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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下中国对美国高粱
反倾销调查分析及启示

　贺　蕾

(陕西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西安７１００２１)

摘要:在中国农产品生产成本上升引致的 “价差驱动型”进口动力不断增强,贸易摩

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于保护国内农业发展,维护企业

和农民利益具有重要意义.２０１８年２月,中国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发起反倾销调查.
本文就此次反倾销调查的背景、经济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研究发现:从统

计结果来看此次反倾销调查对进口美国高粱产生的贸易抑制作用和调查效应显著,而

贸易转移效应不明显;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存在主体缺位、反倾销条例具体法规不明

确、正常价值确定依据和方法存在偏差、临时反倾销措施对国内产业影响严重等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进口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进口抑制效果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２５.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计划软科学研究项目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

的陕西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维护激励策略研究” (２０１９KRM０７４),陕

西省教育厅重点科学研究计划 “农户维护地理标志农产品质量的契约

激励策略研究” (１９JZ０１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高价值农产品

进口需求趋势、市场冲击与贸易政策规制研究”(７１５７３２１１).
作者简介:贺蕾 (１９８３—),陕西绥德人,博士,研究方向:农

产品国 际 贸 易 理 论 与 政 策、 WTO 规 则 与 协 定,EＧmail:helei＠
susteducn.

资料来源:WTO,Statisticsonantidumping:AntiＧdumpinginitiＧ
ations:reporting member vs exporter, https://wwwwtoorg/

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

１　引言

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关税、配额等传统贸易

限制措施在多边、双边贸易规则中被不同程度地限

制使用,而 WTO 协定中的贸易救济措施被各成员

方多次使用,其中 “两反一保”中的反倾销反补贴

已经成为成员方使用最频繁、范围最广的贸易救济

措施.WTO 反倾销通报的数据显示: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全球共发起反倾销调查５７２５起,而以中国为

指控对象国的调查就有１３２７起,占２３１８％,其中

美国针对原产于中国的产品提出的反倾销调查就有

１６５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被反倾销指控最多

的成员方,严重影响了中国产品的贸易竞争力和

企业利益,这一事实致使国内学者对于反倾销的

研究更加侧重于反倾销调查对中国出口产品国际

竞争力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反倾销调查的策略

方面[１Ｇ３].然而,在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过

程中,贸易救济体系应包括应对国外贸易救济调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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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对外 发 起 贸 易 救 济 调 查 两 个 不 可 分 割 的 部

分[４].中国对外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对于保护国内

产业,维护企业利益,促进国内与国际贸易规则

的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２００１年,中国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

条例»(简称 «反倾销条例»),为进一步开放市

场下相关利益主体进行合法地自我保护提供了重

要武器.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国共发起反倾销调查

２７４起,绝对数量远不及印度、巴西、阿根廷等

发展中国家①,但是中国反倾销调查的立案数量

已经进入了稳步增长阶段,围绕反倾销调查的行

政体制、信息收集、问卷调查、成本核算、反倾

销措施的运用等方面都在不断地健全和完善.但

是,中国针对农产品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立案

数量非常少.截至２０１８年,针对农产品的对外

反倾销调查仅有９起②,相比化工等产品,农产

品对外反倾销调查数量少之又少.然而,随着中

国农产品国内外价差倒挂严重,为了维护农民从

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合理的生产利润,基于成

本之上的政策性收购价格不断上升,农业生产要

素成本快速上涨,推动国内农产品市场均衡价格

的持续上升,成本上升引致的 “价差驱动型”进

口动力将显著增强.另外,非必需农产品进口难

以控制,如果综合考虑产品的硬缺口、品种调剂

和产品之间的替代性,中国一半以上的粮食进口

属于 “非必需进口”[１].主要农产品进口快速增

加,对国内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挤压[５].如何在

兼顾国内农业发展与保持农产品供应稳定的基础

上,有针对性地对农产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将是

中国 政 府 不 得 不 面 对 的 问 题. 由 于 中 国 加 入

WTO时所做承诺中农产品进口限制措施十分有

限,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的 “安全网”作

用难以发挥,而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措施

对农产 品 进 口 的 限 制 作 用 将 更 为 明 显.总 而 言

之,中国有必要对国外农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等

贸易救济措施,以保护中国农业产业安全[６].
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保护主义、单边

主义不断抬头,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性和权威性

受到严重挑战的当下,２０１８年２月４日,中国对

原产于美国的高粱 (以下简称美国高粱)进行反

倾销和反补贴立案调查,此次反倾销调查发起于

中美贸 易 摩 擦 初 期,是 对 美 国 实 施 “２３２ 措 施”
的有力回击,更是对国内高粱产业的保护.本文

主要剖析此次反倾销调查的背景、实施的经济效

果、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及启示,研究结论对完善

中国农产品反倾销调查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现实

参考意义.

２　中美高粱生产及贸易状况

高粱是全球第五大主要粮食作物,是中国重要

的畜禽饲料和酿酒原料.中国高粱年产量在２８０万t
左右.２０１２年以前,中国高粱进口量不超过９万t,
之后,高粱进口量快速增长,并于２０１４年开始成为

世界第一大高粱进口国,进口量和进口金额均占世

界总量的７０％以上.２０１５年,中国高粱进口总量达

到峰值,约１０７０万t,进口金额达到２９７１亿美

元,主要进口饲用高粱.高粱进口快速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受近些年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的影响,国内

玉米价格显著高于进口高粱价格,且玉米进口有配

额限制,而高粱进口无配额限制,因此,国内的饲

料加工商选择用进口高粱、大麦、玉米酒糟等来替

代玉米.
从进口主要来源地来看,中国主要进口美国和

澳大利亚的高粱.近些年,进口美国高粱的比例快

速上升,中国进口美国高粱的数量占高粱进口总量

的比例从２０１３年的２９４１％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９４％,
而进口澳大利亚高粱除２０１５年达到１６０万t,其余

年份进口量均不超过８０万t,但是澳大利亚高粱的

市场占有率却锐减,从２０１２年的９９９４％下降到

２０１８年的１１７５％ (图１).
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后,中国是澳大利亚农

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进口澳大利亚高粱的关税也

将由２％降至零关税.随着关税的归零和两国贸易

的自由化,预计后期进口澳大利亚高粱或有持续增

长的可能.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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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 发 起 的 反 倾 销 调 查 的 绝 对 数 量 尚 不 及 印 度 (９１９
起),巴西 (４１７起)、阿根廷 (３６８起)等发展中国家,更不及

欧盟 (５１０起)、美国 (６９４起)等发达国家或地区.
近期主要包括２０１８年对原产于美国的高粱反倾销调查,

大麦反倾销调查;２０１７年对原产于巴西的白羽肉鸡产品反倾销调

查;２０１６年干玉米酒糟反倾销调查,欧盟马铃薯 淀 粉 反 倾 销 调

查.



图１　中国高粱进口总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Database;２０１８年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

查询平台http://４３２４８４９９７/.

３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始末

３１　反倾销调查立案

２０１８年２月４日,商务部公布了对美国高粱进

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①.公告中表明从商务部获

得的初步证据和信息显示:美国高粱以低于正常价

值的价格向中国出口,存在较大幅度的倾销,对国

内高粱产业和高粱价格造成削减和抑制,国内高粱

产业遭受了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且倾销与国

内高粱产业实质损害和实质损害威胁存在因果关系.
因此,商务部根据 «反倾销条例»第十八条②对美国

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

３２　原审初裁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商务部公布了此次反倾销调

查的初步裁定公告.裁定认为美国高粱存在倾销,
国内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

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决定采取保证金形式实

施临时反倾销措施,即从４月１８日起,中国高粱进

口商在进口被调查公司③的美国高粱时,应向海关提

供比率为１７８６％④的进口保证金.

