升.
第二,加大技术研发力度,提高中国棉花行业的 “含金量”,做好全产业链布局,协调好棉花的种植、

加工、销售以及经营等各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注重对棉花行业的投资力度,合理引入外资进而有效提高中

国棉花在全球棉花价值链中的位置.
第三,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建设,借助区域贸易协定为投资选址提供决策性参考.维护良好的政治关

系,为对外直接投资营造有利的制度环境.防止与竞争对手的过度竞争以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第四,提升棉花贸易国际竞争力,需要关注不同板块在棉花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有针对性地综合考

虑贸易协定、政治距离、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文化差异等对棉花贸易关系的影响.棉花贸易能力受棉花生

产能力的重要影响,目前中国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属于兼顾型板块,且中国处于核心国控制地位,应与进

口型板块中各国展开积极合作,充分挖掘全球各国巨大的棉花贸易潜力.此外,需注重拓展印度尼西亚、
新西兰等纺织品贸易占比较大国家市场,在构建更为广泛的棉花贸易网络的同时让棉花产业成为连接上下游

产业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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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InfluencingFactorstoImprovetheStatusof
GlobalCottonTradeNetwork

WANGXiaozhuo
Abstract:Thispaperusesthecottontradenetworkdataof１５１countries(regions)intheworldfrom２０００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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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toconstructamodel,anddiscussesthemechanismofregionaltradeagreements,politicaldistanceand
thestatusoftheimportingcountry’scottontradenetworkontheexportingcountry’scottontradenetwork
status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competitioninglobalcottontradehasintensified,andthecotton
traderelationshipbetweendifferentregionshasbecomeincreasinglysimplifiedandcentralizedWhentheexＧ
portingcountryandtheimportingcountryhavesignedaregionaltradeagreement,thepoliticaldistancebeＧ
tweenthetwocountriesisrelativelyclose,andtheimportingcountry’scottontradenetworkstatusislow,

whichhelpstoimprovetheexportingcountry’sstatusinthecottontradenetworkAndtheinfluenceofthe
threeonthecottonnetworkstatusoftheexportingcountryisarrangedindescendingorder:regionaltrade
agreementsarethelargest,followedbypoliticaldistance,andthecottontradenetworkstatusofimporting
countriesisthesmallestTheconclusionoftradeagreements,politicaldistanceandthestatusofthecotton
networkoftheimportingcountrycanreducethecottontradecostoftheexportingcountrybyaffectingthe
technicalinnovationlevel,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competitivenessofthecottonoftheexＧ
portingcountry,andobtainmoretradeinformationandresourcesbyexpandingthesocialnetwork,thereby
enhancingthestatusofexportingcountriesinthecottontradenetworkTheconclusionofthispaperisof
greatpracticalsignificanceforcountriestofindsuitablepartnercountriesandtoenhanceacountry’sinternaＧ
tionalvoiceinthecottontradenetwork
Keywords:GlobalCottonTradeNetwork;RegionalTradeAgreements;PoliticalDistance;TechnologicalInＧ
nov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

(责任编辑　卫晋津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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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反食物浪费
实践经验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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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物浪费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也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落

实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解决食物浪费问题的关键是要鼓励和推进食物供应链所对

应的市场主体共同合作,落实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的社会共治原则.依法有效推进食

物节约工作需要强有力的立法与制度支撑,这也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欧盟

及成员国以社会共同协作为原则,以政策、立法与制度建设为支撑,通过制定有关政

策与法律建立起了食物处理等级制度和食物捐赠制度,统一了食物浪费测量方法并

成立了食物供应链联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反食物浪费体系.本文在梳理欧盟经验

的基础上提出有效促进反粮食浪费行动的４个建议:以社会共治为原则,构建反食

物浪费法律体系;继续促进制度建设,构建高效合理的反食物浪费机制;鼓励设立

反食物浪费协作组织,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创新;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反食

物浪费参与意识.
关键词:食物浪费;欧盟;食物供应链;社会共治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１２００２

１　引言

粮食安全是民生问题之根本.２０２０年８月,习近平总书记针对餐饮浪费问题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

立法,强化监管,采取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２０２１年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食品浪费法» (以下简称 «反食品浪费法»)出台,为维护粮食安全提供了稳健的法治保障.尽管如此,
中国反食物浪费机制依然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对食物浪费概念的界定、食物浪费行为的评估标准、食物处理

等级制度、食物捐赠制度等均未进入系统与深层次的研究.在当前环境下,如何通过制度有效约束食物供应

链各环节的浪费行为、协调节约粮食与市场效益之间的矛盾等均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食物浪费现象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目前全世界每年生产的１３亿吨可食用食物中有１/３被浪费[１].