３３　终止调查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商务部公布了终止对美国高

粱反倾销调查的公告⑤.终止的理由是大量下游用户

反映此次反倾销调查将会提高下游养殖业成本,加

征进口保证金会影响广大消费者的生活成本,不符

合公共利益.因此,决定终止此次反倾销调查.另

外,已征收的反倾销进口保证金如数退还.至此,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尘埃落定.

４　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经济效果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从立案到终止的时

间较短,那么,此次反倾销调查对中国进口高粱是否

产生抑制作用? 根据反倾销调查的经济效果评价的经

验显示,反倾销调查的进口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

①贸易限制效应,即反倾销调查限制了对指控对象国

相关产品的进口.②调查效应,即使反倾销调查结果

未做出任何征税型的反倾销措施,反倾销调查本身仍

会对指控对象国的相关产品起到进口限制作用.③贸

易转移效应,即进口国增加了对非指控对象国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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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１２号 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高粱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的公告»,http://cacsmofcomgovcn/

cacscms/article/jkdc? articleId＝１５２５５２&type＝１.
«反倾销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在特殊情形下,商务部没有

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但有充分证据认为存在倾销和损害以

及二者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可以决定立案调查.
包括德怀特及亚当鲍德温农场、拉里达尔斯腾、中堪萨斯

合作社、得克萨斯奥德姆种植者谷物合作社、李惠特克、绿金农场

等１８家美国的主要高粱贸易公司和其他一些美国公司,但保证金率

都是１７８６％.保证金以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从价计征,计算公式

为:保证金金额＝ (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保证金征收比率)× (１
＋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

参见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３８号 关于对原产于美国的进

口 高 粱 反 倾 销 调 查 初 步 裁 定 的 公 告 », http://

wwwmofcomgovcn/article/b/c/２０１８０４/２０１８０４０２７３３１７８shtml.
参见 «商务部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４４号 关于终止对原产于美国

的 进 口 高 粱 反 倾 销 反 补 贴 调 查 的 公 告 », http://

cacsmofcomgovcn/cacscms/articleDetail/jkdc? articleId＝１５４３１０&id＝
５３d８a６e２６３６b９faa０１６３７１２６a９０５０２d４.



产品进口以替代指控对象国的产品[４,７].
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是否抑制了对美

国高粱的进口? 反倾销调查前中国进口高粱量虽波

动明显,但总体维持在１５万~７３万t (进口量小的

月份保持在１５万t以上,而进口量大的月份达到７３
万t).而２０１８年２月４日,商务部对美国高粱进行

反倾销调查之后,３月和４月对美国高粱进口有大

幅上涨,比２月分别上涨２７７％和１４９％.从２０１８
年４月１８日起,进口美国高粱加征１７８６％进口保

证金之后,从５月开始,中国对美国高粱进口量出

现锐减趋势,从２０１８年４月的６３８５万t,降至

２０１９年３月的１０２９t,下降幅度达到９９８％,２０１８
年１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６月,进口美国高粱数量不足

１万t,从数据统计的结果来看,中国对美国高粱的

反倾销调查的贸易限制效应显著.尽管２０１８年５月

１８日商务部终止了对美国高粱的反倾销调查,但是

调查效应明显,对美国高粱的进口限制作用一直延

续到２０１９年６月.２０１９年７月,进口美国高粱总量

出现上升趋势,达到２０９７万t,根据中国高粱进口

趋势可以预测,对美国高粱的进口会快速增长至调

查之前的水平.
从贸易转移效应来看,在对美国高粱实施反倾

销调查期间,对澳大利亚高粱的进口有小幅增长,
进口量从２０１８年４月的１７万t增至７月的１１９万t,
而后逐月下降至调查前水平 (图２).反倾销调查立

案后,对澳大利亚高粱进口的小幅增长只保持了３
个月,贸易转移效应非常有限,主要原因有３点:
一是美国高粱价格更便宜,２０１８年,进口美国高粱

平均价格为每千克０２３４美元,进口澳大利亚高粱

的平均价格为每千克０３０２美元.二是相较于澳大

利亚高粱,美国高粱单宁含量低 (美国高粱单宁含

量≤０３％,澳大利亚高粱单宁含量≤０７％),更适

合用于生产饲料①;而澳大利亚高粱单宁含量高②,
更适合作为酿酒原料.三是其他的高粱主产国 (墨
西哥、尼日利亚、印度等国),高粱种植更多用以本

国消费,很少出口.

图２　２０１７年１月至２０１９年１２月中国进口高粱总量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数据查询平台http://４３２４８４９９７/.

５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暴露出的问题

５１　反倾销调查中主体缺位

根据 WTO相关规则,在两种情形下可发起反

倾销调查,一是由相关产业申请发起调查;二是由

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调查.«反倾销条例»中对

于反倾销的主体③、申请程序以及相关环节均做出明

确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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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饲用高粱生产国,由于通过压碎、蒸汽、
碾磨等技术处理,进一步提高饲用价值,普遍用于畜禽饲料.

适量的单宁对发酵过程中的有害微生物有一定抑制作用,
能提高出酒率,单宁产生的丁香酸和丁香醛等香味物质,能够增加

白酒的芳香风味,是白酒酿造的主要原料.
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

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向商务部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书面申请.



　　依照此条例,中国有资格提起反倾销调查申请的

主体主要是农业产业或能够代表农业产业的自然人、
法人或者农业组织,是具有一定 “产业地位”的主

体.而中国农产品生产主体以单个农户为主,在申请

反倾销调查时缺乏 “代表农业产业”的主体地位,加

上农户数量分散、反倾销意识薄弱等原因,决定了农

户难以成为反倾销的申请主体.然而,具有主体地位的

农业行业组织发展滞后,农业行业组织主要是在政府

引导下,以农户自愿参加形成的农民合作社、农业合

作社等.这类组织在组织结构、运行和治理结构等方

面存在一定的缺陷,一方面农业行业组织规模较小,
存在严重的区域分割、产业分割,分散的、规模较小

的农业行业组织的市场力量薄弱,很难具有话语权;
另一方面,农业行业组织运行和治理结构松散,缺乏

专业的行业管理人员,对内管理和对外维护行业利益

的力量有限,形成中国农产品反倾销调查主体缺位的

局面.

５２　 «反倾销条例»中具体条款不明确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商务部公布的初裁结论认为

美国高粱存在倾销,国内高粱产业受到实质损害,
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反倾销条

例»规定初裁决定中确定倾销、损害以及二者之间

存在因果关系的,商务部应当继续调查,作出终裁

决,并予以公告①.
此次反倾销调查中,商务部初裁认定美国高粱

存在倾销,但商务部并未公布初裁后对倾销及倾销

幅度、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的结果.虽然

中国 «反倾销条例»中对反倾销调查应当终止的情

形有规定,如第二十七条规定:商务部认为不适宜

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但是条例并没有明确规定

哪些情形是不适宜继续进行调查的;没有明确说明

不适宜继续调查情况下,是否应该公布已有的调查

情况;也没有明确说明如果初裁结论存在倾销,继

续调查中出现终止调查情形,终止调查是否就意味

着不需要作出终裁.由此可以看出, «反倾销条例»
中很多具体条例仍存在不明确,法律解释弹性大,
甚至条例间存在冲突等问题,从条例的统一性和对

现实案例处理的法律权威性角度来看,仍然存在有

待完善的地方.