FUSION项目研究显示,欧盟各国每年有８８００万吨食物被浪费,相当于每人每年浪费１７３千克粮食,成本

约为１４３０亿欧元.减少与防止食物浪费日益被认为是减少粮食系统对环境影响、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有效

方法.但是,食物浪费的问题长期以来被世界各国所忽视,到目前为止仍然处于相对初级的研究阶段.一直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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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２０１０年２月,国际与欧盟层面才开始迈出减少食物浪费行动的第一步[２].近年来,欧盟在联合国粮农组

织 (FAO)的引导下,针对食物浪费问题出台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在立法设计、制度创新、技术方

法、社会合作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
目前世界各国针对食物浪费问题的研究颇为丰富,而围绕整个食物供应链中的食物损失与浪费的系统性

研究并不多.有研究显示,发达国家 (主要包括北美和欧洲)的食物浪费主要发生在食品供应链的末端 (零
售和消费阶段),而发展中国家的浪费则更多地发生在食物供应链的早期阶段 (生产、收获和加工)[３].因

此,围绕食物供应链展开对食物浪费问题的探析具有现实意义.当前国内已有研究对域外相关主题的政策介

绍、实证分析较多:宗会来对欧盟减少食物浪费的主要做法、原因及启示进行了分析[４],思雨介绍了意大利

杜绝食物浪费的立法与实践经验[５],唐霁介绍了法国反对食物浪费的立法与实践经验[６],沈立萍对德国政府

与社会近期反食物行动中的政策进行了研究[７],杨东霞等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域外国家和地区反食物浪费

的政策、立法、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论述[８],黄锡生和饶能从法学专业的角度对域外反食物浪费的相关立法规

范进行了比较研究[９],申宇哲等分析了美国和法国反食物浪费的政策、立法及制度经验[１０].总体而言,现有

研究多集中在对国家或部分区域中反食物浪费做法的介绍与分析上,针对反食物浪费经验的系统性研究相对

薄弱.欧盟反食物浪费体系较为成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从横向看,欧盟反食物浪费的原则、政策、立

法、制度各方面均已形成较为成熟的体系且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纵向来看,从国际层面、欧盟地区以及

成员国的做法中也能较为清晰地看到其治理该问题的逻辑脉络.本文以欧盟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当前

反食物浪费在实践方面主要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建议,以期能为中国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政策略尽绵薄

之力.

２　食物浪费的概念廓清

对 “食物浪费”概念的界定是反食物浪费行动的第一步.食物浪费的定义及其范围会对具体政策与法律

制度的形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目前,对食物浪费较为权威的定义见于 FAO 与欧盟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的规

定中.

２１　联合国关于食物浪费的定义

FAO认为,食物浪费 (foodwastage)是指因变质或浪费而损耗的食物.术语 “浪费”(wastage)包括 “食
物损耗”(foodloss)和 “食物浪费”(foodwaste)两方面的含义[１１].该定义主要根据食物链的不同阶段而设计.

“食物损耗”指由于供应链中食物供应商 (不包括零售商、粮食服务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决策和行为而

导致的食物数量或质量受损.食物损耗主要发生在供应链的前期环节,此类损失主要是由食物供应链生产效

率低下所致,如食物生产基础设施和物流不完善、技术水平较低、供应链参与者的技能、知识和管理能力不

足等.此外,自然灾害也在其中起到了一定作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从收割、屠宰、捕获直至零售环节 (不
包括零售环节)沿食物供应链丢弃、焚化或以其他方式处置的任何食物,并且不重新参与任何其他生产性

利用.
供应链后期的浪费称为 “食物浪费”,指由于零售商、食物服务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决策和行动而导致的

食物数量或质量受损.此类浪费通常由于食物变质或其他原因,如市场供应过剩或个人购物及饮食习惯所

致.数据资料显示,发展中国家的食物浪费主要发生在食物供应链的前端,如作物收获以及加工阶段[１２];而

发达国家的浪费则发生在零售和消费阶段[１３].总体而言,世界各国在食物供应链各环节都存在比较严重的浪

费问题.

２２　欧盟有关食物浪费的定义

欧盟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第２条对 “食物”进行了明确的定义.食物指预期或合理预期会被人类摄入的

已加工、部分加工或未加工的物质或产品.此外,食物不包括饲料和活动物,除非其已准备投放市场供人食

用,也不包括收割前的植物. “食物浪费”的定义在 «废物框架指令» (WasteFrameworkDirective)第３
—５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12（总 524）



(４)(a)条中有明确规定: “食物浪费是指任何符合欧盟第１７８/２００２号条例定义被丢弃的食物”.第１７８/

２００２号条例还明确指出,饮品也属于食物的范围,在食物制造、加工过程中有意添加的水亦属于食物.但由

于清洗冷却等其他原因将水用于食物生产过程,并与食物废弃物一起转移的不属于食物浪费.
尽管FAO和欧盟对食物浪费进行了明确的定义,但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食物损耗和食物浪费的外延

极为广泛,例如基于市场准入标准导致的本可食用的食物无法出售,或基于各国饮食文化的差异导致食物浪

费的标准不一[１４].因此,有必要针对供应链各环节更加细致地对食物浪费作出进一步的解释,才能建立科学

合理的食物浪费和损耗评估体系.