５３　正常价值核算依据和方法存在偏差

在调查美国高粱生产成本环节时,调查机关向

登记为对中国出口高粱的农场②发放成本问卷,在规

定的时间内,农场未向调查机关提交单独的答卷

(虽然调查机关尽最大努力向所有已知利害关系方提

醒了不配合调查的后果),由于农场未填报答卷,调

查机关无法获知被调查产品及同类产品的销售和成

本数据.另外,多数出口商提交的答卷信息不完整,
如阿奇尔丹尼斯米德兰公司 (ADM)等５家公司均

未提交生产商和农场部分的调查问卷,公司仅提交

贸易商部分的销售数据,建发 (美国)有限公司未

提供交易数据等.再者对中国出口高粱时,销售渠

道中包括:先销售给新加坡的关联公司,再由新加

坡的关联公司向上海关联公司和非关联客户销售被

调查产品.调查机关发现,公司在答卷中未提交新

加坡关联公司和上海关联公司的答卷.因此,调查

机关认为公司填报的数据不符合准确性、真实性、
完整性的要求.

在此情形下,调查机关以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

分校农业和资源经济系农业议题中心在其网站上发

布的农产品成本研究报告和公布的 «２０１６年谷物高

粱成本示例»(２０１６SampleCoststoProduceGrain
Sorghum)报告作为生产成本的核算依据.在初裁

中,调查机关暂认定该报告为可获得的最佳信息,
并以该报告中的数据作为确定正常价值的基础,调

查机关依据该报告中的每英亩③成本和单位产量计算

每吨的成本.但商务部公布的文件中倾销调查期为

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１日至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３１日,而正常价

值计算所依据的数据是调查期之前的,这种无奈的

选择致使成本核算可能存在偏差.
再者,商务部公布的证据信息文件中对调整后

的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是:用倾销调查期内美国高

粱对中国出口离岸价格每吨１８１１１美元减去高粱的

平均内陆运费每吨１０６３美元,得出调整后的出口

价格为每吨１７０４８美元,这种计算方法并未将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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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反倾销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初裁决定确定倾销、损害

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成立的,商务部应当对倾销及倾销幅度、
损害及损害程度继续进行调查,根据调查结果作出终裁决,予以公

告.
包括德怀特及亚当鲍德温农场、J&C合营农场、拉里达尔

斯腾、中堪萨斯合作社、得克萨斯奥德姆种植者谷物合作社、李惠

特克、绿金农场、肯特马丁、迈克尔 T贝克通过谷物协会向调查机

关登记为对中国出口的生产商.

１英亩＝０４０５hm２



口海关税费、运输保险费和运输折损等成本考虑在

内,对调整后的出口价格的计算方法不合理.另外,
对正常价值的计算不严谨,存在价值重复计算的问

题.商务部计算美国高粱正常价值采用的是生产成

本加合理费用及利润的方式,实际计算中用美国高

粱的生产成本每吨１９０１３美元加上根据其利润率

１７６％计算得出的３３４６美元利润,得到调整后的

正常价值为每吨２２３５９美元,但是由于 «２０１６年

谷物高粱成本示例»报告的高粱生产成本中,已经

包含了农场的一般费用以及盈利情况,那么生产成

本中包含的利润与按照生产成本１７６％的利润率计

算的成本之间存在交叉,利润可能存在重复计算.

５４　反倾销措施采取进口临时保证金是把 “双刃

剑”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７日,商务部公布了相应的临时反

倾销措施,即自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起,进口经营者

在进口被调查产品时,应向中国海关提供进口保证

金.这种对内征收高额保证金的临时反倾销措施虽

然能够及时且有效地抑制进口商对美国高粱的进口,
但这种措施带来的成本增加效应短期内难以反馈到

出口商身上,反而需要中国的进口商来面对这种进

口成本增加的冲击.另外,进口商对美国高粱进口

的依赖,导致进口商只能在国内市场上来消化这部

分增加的成本,这势必会影响国内的消费者福利.

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８日商务部以不符合公共利益为由终止

了此次反倾销调查也说明了此问题,由此看来,在

采取进口保证金、保函或者其他形式担保的临时反

倾销措施时,其措施的经济效果评价尤为重要.

６　中国对美国高粱反倾销调查的启示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对美国高粱的反

倾销调查表明了中国农产品贸易中能够合理运用国

际规则来保护中国的合法权益;也更进一步促进了

国内与国际贸易规则的融合,从立案通知、信息公

开以及对相关利害关系方的消息通知、意见征求等

方面都遵循 WTO 规则,立案证据和初裁报告也符

合 WTO «反倾销协定»中的相关条款,标志着中国

在农产品方面对外发起反倾销调查的制度体系不断

完善,但仍存在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

６１　明确市场利益主体,建立农产品贸易救济基金

逐步培育和壮大农业市场利益组织,整合现有

农业合作社、农民合作社等行业组织,打破行业组

织区域分割、产品分割导致的规模小、市场势力弱

的现状,形成影响全国的行业协会,形成宏观层面

的行业协会影响力,并进一步明确行业协会的市场

利益主体地位,明确行业协会有责任和义务发起反

倾销调查的申请.第一,行业协会要密切关注进口

农产品种类和数量的变动趋势,对可能存在的倾销

倾向,进口企业协助行业协会迅速做出判断,代表

行业利益成为反倾销申诉的主体,由行业协会统一

聘请律师,统一诉讼.第二,行业协会可以成立反

倾销基金,为反倾销申诉提供资金保障,尽可能减

少企业搭便车的现象.第三,需要行业协会为企业

提供技术培训与咨询服务,了解国内外市场动向和

反倾销案例,特别注重培训企业收集产业损害预警

数据,采集进口产品的倾销证据等.行业协会可以

做好反倾销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向商务部申诉前要

注意收集遭受损害的证据,保留近些年的产品价格、
销量、净利润等重要数据,来应对反倾销调查.行

业协会还可以加强对内部专业法律人士的培养,提

高他们的反倾销业务能力,确保有能力做好反倾销

申诉工作.

６２　完善和补充 «反倾销条例»的具体法律条规,
对调查对象国的出口商行为进行约束

逐渐完善和补充 «反倾销条例»中的法律法规,
充分考虑农业产业特性,农产品贸易的特殊性,弥

补现有法规中的不足之处,明确现有法规中需要详

细说明的地方,明确各条法规之间的关系.结合农

产品反倾销中的具体环节和具体问题,对反倾销条

例进行完善和补充,使其能够更加具有针对性,如

对农产品反倾销中的价格调整、价值计算、损害认

定和因果关系认定等方面的核算、认定方法做出具

体的说明,可以参考欧美国家和 WTO 反倾销法系

中相关说明进行完善和补充.另外,反倾销条例中

需对调查对象国的出口商行为进行约束,明确确立

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并明确规定发生交易的双

方均有义务配合调查机关提供相应的调查资料,以

及如果调查对象国出口商不予以配合调查时相应的

处罚.总之,要不断促进中国的反倾销法律法规与

国际接轨,在对外进行反倾销调查时更具说服力、
公信力和法效性.同时需加强普及反倾销法律知识

(下转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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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优化乡村资源配置,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实现乡村振兴,是一个亟待

深入研究的课题.从内生发展视角看,乡村资源包括外生性资源和内生性资源两种基

本类型,内生性资源以显性和隐性两种基本形式存在.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是有效配

置与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尊重地方本土性,着力挖掘地方的人力资本、文化资本、
社会资本等隐性的内生性资源.研究表明,只有积极培育农民自主性,真正赋权给地

方,科学制定乡村内生发展规划,统筹利用好内生性资源与外生性资源,才能激活中

国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推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乡村内生发展;资源;内生性资源;外生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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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

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

大成就,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农民收入稳步增

长,乡村建设有序推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

定了坚实基础.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有相当一部

分乡村地区,仍然过度依赖国家政策和资金的扶持,
忽视了地方的本土利益诉求和内部发展潜力,面临

着发展模式单一、贫富差距过大、环境污染等一系

列困境,严重阻碍了乡村可持续发展.为了解决上

述问题,推进乡村振兴,自２０１６年以来,历年中央

１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增强农村内生发展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同样强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要遵循 “坚持农民主体地

位”“增强农业农村自我发展动力”等基本原则.在

这样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增强乡村内生发展动力,
实现乡村内生发展,已成为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重

要课题.
近年来,中国很多学者对乡村内生发展相关问

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这其中

包括介绍内生发展的相关理论和概念[１],借鉴国外

乡村内生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２],村庄内生发展水

平量化操作尝试[３],中国乡村内生发展实践的案例

分析[４],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对策研究[５]等,
推进了学术界对内生发展的认识和理解,为进一步

深化乡村内生发展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目前国

内学术界关于乡村内生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

外相关理论的介绍,往往停留在比较宏观的叙述和

抽象的表达上,对很多重要问题如内生发展诸要素

—０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6（总 494）



之间的逻辑关系等研究不够,概念的本土化分析和

命题建构不足,关于乡村内生发展的认知大多停留

于浅表层次,也缺乏对国外乡村内生发展成功案例

的深刻分析,难以探索出操作性较强、能切实有效

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本土路径.
笔者认为,要克服上述不足,深入讨论乡村内

生发展问题,建构具有本土价值的中国特色乡村内

生发展理论,必须以乡村资源为切入点,从内生发

展视角认识和理解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探讨乡村

资源与乡村内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资源

是内生发展的前置条件和逻辑起点.研究表明,资

源是内生发展的３个核心要素之一[１],在参与、设

计和实施发展行动的过程中,以本土资源为基础,
可以使地方发展更加成功且可持续[６].目前国外文

献中关于内生发展的研究尤其强调资源的重要意义,
认为合理配置资源是实现内生发展的前提和关键[７].
其二,从内生发展视角研究资源问题,有利于深刻

把握资源的内涵,科学划分资源类型,进一步丰富

资源相关理论,拓宽资源问题研究视野.其三,从

实践层面看,中国不少乡村地区,对资源及其应用

缺乏足够的科学认知,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
过度依赖外部资源,面临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严

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此类实践问题,
学术界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鉴于此,本文

将从乡村内生发展的视角出发,尝试重新认识和理解

资源的科学内涵,探讨资源和乡村内生发展的逻辑关

系,并分析与总结国外乡村内生发展较为典型的案

例,从中凝练出关于资源应用的经验和规则,在此基

础上,讨论推进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基本路径.

２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

从经济学视角看,资源指的是可开发利用、产

生价值的事物[８].从社会学视角看,资源包括经济

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９].内生发展视角下

资源的概念,融合了各学科尤其是社会学对于资源

的定义,内涵深刻,内容比较丰富,具体可以划分

为内生性资源 (endogenousresource)和外生性资

源 (exogenousresource)两种类型[１０],也可以称之

为内部资源 (internalresource)和外部资源 (exＧ
ternalresource)[１１].内 生 性 资 源 以 显 性 和 隐 性

(tangibleandintangible)两种基本形式存在 [７].

２１　外生性资源

外生性资源主要指的是那些并非根植于本土孕

育出来的种种资源,包括中央政府和非本地的政策、
资金以及技术等[１１].新内生发展理论认为,尽管人

们拥有的与发展相关的专业知识是基于地方本土产

生的,但这关键是由外部因素滋养的,外生性资源

是新内生发展模式的必备条件[１２].在经济全球化的

现代社会,包括内生发展模式在内的所有类型的发

展模式都离不开外生性资源的支持.既有研究表明,
外生性资源对于乡村建设和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一

方面,大部分乡村地区本身较城市的发展滞后,在

人口大量迁出带来的乡村 “空心化”背景下,面临

着比较严重的 “内卷化”困境,外生性资源可以给

予地方非常成熟的技术支持和相应的资金补贴,为

落后的乡村社会直接提供发展动能,改善乡村发展

环境,缓解内部发展困境,阻止乡村社会进一步衰

落;另一方面,大部分乡村地区在发展初期,包括

资金、技术和管理等各方面基础条件比较薄弱,基

本上不具备自我挖掘其内生性潜能的能力,如果没

有外力的介入、刺激和推动,不可能实现内生发

展[１１].外生性资源的介入可以有效撬动本土发展动

力,激活地方内生性资源,促进地方内生发展.换

言之,外生性资源为实现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必要

的外部条件.

２２　内生性资源

内生性资源指的是根植于地方内部的资源,主

要包括地方本土的自然资源、人类技能和社会能

力[１１].Ray将内生发展中的本土资源分为显性的内

生性资源 (有形资源)和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无形

资源),并认为在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过程中,隐性

的内生性资源更为重要[７].

２２１　显性的内生性资源

乡村社会本土物质性资源属于显性的内生性资

源,主要包括３大类.一是自然资源,如土地、河

流、矿产资源等,这其中,农业用地及其质量是农

业生产最重要的内生条件[１３].二是经济资源,包括

资金、生产工具以及地方基础设施[１４]等.经济资源

是内生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必备条件,地方经济资源

越丰富,发展的潜力越大,越有可能较好较快地实

现内生发展.三是实体性人文资源,包括工艺民俗

品、历史古迹、风景名胜等[７],这些实体性人文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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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提升乡村发展品质,凸显村庄特色的重要基础.
总而言之,但凡地方内部所具有的可视的、蕴藏一

定社会经济价值的 “实体性资源”,都属于显性的内

生性资源,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乡村内生

发展的趋势.

２２２　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从内生发展视角看,乡村社会还存在大量隐性

的内生性资源,它们主要以非物质形态的人力资本、
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形式存在.