２３　中国关于食物浪费的概念界定

中国 «反食品浪费法»第二条对 “食品浪费”的定义为: “本法所称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食用或者

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利用,包括废弃、因不合理利用导致食品数量减少或者质量下降等.”
本法条采用了 “食品”一词,而非 “食物”,主要是要照顾到与其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称

«食品安全法»)之间的衔接问题,但 «反食品浪费法»第二条对 “食品”进行概念界定时强调食品包括各

种工人使用或者引用的食物[１５].根据定义的内容看 “食品”与 “食物”的区分不大.
相较而言,中国与FAO及欧盟关于食物 (食品)浪费概念的主要区别在于:第一,中国没有采用以食

物供应链为主线对食物浪费进行分类描述的方法,而是选择了概括式的表述方式.第二,中国食品 (食物)
浪费的概念虽采用概括式的表达,但未对例外情况的浪费行为进行明确界定①.相较欧盟 “概括式＋列举式”
的概念表述,中国对食物浪费的定义内涵较窄而导致外延较宽泛,这意味着实践中易因对食物供应链不同阶

段的浪费概念解释空间过大而导致执法效果不佳的风险增大.

３　欧盟及其成员国反食物浪费的治理路径探析

欧盟结合其自身的发展状况以及食物浪费的主要成因建立了一条以政策与立法为先导、资金与技术为支

撑、促进政府与市场主体多元共治、鼓励全民积极参与的反食物浪费综合治理路径.

３１　以政策与立法为先导,确立反食物浪费法治依据

３１１　以国际反食物浪费政策为依托

欧盟的反食物浪费政策是以国际层面旨在动员反食物浪费行动政策为依托的.减少食物浪费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１２３是 «改变我们的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TransformingOurWorld:The２０３０Agenda
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５年９月,由１９３个成员国参加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该

决议.目标１２３指出,到２０３０年将零售和消费者 (不包括初级生产层面的食物损失与浪费)人均食物浪费

减少一半,并减少生产和供应链沿线的食物损耗.该目标为欧盟及世界各国采取减少食物浪费行动提供了广

泛的实施空间.
此外,国际团体提起的关于反食物浪费的倡议也是国际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６年１月,由政府、企

业、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农民团体和民间社团组成的联盟提出 “夺标１２３倡议”(Champions１２３InitiaＧ
tive)是有关食物浪费的重要国际倡议之一.该倡议致力于加速实现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目标１２３.二十国集

团 (G２０)围绕食物损耗和浪费问题成立了农业首席科学家会议.该会议由德国牵头开展进一步的联合活动,
并建立了门户网站,提供最新的相关研究活动、科研创新和现有科学专门知识的信息.

综上,欧盟在实践行动之前是以国际层面的体系化政策为依托来支撑其反食物浪费相关政策、立法、具

体制度等方面的合理性与可行性.从政策发布的内容看,欧盟相关政策的逻辑也是围绕食物供应链沿线的参

与主体确定反食物浪费行动的主要内容与方向,同时构建以政府、企业、相关团体等构成的多主体共治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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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五十条对食品的定义为:“食品,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

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可见,无论是 «食品安全法»还是 «反食品费法»中的定义均采用概括的方式予以表述.



食物浪费治理机制,这与国际层面的政策逻辑与目标基本吻合,为欧盟区域具体制度的设计指明方向,并体

现出欧盟针对食物浪费治理的决心与信心.

３１２　发布具体政策,明确反食物浪费治理路径

从２０１１年起,欧盟逐年发布系列政策,为治理食物浪费问题搭建框架指引.
第一,确立食物浪费减半目标.２０１１年欧盟发布 «欧洲资源高效路线图»(２０１１RoadmaptoaResource

EfficientEurope),将食物浪费明确纳入政策议题.该文件确立了到２０２０年欧盟食物浪费处理减半的目标.
欧盟委员会将进一步评估减少整个食物供应链浪费的方法,并在２０１３年前通过可持续食物宣传来降低粮食

生产和消费模式对环境的影响.
第二,鼓励国际合作,重新启动现行相关立法的审查.２０１３年第七个环境行动计划 (The７thEnvironＧ

mentalActionProgramme)发布,主题是到２０２０年 “在我们的星球范围内享受生活”.该计划明确提到食

物浪费,并要求欧盟制定应对食物浪费的战略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成员国的合作,重审现行立法,增加

弃置食物的堆肥和厌氧消化,并开展全民节粮运动等行动计划.
第三,提升反食物浪费行动优先级并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２０１４年,欧盟委员会提出 “迈向循环经济:欧

洲零浪费计划”(COM２０１４/０３９８TowardsaCircularEconomy:AZeroWasteProgrammeforEurope).２０１５年

１２月,欧盟将反食物浪费确定为优先行动计划,并再次确认欧盟对减少食物浪费的承诺.欧洲议会于２０１７年５
月１６日通过了第二项倡议——— “资源效率:减少食物浪费,提高食物安全”(ResourceEfficiency:ReduceFood
WasteandImproveFoodSafety).该倡议要求欧盟统一食物浪费测量方法和食物浪费的定义,将废物指令框架中

的等级结构运用到反食物浪费中,改进日期标记制度,在欧盟与成员国层面提升消费者的节约意识,改变增值

税指令以促进食物捐赠,呼吁食物供应链各部门达成自愿合作协议抵制食物浪费等.
第四,修订 «废物框架指令»,实现从食物供应链各环节减少浪费的目标.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欧盟共同

立法者通过了废物立法的修正案.欧盟及其成员国将采取措施减少食物供应链各阶段中的食物浪费,监测食

物浪费水平并报告进展情况.２０２１年１０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关于 “减少食物浪费目标路线图的反馈”倡

议并计划在２０２３年第二季度通过.该倡议是欧盟 “从农场到餐桌战略”的一部分,也是 «欧洲绿色协议»
的一部分,目标是通过修订 «废物框架指令»并设想在食物供应链各环节设置不同的减排标准以实现减少食

物浪费的目标.

３１３　注重社会共治功能,明确划分供应链各主体的法律责任

欧盟各成员国是反食物浪费的主要行动者,也是反食物浪费专门立法的主要制定者.在国际组织与欧盟的

政策指引下,欧盟各成员国发起了减少食物浪费的立法行动,代表性的国家有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等.

２０１６年,法国通过了 «反食物浪费法»,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禁止超市丢弃或销毁未售出食物的国家.该

法偏重于通过惩罚性措施明确食物供应链中相应主体的责任,并强制规定食物供应方与慈善机构和食物银行

签订捐赠协议的义务,明确将未售出的过期食物捐赠给此类非政府组织的责任;禁止任何组织擅自销毁剩余

食物并规定了相应的违法责任.
同年,意大利也颁布了 «反食物浪费法»(GaddaLaw).与法国相比,意大利 «反食物浪费法»倾向于

采用鼓励的方式减少浪费.如简化捐赠监管制度,确定捐赠产品和定期分发食物的经营者范围,明确食物过

剩、食物浪费的定义,建立食物使用等级制度.同时,强调在食物供应链中采取综合方法的重要性,提高消

费者意识并通过立法为反食物浪费和回收项目设立基金.
德国于２０１９年２月发布了 “减少食物浪费国家战略”.该文件通过确立全社会共同参与减少食物浪费的

实施原则,强调社会共治的重要性.此外,由德国联邦食品及农业部牵头建立联合实施机制,确保食物供应

链各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并通过举办全国性活动提高全民节约食物的意识.

２０２２年６月８日,西班牙部长会议批准了 «反食品损失和浪费法 (草案)».该草案预计于２０２３年通过

并实施.该草案采用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酒吧、餐馆及超市等与食品相关市场主体的浪费行为最高处以６万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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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罚款.此外,西班牙主要以企业为规制对象,注重强调企业对食物浪费的年度统计义务,要求餐馆履行

提醒消费者打包剩菜、以低价销售即将过期食品的义务.
综上可见,在国际组织与欧盟政策的指引下,欧盟成员国通过立法形式陆续制定了反食物浪费的具体制

度,包括食物等级制度、食物捐赠制度、供应链联盟运行机制以及严厉的食物浪费惩罚机制等,由此构建起

鼓励与惩罚并行、食物供应链主体合作及全民参与的社会共治型治理模式,以期通过系统全面地渗透反食物

浪费机制增强该实践行动的成效.

３２　构建系统的运行机制,统筹解决沿供应链中的食物浪费问题

欧盟及其各成员国根据食物浪费产生的主要特点———沿供应链蔓延,这一问题构建了多项具体的运行机

制,其中所蕴含的社会共治理念是解决反食物浪费问题的关键.

３２１　建立食物等级制度,宏观管控食物供应链中的浪费

２００８年,欧盟委员会出台了 «废物框架指令» (WasteFrameworkDirective),并于２０１８年进行了修

订.该指令明确规定了各成员国反食物浪费的义务,并要求各成员国需在２０２０年之前将其内化为本国法律.
法国、意大利的食物回收标准就是依据废物等级制度进行捐赠并制定相关的激励政策.英国目前虽已脱欧,
但其环境食品与农业事务部在２０２１年也根据该指令中的废物等级制度出台了 «食品和饮料浪费等级规定»
(FoodandDrinkWasteHierarchy).