(１)人力资本.乡村内生发展的本质是农民的

发展,决定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最重要的内生性

因素是人力资本[１３].乡村内生发展强调发展进程中

地方民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重视对人的能力的提

升,把发展的重点和着力点放在挖掘乡村精英、农

民群体、乡村年轻人和发展工作者的人力资本上.
一是乡村精英.乡村内生发展离不开地方各类

精英发挥作用[１５],这其中,乡村政治精英尤为重

要[３].村支书等政治精英往往掌控较多的内外部资

源调配权,对于地方发展策略有着比较大的话语权,
在挖掘乡村本土资源、促进农民群体团结、赋予地

方参与者权利、激发农民群众的参与能动性等方面

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提升乡村

精英尤其是政治精英的人力资本水平,对于乡村内

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是农民群体.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人,乡村

社会能不能实现内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

民群体的自主性和能动性.Shucksmith通过回顾英

国的LEADER项目发现,如果忽视地方非精英的能

力,会使得主动权逐渐掌握在精英群体手中,社区边

缘群体则会一直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这不利于社区可

持续发展[１６].由此可见,作为乡村社会主人的农民群

体在乡村内生发展中的主体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三是乡村年轻人.在乡村社会,相比于其他年龄

段的村民,年轻人思想更加活跃,易于接受新事物,
改革的欲望较强,是最具活力、最富有闯劲和创新精

神的群体.研究表明,乡村年轻人更愿意冒险,在调

整农业生产结构以适应市场需要以及从国家和地方政

府获得资金来源的可能性方面,年轻人也更加灵

活[１３],他们是乡村内生发展中的先锋力量.
四是发展工作者.在国外乡村内生发展实践中,

往往需要雇佣一名专门负责在当地策划和实施发展

计划的发展工作者.他们具有与发展相关的专业技

能,是地方民众和基层政府的中间人,与 “超地方”
的官员以及影响地方发展的各种参与者打交道[７].
发展工作者可以通过其专业化的知识与技能,将宏

观政策与地方实际进行结合,凝练出符合地方发展

规律的发展策略,从而开启地方内生发展的进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发展工作者承担着 “乡村

发展规划师”与 “乡村社工”的职责.
(２)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对于内生发展至关重

要[１７].Ray认为,内生发展进程中的集体资源可以

概念化为文化资本,相较于实体性的文化资源,以

隐性形式存在的价值观、信念与态度、地方文化、
传统习俗等非物质性文化资本往往发挥了更大的作

用[７].Jenkins将内生发展模式中文化资本特别是隐

性的文化资本的作用归纳为３个重要方面:从工具

角度看,它们是要被开发或保护的资产;从代表性

上讲,它们定义了地方认同;从动员地方民众的意

义上来说,它们是地方伦理/道德和行为动机的来

源[１８].利用本土文化资源可以推进 “自下而上”的

发展进程[１９],实现地方的可持续发展[２０].文化资本

除了产生应有的社会效益以外,还可以带来相当大

的经济收益.不少乡村地区都是将具有地方特色的

文化元素融入乡村发展进程中,着力打造特色农产

品品牌和特色乡村旅游模式,以此活跃经济,拉动

消费,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地方的内生发展.
(３)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于乡村社会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２１],Pilecek等使用量化研究方法,
分析了社会资本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发现

社会资本可以被看作是激活地方内生发展潜力的关

键要素[２２].社会资本可以制度化为相关群体的团结

规则[７],有利于改善个人面临的成本Ｇ利益平衡问

题,缓解政策方案中的 “搭便车”问题,从而促进

实现相关政策的具体目标[２３].社会资本在促进内生

发展的过程中,其主要作用表现在３个方面.第一,
作为建立在信任和互惠准则等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
有利于促进地方民众之间以及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良

性互动,增强地方民众的认同感,推动乡村内部协

商机制和契约关系的形成与建立,为地方内生发展

提供良好的行动基础.第二,社会资本相比于其他

资源,投入成本较低,收益和回报较高,稳定性较

强,可以有效缓解地方对于外部资源的高度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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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地方发展的自主性.第三,社会资本是促进地

方民众自主参与的基础.内生发展强调地方利益相

关方广泛参与到地方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社会

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可以有效地激发地方民众的参与

能动性,促进地方公Ｇ私、内Ｇ外等个人、群体与组织

团结起来,建构旨在促进地方发展的稳固的地方行

动团体与组织,从而推动地方内生发展战略的实施.

３　乡村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应用的国际经验

自从１９７５年瑞典哈马绍财团在联合国会议中正

式提出内生发展这一概念[１]以来,国际上便陆续开

始了包括LEADER项目等在内的种种乡村内生发展

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成功地促进了地区的

发展.国外乡村内生发展的案例表明,注重内外部

资源的有机融合,着力挖掘地方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关键所在.

３１　注重内外部资源的整合利用

诸多研究表明,内外部资源精准对接、深度融

合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推动地方可持续发展的秘

诀.Ray认为,在资源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乡村内

生发展一定是内外部资源共同作用的结果[７].Pike
等认 为,地 区 的 发 展 应 该 注 重 内 外 部 资 源 的 融

合[２４].国外在推动乡村内生发展的实践中,有一条

基本经验,就是必须整合利用好内外部资源,防止

出现资源利用结构单一化的问题,避免形成严重的

路径依赖.具体讲,就是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不能过度依赖内生性资源.研究表明,

内生性资源固然是内生发展的决定性要素,但内生

性资源的潜能往往需要外部力量撬动[２５].国外不少

案例显示,内生发展强烈依赖市场、人才、技术、
政策以及资金等外部资源的介入、激活和带动.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大部分的乡村社会长期处于一种

相对封闭的状态,没有完全融入现代市场体系,很

多内生性资源一直处于 “沉睡”状态,需要外部资

源的介入,才有可能被激活.如果排斥外部资源,
专门依赖内部资源尤其是某一种自然资源,必将面

临严重的发展困境,产生类似 “荷兰病”的问题,
最终会出现 “资源诅咒”的现象,变成经济发展的

负担[２６],还可能造成土壤耗竭[２７]这一严重后果.
第二,不能过度依赖外生性资源.戴维兰德

斯认为,外援可以有帮助,但是它像意外之财一样,

也会有害处.它可能降低自身努力的动力并造成一

种有害的无能感[２８].外部资源尽管很重要,但只能

是辅助性的,不能取代本土性资源在发展中的主导

地位.外部资源的过度介入会遏制和排斥地方本土

资源,削弱地方自主性和创造力,导致地方发展陷

入路径依赖困境.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推动

发展的进程中,正是因为长期过度依赖外部资源,
出现环境污染、贫富悬殊、创新能力不足、发展动

力减弱等一系列严重问题后,才被迫转型,积极探

索内生发展模式.日本在早期发展的时候,是典型

的外生型发展模式,其地方的发展高度依赖外部力

量的推动,这种发展模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

暴露出其弊端,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暴发

了 “水俣病”,在此之后,社会各界开始反思外生型

发展模式的问题,内生发展理念由此产生.欧洲同

样如此,在发现 “自上而下”式的外生型发展模式

产 生 了 一 系 列 严 重 后 果 后, 才 开 始 进 行 包 括

LEADER等在内的种种内生发展的实践与尝试.这

表明,过度依赖外部资源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内生发展必须坚持以本土资源为主.

目前国外诸多案例表明,乡村内生发展往往是

内外部资源有机融合的结果.西班牙阿尔梅里亚地

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到２０
世纪末,阿尔梅里亚从一个落后地区成功发展为中

等发达地区.该地区的成功发展离不开内外部资源

的有机融合:一是地方本土资源.阿尔梅里亚地区

具有良好的气候条件,充足的日照以及丰富的地下

水资源,有利于园艺作物的种植.二是技术支持.
在国家种植研究所的帮助下,引入了新的耕作技术、
塑料温室以及地下水开采技术,同时还获得了水、
电等基础设施改善以及技术、财务等方面的帮助.三

是市场条件.在欧洲市场日益开放的时期,园艺产品

市场不断扩大.正是得益于技术和市场等外部资源的

介入,充分激发出了地方本土资源的内生潜力,阿尔

梅里亚地区成功实现了内生发展[２９].由此可见,内生

发展离不开内外部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整合利用,这是

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一般路径和必然要求.