欧盟在 «废物框架指令»中定义了废物等级制度,即根据环境因素将废弃物按照优先级进行处理的制

度[１６].但欧洲的食物浪费等级制度并非由指令直接规定,而是由欧洲审计法院在废物等级制度的基础上改进

的.欧洲审计法院认为,废物等级制度可以应用于反食物浪费中,但考虑到食物的特殊性应该稍加修改 (图

１)[１７].在该结构图中,最上面三层 (预防、捐赠和动物饲料)是可以在形成食物浪费之前所采取的措施,而

图１　食物等级与食物使用等级

下面三层 (回收、其他恢复和处置)属于

对食物垃圾的处理措施.出于环境和经济

因素的考虑,应优先考虑在食物变成垃圾

之前减少浪费.欧盟委员会在答复中认为,
«废物框架指令»所界定的废物等级完全可

适用于反食物浪费,故无须在欧盟废物立

法中再规定单独的食物浪费等级.
而２０１８年一份欧盟 Research项目研

究报告认为,由于食物的特殊属性,不宜

将废物等级制度直接用于食物浪费中,需

要建立单独的有关食物浪费的等级制度.

建立食物等级制度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将食物保留在供应链中以供人类食用,因此该等级制度应称为 “食物使

用等级制度”(图１)[１８].该等级制度也是以废物等级结构为基础建立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建议根据食物的特

殊属性建立独立的等级结构.
欧盟食物等级制度是欧洲审计法院在 «废物框架指令»中关于废物等级规定的基础上设立的一项制

度[１７].该制度不是具体地从食物供应链中的某个阶段对浪费问题进行管控,而是从宏观的视角出发,通过在

最佳整体环境下识别和优先选择,最大限度地减少和管理整个食物供应链中的剩余和浪费问题.该制度也是

欧盟成员国制定食物再分配 (如食物回收与捐赠制度)以及其他激励政策的基础之一,是预防食物浪费的一

项基础性战略.

３２２　设立食物浪费测量机制,提升收集食物浪费数据的技术能力

食物浪费现象通常发生在食物供应链各个环节,且各环节产生的浪费具有不同的特征与原因,故减少食

物浪费必须以掌握浪费数据为前提.２０１８年,修订后的欧盟 «废物框架指令»第９条明确规定,成员国必须

—８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12（总 524）



建立食物浪费测量机制来监测和评估各国食物浪费的预防措施和实施情况.２０１９年５月３日,欧盟委员会通

过授权决定 (CommissionDelegatedDecision)制定了单独针对食物浪费的测量制度.该决定主要面向食物

浪费的测量问题,为欧盟成员国在确定食物浪费数据收集方面提供了统一的制度指引.该决定补充了统一测

量其成员国食物浪费水平的通用方法和最低质量要求.欧盟委员会建议检测在食物供应链的每个阶段产生的

食物垃圾的数据 (表１),同时,开发应用程序系统分析食物供应链在废物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并规定测量时

间为至少每４年进行一次[１９].

表１　食物供应链各阶段的浪费测量方法[２０]

食物供应链阶段 测量方法

初级生产

加工和生产

零售和其他食物分配

餐馆和餐饮服务

家庭

直接测量
质量平衡 —

— 垃圾成分分析

　问卷及访谈、系数和产量统计、垃圾成分分析

计算或扫描

—

—

日记

测量方法分为直接测量与间接测量两种类型.其中,直接测量指使用测量装置直接或根据食物垃圾的体

积确定样品的重量,包括对单独收集的食物垃圾的测量;扫描或计算指利用测量结果计算构成食物浪费的数

量;垃圾成分分析指将食物垃圾与其他垃圾进行物理分离,确定分练出的垃圾的质量;日记指个人或家庭等

定期记录丢弃食物的相关信息;调查与访谈要求在定量和定性数据的范围内开展调查,并获得适当的信息.
在无法直接 (物理)获取食物垃圾或无法直接测量食物浪费的情况下可使用间接测量法,即质量平衡分

析法与系数分析法.质量平衡是根据被测系统中食物的输入和输出以及系统内食物的加工和消费的质量来计

算食物浪费程度;系数法是使用先前确定的代表食物生产或加工部门或个体经营者的食物浪费百分比,该系

数或百分比应通过抽样或食物经营者提供的数据或其他方法确定.
采用统一方法测量食物浪费情况是欧盟迈向系统解决食物浪费的重要途径.该测量机制蕴含循环经济的

运作理念,即在食物生产和消费系统中最大限度地回收有价值的食物原料,实现二次经济利用.统一的食物

测量机制是获得关键数据并深度探测食物浪费程度的有效措施,如果缺乏统一的衡量食物浪费的定义和方

法,无法准确获得食物浪费的真实情况、原因以及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因此,食物浪费测量机制是欧盟系统

解决食物浪费问题的关键环节和前置条件.此外,该方法还可对监测粮食浪费活动提供确定的标准,从而增

加数据的可靠性与可比性,有利于后续针对不同的浪费现象采取有效的规制措施.

３２３　完善食物捐赠机制,从供应链末端防止浪费

根据前文所述,发达国家的食物浪费现象多集中于食物供应链的末端,而食物捐赠是抗击食物分配不均

和减少最终填埋剩余食物数量的有效措施.为此,欧盟各成员国在法律上建立了食物捐赠制度来遏制供应链

末端的浪费.欧盟各成员国的食物捐赠主要依托食物捐赠机构,其中以食品银行 (FoodBank)为典型代表.
食品银行是一种非营利性的慈善组织,它主要通过食物分发机构和流动厨房等中介向需要的人捐赠分发食

物.欧洲第一个食品银行于１９８４年在法国成立,自２００８年以来食品银行在欧洲大陆越来越普遍.如今法国

约有３５０万人依赖食品银行,而BanqueAlimentaire作为供应商在法国拥有１００多家分支机构,每年为１８５
万人提供２亿份餐食[２１].

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食物捐赠指南» (２０１７/C３６１/０１EU GuidelinesonFoodDonaＧ
tion)[２２],明确规定了以捐赠方式将剩余食物再分配的行为.该指南旨在促进剩余食物的提供者和接受者遵

守欧盟法规框架中的相关要求 (如食物安全、食物卫生、可追溯性、责任、增值税等规定),为各成员国建

立食物捐赠机制提供统一的参考框架,以实现减少食物浪费的目标.
第一,该指南明确了食物捐赠的参与主体.确立参与主体是明确划分剩余食物再分配义务与责任的前

提.食物捐赠参与主体包括食物供应链各环节的参与人员与组织,具体包括食物捐赠者与接收者.其中,捐

赠者主要指食物供应链中的供应商,即食品银行.第二,确定捐赠参与主体的地位与义务.意大利第１６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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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号法律规定所有行为者、捐助者和慈善组织必须遵守 «一般食物法»[２３],要求捐赠参与者有良好的操作

规范,确保捐赠食物的卫生安全,按照质量和卫生要求选择捐赠食物,将捐赠的产品与其他产品分开并确保

所有捐赠产品的可追溯性.第三,明确参与主体在食物安全中的法律责任.法国要求食物捐助者和慈善机构

购买责任保险,承担所捐赠的食物在储存、运输、分发等过程中出现的损害赔偿责任.德国在捐赠食物过程

中发生的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或财产损害赔偿适用 «民法典»及 «产品责任法»等相关规定.第四,要求

向捐赠受益人提供准确的食物信息.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向消费者提供食物信息的法规 (EU)No１１６９/

２０１１确立了管理食物信息特别是食物标签的一般原则与责任.«食物捐赠指南»规定捐赠食物的标签中必须

包含根据法规 (EU)No１１６９/２０１１第９条第１款规定的强制性细节清单.其中包括食物名称、配料清单、
最短保质期或 “使用日期”,任何特殊的存储条件和/或使用条件、营养成分等.

食物捐赠制度不仅有助于对抗食物供应链末端的浪费问题,也有助于减少用于工业用途或送往废物处理

并最终填埋的剩余食物数量. «食物捐赠指南»为捐赠者和接受者确定了在欧盟重新分配安全、可食用食品

的法律和运营障碍.

３２４　建立反食物浪费联盟,充分发挥社会共治优势

对法国油料作物的调查显示,食物浪费在供应链的早期阶段就产生了,多数情况下整条供应链上均存在

食物浪费的问题.根据以上特点及成因,鼓励政府、行业团体、各类市场主体等建立反食物浪费联盟是欧盟

各国减少食物浪费、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共治优势的重要措施.２０１６年１０月,欧盟的一项调查显示,欧盟各

国已建立了６２个由食物供应链参与者组成的联盟,并在反食物浪费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效[２４] (表２).

表２　欧盟部分成员国反食物浪费联盟概况

国家 联盟名称 参与者 成果

挪威① ForMat

　挪威企业联盟 (NHO)的食物和饮料、
食物和农业部门、挪威食物行业环境论坛

(DMF)、挪威食物杂货生产商 (DLF)和

挪威包装协会,以及农业和食物部和环境部

合作参与

　食物标签方式发生了变化,并对各种有保质期的产品进

行了降价处理;日常生产烘焙食物的压力也减少了

西班牙② AECOC 　代表企业的行业协会与西班牙政府

　在整个食物供应链上减少浪费并建立起有效的系统衡量

成果,向制造商和零售商推广有效方法,以最大限度地减

少食物浪费

法国③ PACTE
　该联盟动员了食物供应链上的所有参与

者,包括农业生产者、批发市场、制造商、
分销商、餐馆、协会和地方政府

　致力于回收未售出的商品、调整食物分量、提高利益相

关者的认识、在高等院校培训相关知识

荷兰④ SFA
　SFA是荷兰政府与企业的联盟,包括生

产者、制造商、零售商、贸易、协会、消费

者和慈善机构的企业之间的合作联盟

　提高肉类链的保存技术,减少食物浪费,提高食物保存

和分发过程的透明度和沟通渠道

　　注:① 详细信息参见网站:http://wwweuＧfusionsorg/phocadownload/countryＧreport/NORWAY％２０２３０２１６pdf (最后访问时间:

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０１).②详细信息参见 AECOC网站:https://aprofitemelsalimentswordpresscom/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０１).③详细信息参见

PACTE网站:http://wwwsupplychaininitiativeeu (最后访问时间: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０１).④详细信息参见网站:https://nlＧfsaorg/ (最后访问时

间:２０２２Ｇ０９Ｇ０１).