３２　着力挖掘地方隐性的内生性资源

乡村内生发展的国际经验表明,内生发展尤其

需要关注地方的本土资源,尊重地方的本土性[３０],
着力挖掘地方内生性资源的潜力,发挥地方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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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隐性的内生性资源在内

生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３２１　挖掘地方的人力资本

实现内生发展的根本路径,就是要挖掘本土的

人力资本,调动和激发地方民众参与的积极性,充

分发挥他们在内生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例如,意大

利南部 “DauniaRurale”地区为了发挥本地的资源

优势,凸显发展特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充分激

活了地方的人力资本.其具体操作过程主要分为４
个步骤.第一步是邀请当地的专家和研究人员,对

该地区进行实地调研,描绘出该地区的内外部特

征,找到发展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第二步

是邀请地方利益相关者 (政府官员、农民、地方企

业家、社会组织成员等)参加调查,通过问卷统计

的方式选择并确定理想的未来发展方向.第三步是

组织地方利益相关者召开专题研讨会,集体讨论发

展方案,对不同的发展目标进行可行性分析.第四

步是根据研讨会讨论结果,由地方利益相关者和

专家共 同 确 定 发 展 目 标.正 是 通 过 采 取 上 述 措

施,Daunia地区成功实现了内生发展[３１].Daunia
地区的发展优势能够彰显,内生发展取得显著成

效,关键在于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地方民

众等利益相关群体的积极参与,激活了地方的人

力资本.

３２２　挖掘地方的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是内生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国际

内生发展实践普遍重视乡村文化和历史传统,力图

通 过 发 掘 乡 村 文 化 资 本 来 推 动 地 方 内 生 发 展.

WASH① 部门改善加纳农村环境卫生的实践就是一

个通过发掘地方文化资源来推动乡村内生发展比较

成功的案例.致力于乡村环境卫生改善的 WASH 部

门,在加纳地区的卫生改善实践中,并没有直接复

制和沿用在其他地区已经获得成功的发展模式,而

是先对当地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和访谈,了解当地的

传统习俗和文化禁忌,在设计发展规划时,充分尊

重当地用水文化、卫生理念、传统仪式和民俗禁忌

等,并将这些地方的文化资本应用到了取水用水工

程改造和厕所建造改造中,得到了当地居民的认同,
调动了参与的积极性,从而使得 WASH 部门顺利地

完成了项目建设任务,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卫生状况,
推动了当地的社会发展[１７].在该案例中,WASH 部

门将其先进管理经验、卫生技术与加纳地区的包括

传统、习俗等在内的地方文化资源相融合,从而获

得了成功.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在推进乡村内生发

展的过程中,应该尊重地方本土文化,着力挖掘本

土文化资本的潜在价值.

３２３　挖掘地方的社会资本

乡村内生发展,离不开乡村社会网络和社会信

任等乡村社会资本的支撑.国际上关于内生发展的

一个普遍经验就是着力挖掘地方本土的社会资本.
奥地利Lesachtal地区的发展就是一个通过挖掘本土

社会资本实现内生发展的成功案例.Lesachtal地区

由于位置偏远,地形复杂,发展动力较弱.为了改

变这一处境,该地区与旅游企业合作,同时与各种

不同的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进行讨论与协商,旨在

寻求共同的发展目标,实现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
在一系列讨论之后,该地区制定了相应的团体规则

与互惠规范,充分激活了社会资本,形成了利益共

同体,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该地区的具体做

法包括:将当地每家酒店的最大床位数量限制在７０
张,通过实施促进传统二层建筑的建筑法规来保护

建筑特色,不提供支持滑雪的技术基础设施 (缆车

等),保护有价值的文化景观等.基于以上规定,该

地区成功发展了旅游业,实现了内生发展[３２].在该

案例中,Lesachtal地区成功实现内生发展的一个关

键条件,就是建立了一系列的互惠规则,构建了地

方利益共同体,挖掘并积累了社会资本,从而有效

激活了地方内生发展动力.

４　推动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路径分析

内生发展视角下资源的内涵及其应用的国际经

验表明,资源和内生发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

系 (图１),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关键就是要合理配

置乡村内外部资源,着力挖掘乡村隐性的内生性资

源的潜力.这无疑为推进中国乡村内生发展提供了

新的视角和思路.当前,如何整合利用乡村内外部

资源,尤其是挖掘乡村人力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

资本的潜在价值,推动乡村内生发展,实现乡村振

兴,这是理论和实践中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本文

—４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6（总 494）

① WASH 是一个由水 (water)、卫生设施 (sanitation)以及

个人卫生 (hygiene)组成的集合词.



认为,赋予地方合理的权力,培育农民的自主性,
制定科学合理的内生性发展规划,统筹利用好内外

部资源,是实现中国乡村内生发展的基本路径和关

键所在.

图１　资源与内生发展之间的关系

４１　合理赋予地方权力

内生发展的先决条件在于权力下放[３２],合理赋

权可以保证地方拥有资源应用的自主性和决策权.
研究表明,新内生发展的基础是通过地方行动者的

网络,建立起本土资源价值的竞争力[３３].通过对众

多国外的内生发展案例分析可以发现,地方行动小

组 (LAG)这一概念经常作为内生发展的行动单元

和关键要素出现.LAG是由公共、民间和私人部门

所组成的伙伴关系,是 LEADER 项目最明显的表

征[３４].LAG拥有地方发展项目的财政决策权[３５],
通过对本土资源的价值进行评估和开发,并鼓励地

方民众积极参与,从而制定发展行动的 “商业计

划”,申请获得 LEADER项目资金[７],有效促进地

方的可持续发展.
推进中国广大乡村地区内生发展,必须合理地

赋权于地方,建立类似 LAG的具有实质性权力的

乡村组织,令其具备制定决策、申请资金、调配资

源等事项的自主权力,也就是说,把部分农业和农

村发展的决策权以及资源配置权从国家转移到乡村

基 层,增 强 地 方 自 主 性,从 而 推 动 乡 村 内 生

发展.　
需要 注 意 的 是,权 力 的 赋 予 不 是 无 限 制 的.

Bosworth等在对英国的 LEADER项目开展评估之

后发现,将自治权完全下放给内生群体实际上可能

会产生反效果.主要原因在于乡村的社会、经济和

政治等往往会受到外部政策方案和评估措施等的影

响[３３],如果权力全部下放给地方,可能会对既有

的制度性权力结构产生冲击,上级无法对地方进行

有效监管,形成狭隘的地方主义,导致地方发展偏

离正轨.

４２　培育农民自主性

农民是农村的主人,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主体力

量.要实现乡村社会内生发展,必须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挖掘农民的人力资本,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

能动性.然而,从目前中国乡村发展现状看,农民

的自主性还比较弱,主动参与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意

愿不足.造成这一现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的

权利缺位.在现行的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农民处

于边缘化位置,在乡村发展进程中的参与权、决策

权和监督权等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基本上是以

“客体”的角色被动地卷入其中.尽管党和政府在农

村一直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尊重和保障

农民的基本权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受

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长期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被

阻隔在乡村权力之外.这种权力的区隔弱化了农民

的主体地位,降低了农民的自主性,也使得以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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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体建立的如农民合作社等互助型组织,难以真

正健康运转并发展壮大,由此导致乡村内生发展动

力严重不足.充分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还权于农

民,增强农民的自主性,是推进乡村内生发展的必

由之路.

４３　科学制定内生发展规划

Ray认为,LEADER项目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关

于参与和创新的定义,而是强调探索性的发现[７].
这就意味着地方的发展不能完全复制已有的经验,
更不能由外部 “给定”某种固定的路径,而应该立

足本地,充分考虑到地方的资源禀赋和各方利益诉

求,积极探寻有利于内生发展的本土路径.为此,
必须做好前期的资源评估和实地调研工作,科学制

定内生发展规划,这是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一个重

要环节.
规划的制定实际上是地方利益群体与国家权

力代表 进 行 协 商 的 一 个 过 程.通 过 制 定 科 学 规

划,构建有利于乡村社会稳定发展的各种公平性

规则,保障各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实现利益的共

享和风险的共担,促进乡村社会各利益主体良性

互动,积累社会资本,在此基础上,合理配置和

有效整合各种发展资源,形成特色的发展模式.
乔杰等在对中国中部贫困山区乡村进行调查研究

发现,科学合理的乡村规划有助于促进乡村的全

面发展[３６].荷兰北部的弗里斯兰省 Vel&Vanla环

境合作社相关实践[３７]表明,发展前的规划制定是

实现乡村内生发展的重要步骤.由此可见,乡村

社会要实现内生发展,必须制定出符合当地实际

的科学规划.

４４　推进乡村内外部资源深度融合

深化农村改革,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

内生发展,一定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内外部资源之

间的关系,既要积极引进利用好外生性资源,又要

坚持以挖掘开发内生性资源为主,做到两种资源深

度融合、协同发力.
在当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要推进

乡村内外部资源的深度融合,必须从３个方面入手:
一是依赖行政手段来推进.把 “自上而下”的发展

战略与 “自下而上”的地方本土发展诉求结合起来,
把政府的政策、技术、管理、资金等各项扶持措施

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结合起来.当前,中

国不少乡村地区缺乏资本、技术和人才,外生性资

源严重不足,迫切需要国家动员各种资源投入到乡

村发展中去[３８].二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主要通过

市场机制来有效配置内外部资源,把外部的资本、
技术、人才等资源引进来,使其与地方本土内生性

资源融合共生.三是借助社会力量,如通过发挥

“两新”组织、志愿者组织和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的

作用和影响,整合内外部资源,增强乡村内生发展

动力,推动乡村内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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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农产品市场的
一般性解释框架

　胡冰川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摘要:绿色革命以来,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展,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约束条件

已经从传统的产出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面对约束条件的变化,商品农业的竞争性技术

进步必然导致农业生产要素需求的下降,其表现为部分农业生产资源的退出或要素价

格的下降.由于要素价格调整存在社会刚性,现实中则是通过农业生产规模的持续扩

张来间接降低要素价格.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生产资源的可扩展性,使得传统意义上

商品农业的规模水平进一步提高,加之全球农产品市场相互作用,市场寡占作为竞争

结果未必带来相应利润,这也与一般社会认识有所不同.本文基于全球农产品市场的

一般性解释框架,最后进行了针对中国农业内嵌于全球农业的政策讨论.
关键词:农产品市场;需求约束;商品农业;要素价格;市场寡占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３

　　从理论上讲,一国的农产品生产效率在大体上

服从比较优势原理,主要反映要素禀赋状况.尽管

实际问题比理论概括更为复杂,但是并没有对理论

构成太大挑战.就农产品而言,一般认为生产要素

为自然资源 (土地、气候等)、农业劳动力、物质资

本、农业科技,除此之外还需要包括相应的法律法

规、政策、社会文化等因素.从案例角度,如果分

离相关因素,独立讨论某 (几)种要素的作用,难

度比较大;如果从经验模型角度,那么很多因素由

于数据缺乏或者口径不一致,往往又难以量化.当

前,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农业生产效率,或者说

成本收益的国别比较实际是比较困难的.面对这一

问题,笔者尝试从结论出发,反向讨论全球农业生

产效率问题,主要为相应研究提供另一种视角.

１　农业成本收益长期处于 “紧平衡”

农业成本收益与农业生产效率存在很大关系,
但是从不同角度看又不尽相同.对某个单一主体而

言,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标志是成本收益状况的优

化,但是从国家角度,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结果往

往是成本收益状况的恶化.开放条件下,农产品市

场接近完全竞争市场,生产竞争的结果是整体效率

提高,由于市场容量限制,从而导致成本收益恶化,
“谷贱伤农”“丰收悖论”与此在逻辑上具有一致性.
这一结论可以通过直观事实获得支撑.

以美国为例,如果按照经济成本核算,１９７５年

以来,小麦、玉米的成本收益率总体平均为负 (图

１).当然,如果不考虑劳动力机会成本、资本折旧、
土地租金这些隐性成本,单纯从简单账面计算来看,
小麦玉米存在一定的现金利润.对比经济成本核算

与简单账面计算的差距,不难发现:美国农业在一

定程度上仍然承载了一部分就业和农业专用资产运

转 (如拖拉机)功能,但是这种承载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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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卷化,而不是可持续性的.

图１　美国小麦、玉米成本收益率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美国农业的经济核算亏损与简单账面盈利的反

差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全球商品农

业都存在的共性问题.中国农业也是如此,从政府

角度,认为只要存在现金收益,那么维持现行农业

生产不仅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稳定农

业就业的需要.从经济理论上看,对于经济核算亏

损与简单账面盈利的问题,只要当期收益能高于当

期平均可变成本,那么生产仍将会进行下去,但是

在实际生产中,这种最低生产形态并不具备长期可

持续性,原因是无法继续更新固定成本.在现实中,
可以观察到,美国农场兼并与农业生产规模不断扩

大,中国农业生产也存在大规模土地流转;与此同

时,所有发达形态的农业生产者都在日渐老龄化.
对于全球农产品市场,其运行机制都具备逻辑一致

性,即存在一般性的解释框架.

２　全球农业产出受制于需求约束

农业成本收益长期处于 “紧平衡”的根源在于

市场供需的紧平衡,传统观念认为市场供需的紧平

衡源于供给的有限性,包括农产品价格长期上涨[１]、

人与食物之间的平衡关系都是具体表现[２].这一观

点实际反映的是生计农业的逻辑.目前来看,该逻

辑在粮食政策领域中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当然这

也和研究视角有关,毕竟认识差异主要来源于全球

农业中的生计农业和商品农业的模式差异.
如果单纯讨论生计农业模式,那么可以沿用供

给约束的逻辑;但是从全球农产品市场发展来看,
随着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那么逻辑起点与解释框

架将会发生本质变化,从生计农业走向商品农业的

模式转变必将越来越明朗,因此逻辑起点和解释框

架必须进行更新,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内容.
在一个现代的全球农产品市场中,真正的市场

供需紧平衡的原因来自需求约束,类似于生产可能

性边界一样,人类的食品需求也存在明确饱和边界,
这与传统的供给决定论的逻辑起点完全不同.对应的

现实是:美国、巴西、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农产品消

费需求早已饱和,中国食品消费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

的快速增长和多元化升级以后也正在接近饱和,低收

入国家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也在不断快速

增长,食物产出对人类的约束作用越来越弱.
市场紧平衡的根源在于需求约束而不是生产约

束,对此可以佐证的事实是:
(１)全球营养不良人口的快速下降.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２００２年以来,全球营养不良人口数量从