反食物浪费联盟多数由政府发起,并由中小企业、非政府组织、大型企业等组织机构参与.联盟的建立

大致分为发起建立联盟、管理与募集资金、招募参与者、组织活动、监管与评估五个步骤.主要任务包括:
在联盟内部提高节约意识、制定激励措施,促进食物供应链中的合作;通过合作交流研发食物浪费测量技术

与分析模型,制定减少浪费的措施;培训员工提升反食物浪费意识与技能;构建常态经济与社会经济合作的

新商业模式;推广及协助市民捐赠剩余食物,投资减少食物浪费研究项目;等等.
联盟参与者不仅由供应链各阶段的市场主体组成,同时还需要政府的支持 (包括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

—０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12（总 524）



研究表明,政府的参与是推动联盟成功建立的主要因素之一,且由于联盟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政策与经济变

化的影响,联盟的发起者更希望政府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而非主导组织.总之,反食物浪费联盟是欧盟

发挥社会多元主体共治模式治理食物浪费的普遍做法之一.

３２５　转变消费者行为,在供应链终端遏制食物浪费问题

消费者处于食物供应链终端,是食物浪费现象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家庭消费在欧盟食物浪费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重,而消费动机、消费能力和消费机会是影响家庭食物浪费的三组重要因素[２５].从三组因素出发

转变消费者行为是从食物供应链终端遏制浪费问题的主要途径.
第一,针对动机因素,欧盟主要采用了教育干预方式.动机因素指消费者对食物浪费问题与后果的认知

范围.欧盟在提升消费者对食物浪费数量以及负面影响的认知方面做了充分的工作.法国通过立法规定提高

公众意识,同时提升消费者在预防食物浪费中的知识与技能.使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工具 (如应用程序)
在居民制定购物计划之前发送节约食物等教育信息,并提供购物清单制作程序.

第二,通过改进标注食物标签解决消费能力问题.欧洲１５％~３３％的家庭食物浪费与日期标记问题有

关,食物的日期标记已被欧盟确认为造成家庭食物浪费的一个重要因素[１８].消费者通常会因对食物不同标记

混淆产生严重的浪费,如在不同或类似的产品中对 “最佳食用日期”(bestbeforedate)和 “最后食用日期”
(usebydate)的混乱使用等问题.为此,«食物捐赠指南»明确规定了允许食物在 “最佳食用日期”之前再

分配,以此减少在消费终端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通过增加基础设施解决优化消费机会问题,即通过提升技术改变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如改进商店

食物储存设施、家庭存储设备,合理安排消费者生活方式,引导其购买数量适当、价格合理且高质量的食

物.政府在绿色公共采购领域发挥宏观指导作用,制定相应的防止食物浪费与食物再分配标准,组织各单位

开设防止食物浪费的培训课程等.

４　欧盟反食物浪费实践的中国启示

节约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共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粮食浪费问题.２０１０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工作的通知».２０１４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厉行节

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２０２１年,«反食品浪费法»施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粮食节约行

动方案».但关于反食物浪费的实践还处于初步阶段,面临的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食物浪费产生过程中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复杂问题突出,当前在解决食物浪费问题时多选择政府主导型的单一治

理模式[９],没有充分发挥出社会共治的优势.第二,没有形成系统的以食品供应链为线索的反食物浪费法律体

系 (或政策体系).«反食品浪费法»侧重于规制供应链终端即销售商与消费者的浪费行为,但对其他环节浪费

问题的法律规定则分散于不同的部门法中,且可操作性不强.第三,管理部门权责划分不清晰,造成行政资源

浪费与执法效率低下.第四,公众作为反食物浪费的重要参与者,没有为其搭建畅通的参与渠道从而导致其节

约与参与意识不足.结合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在借鉴欧盟相关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以社会共治为原则,构建反食物浪费法律体系

社会共治是食品安全治理中的新理念,现行 «反食品浪费法»参考了这项理念[１５].本法明确提出了应当

构建起由政府、行业组织、媒体监督、公众共同协作的反食物浪费治理模式.构建反食物浪费的社会多元共

治模式,调动各方社会主体共同参与合作已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治理食物浪费问题的一致选择.
在构建共治机制时,一方面,要以社会共治为原则或指导,在政策与法律制定中不仅要考虑政府引导作

用,而且要关注食物供应链沿线上各市场主体、行业协会、监管部分以及公众在各环节防止食物浪费中的关

键作用,明确划分各方责任,避免因权责划分不清晰导致的社会资源浪费等问题.另一方面,要有意识地搭

建反食物浪费法律体系,捋清国际层面反粮食浪费主要政策、国家政策以及国内相关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
注意法律之间,法律与部门规章、条例之间的协调统一.如协调好 «食品安全法»、正在起草的 «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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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法»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立法之间,法律与相关条例 («食物废弃物管理实

施条例»«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等)之间的关系.避免因政策或法律之间出现互相矛盾或空白领域而影响

执法的效果.

４２　继续促进制度建设,构建高效合理的反食物浪费机制

探索建立食物使用等级制度,对食物使用进行分层管理,为食物供应链各参与人员树立明确的反浪费指

南.制定食物浪费测量机制,研究食物浪费测量方法,采用定量和定性法通过收集数据对食物使用的各个分

阶段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增强对相关测量技术的投入提升测量准确度有助于衡量国内食物浪费的情况,并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出解决办法.探索建立食物捐赠制度,鼓励食物经营者将临保食物进行慈善捐赠.可借

鉴欧盟捐赠制度,明确食物捐赠者与接收者及其中介组织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构建多元共治的反食物浪费

治理模式.以上制度的构建可先在小范围内设立试点,如在县一级搭建相关平台并进行制度的试运行与技术

的投入与试开发,同时需要政府加强对平台的政策、技术与资金支持.

４３　鼓励设立反食物浪费协作组织,促进多元主体合作创新

粮食供应系统的复杂性意味着减少食物浪费单纯依靠政府监管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政府与各参与者共

同形成合力.食物供应链之间的交流通常是基于合同而非合作,而合同的订立多数以经济或市场因素为基础

而很少考虑食物浪费的问题.此外,食物供应链之间存在不同层次 (包括各省市、地区、城乡等)之间的脱

节,各部门所获得的信息与数据往往缺乏互通性和系统性.可在政府主导下,鼓励和促进供应链各组织之间

的合作,或探索建立联盟组织.其优点在于能够更及时、准确地了解到各部门食物浪费的实际情况,同时有

助于促进相关机制与技术创新发展并针对主要问题形成合力,共同寻求政策、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合作,力

争精准、快捷、高效地达到减少浪费的目标.

４４　畅通公众参与渠道,提高公众反食物浪费的参与意识

欧盟在改变消费者行动方面的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其中包括提升公众对食物浪费数量以及负面影响的认

知,提升公众在预防食物浪费中的知识与技能.如使用信息技术手段发送节约食物等教育信息,提供购物清

单制作程序;探索改进食物日期标签制度,减少在消费终端不必要的浪费;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如提升商店

食物储存设施、家庭存储设备;完善改变公众生活方式的政策,政府可在绿色公共采购领域制定相应的防止

食物浪费与食物再分配标准,组织各单位开设防止食物浪费的培训课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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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racticalExperienceofEUActionagainstFoodWasteandChina’sEnlightenment
CHENChuan

Abstract:Foodwasteisacommonproblemacrosstheworld,itisalsotheobjectoffocusinthecurrentimＧ
plementationofChineseAntiＧFoodWasteLawThekeytosolvingtheproblemoffoodwasteistoencourage
andpromotethecooperationofmarketplayerscorrespondingtothefoodsupplychain,implementtheprinciＧ
pleofsocialcoＧgovernanceinrelevantlawsandregulationsTopromotetheworkoffoodsavingeffectively
accordingtolawneedsstronglegislationandsystemsupport,whichbecomesthemainproblemurgentlytobe
solvedTheEUanditsmemberstatesbasedontheprincipleofsocialcollaborationandsupportedbypolicy,

legislationandinstitutionalbuilding,throughtheformulationofrelevantpoliciesandlaws,establishedthefood
disposalhierarchyandfooddonationsystem,unifiedthefoodwastemeasurementmethod,andestablishedthefood
supplychainalliance,formingarelativelymatureantiＧfoodwastesystemBasedontheexperienceoftheEU,thispaＧ
perputsforwardfoursuggestionstoeffectivelypromoteChina’santiＧfoodwasteaction:tobuildalegalsystemaＧ
gainstfoodwastebasedontheconceptofsocialcoＧgovernance;continuetopromoteinstitutionalconstruction,and
buildanefficientandreasonableantiＧfoodwastemanagementmechanism;encouragetheestablishmentofantiＧfood
wastecooperativeorganizationstopromotemultiＧsubjectcooperationandinnovation;openchannelsforpublicparticiＧ
pationandraisepublicawarenessofantiＧfoodwasteparticipation
Keywords:FoodWaste;EU;FoodSupplyChain;SocialCoＧ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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