１５１亿人降低到１０８亿人,同期全球总人口数量

从６２７亿人增长到７５９亿人.如果基于更长时段的

历史经验,那么在有限的将来,人类将会彻底消灭营

养不良,这完全得益于全球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相

反地,全球营养过剩人口数量在不断增长,根据世界

银行数据,全球５岁以下儿童超重发生率从１９９０年

的４９％增长到２０１９年的５５％,以此可以传证.
(２)农产品价格长期下降.农产品价格长期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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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甚至不是相对下降,而是绝对下降.根据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２０年４
月,农产品价格指数从１００７下跌到９２８,１０年多

的时间跨度,全球农产品价格总体下降了７８％.
从具体产品角度,以小麦为例,１９８０年１月的小麦

价格为每吨１７５６美元,２０２０年３月低点时的小麦

价格为每吨１７０９美元 (图２).显然,农产品价格

长期下降的背景是供给相对过剩,即需求约束而非

产出约束.
(３)全球贸易争端的多数来源是市场过剩.全

球贸易体系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ATT)进化到

WTO以来,主导农业谈判的３大支柱分别是:市场

准入、国内支持和出口竞争.毫无疑问,３大支柱

所隐含的背景是农产品供给相对过剩,而非短缺.
从逻辑上讲,在一个农产品相对短缺或存在供给危

机的世界中,各国不会对农产品出口采取鼓励措施,
也不会对农产品进口设置进口障碍.在国际贸易中,
出口限制对应短缺、进口限制对应过剩,对此,不

妨参考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时,部分国家对农产

品出口进行限制的情景.

图２　全球农产品价格指数与小麦价格

　　注:其中农产品价格是以２０１６年平均数为１００的指数 (右轴);小麦价格为美国堪萨斯１号硬红冬小麦价格 (左轴).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３　农业生产要素的数量与价格调整

在全球农产品受到需求约束的背景下,由于农

业生产效率提升带来的产出增长,使得全球农产品

价格长期下降.更重要之处在于,在需求约束之下,
生产效率的提升是通过降低成本,即资源节约的方

式进行的,其表现为单位产出所消耗的投入要素下

降.这就意味着:在等产量条件下,全球农业要素

资源需求是持续下降的.显然,农产品价格的调整

要比要素价格调整更为灵活,农产品可以通过降价

方式实现市场出清;此时,如果农业要素价格不变,
那么农产品生产成本就会相对提高,农业生产利润

就会下降甚至进入长期亏损.

在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可持

续机制的内生要求莫过于:要么是农业生产的要素

价格下降以适应效率增长,要么是一部分农业生产

要素退出农业生产从而维持既有要素价格水平.在

现实中,名义上降低农业生产的投入要素价格几无

可能,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生产相对成本长期上升,
农业投入产出状况恶化.尽管最低生产水平可以维

持一段时间,但是会因为投入要素无法更新,最终

导致一部分农业生产要素退出农业生产,包括一部

分土地闲置、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转移、一部分农业

投资退出或转移;同期产生的还有农业生产者的老

龄化甚至高龄化.
当然,在现实农业生产中,更多的是另一种情

形:农场的规模化、大规模化和超大规模化.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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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层面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而言,规模化只是通

过迂回方式,以提升规模效率和技术效率来降低平

均要素成本,属于间接地降低要素价格.意即,在

要素名义价格无法调整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效率方

式改进要素配置方式,从而迂回降低要素价格.除

了土地价格的迂回降低之外,对于农业资金而言,
巴西农村信贷系统 (SNCR)不仅便利了农村资金

获取,更有效降低了农业生产中的资金价格,加速

了巴西现代农业的发展[３],这一点也是值得中国借

鉴的重要经验.
纵观美国的农场兼并、中国的土地流转,其根

本原因都在于此.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净进

口国,从国别角度来看,农产品市场平衡条件取决

于农业生产.但是,中国作为农产品市场高度开放

的国家,在一价定律作用下,国内农产品价格大体

与国际农产品商品接轨①,倘若存在较大的差价,那

么势必通过贸易方式予以平衡.如果承认全球与中

国农产品的市场整合,而同时国内要素价格存在较

大差异,那么国内农业生产要么面临成本压力过大

导致要素退出,要么就是流转之后的规模化.

４　农业资源扩展的延伸讨论

上述讨论一直基于现有农业生产资源不变的假

设.而现实情况是,全球农业生产资源仍在不断扩

张.在农业生产资源可扩展的条件下,又涉及商品

农业与生计农业的两种生产模式.简单以谷物耕地

面积为例,按照世界银行公布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

全球谷物耕地面积从６６亿hm２增长到７３亿hm２,
共计增长了７０００万hm２,其中中低收入国家谷物

耕地增加了８３００万hm２,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国家则减少了１８００万hm２.
通过数据变化,不难发现:生计农业模式仍然在

不断扩展农业生产资源,而商品农业模式却更加注重

要素集约化.显然,两种生产模式背后的逻辑并不一

致,主要在于约束条件不同,不同于商品农业的约束

条件是需求,生计农业的约束条件仍然是生产.中低

收入国家满足粮食消费和生存更多地依赖生计农业模

式,由于不以交换为目的,效率竞争机制并不存在,
所以为了平衡食物与人口的关系,往往只能通过扩展

农业资源实现.而 OECD国家早已进化到商品农业模

式,基本都是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生产的可持续,因

此符合农业生产资源退出生产的论断.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现象是,在 OECD国家农业资

源逐步退出的过程中,巴西农业资源快速增长.根据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２０００—２０１７年,巴西谷物耕地

增长了５００万hm２ (图３),增长了２８５％,如果考虑

未纳入官方统计的谷物耕地,实际增长会更大.对于

巴西耕地增长的问题,并不违背前述结论,同时还是

对商品农业模式下要素匹配的现实补充.

图３　巴西谷物耕地面积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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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尽管中国农产品价格体系已经对全球农产品价格体系产生了影响,但是这种相互影响并不排除中国对全球农产品价格的接受.



　　从农业生产资源来看,以耕地资源为例,巴西

农业资源丰富,而且耕作基本采用规模化方式进行,
农业资源的相对宽松使得巴西农业资源的介入生产

的价格相对廉价,这符合要素禀赋原理.随着全球

农产品市场开放和贸易扩展,包括中国农产品进口

增长,拉动了巴西农产品生产,扩张性的需求理论

上会增加生产成本与资源价格,技术进步的偏向往

往会转向产出最大化,而非成本最小化.
然而,巴西耕地潜力巨大,尽管在耕地开垦和

环境保护方面有着比较严格的法律约束,但是仍然

无法阻止耕地增加,原因在于利益驱动和监管不

严.大量新增加农业资源不仅有效抑制了土地价格

的上涨,而且形成了更大范围的规模化经营.新增

土地抑制土地价格上涨与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

给”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这也意味着新增农业资

源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压低了农业生产的要素价

格,导致 市 场 竞 争 国 家 的 农 业 退 出 或 规 模 化

加剧.　
至此,可以对上述分析进行简要小结:在全球

范围内,商业农产品交易面临需求饱和的限制性约

束,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并不完全是自发结果,
很大程度上是市场竞争带来的被动结果.在农业生

产效率提高的背景下,商品农业实际需要的农业资

源在长期相对下降,其必然结果要么是农业资源价

格下调以匹配资源需求,要么是部分农业资源退出.
从全球农业发展来看,对应的两个事实存在于,农

业资源价格下调是通过规模化和资源重组迂回实现

的,或者是发达国家农业生产资源的退出.根据这

一解释性框架,对现有全球农业生产格局可以起到

很好的解释作用,如发达国家休耕补贴等相关农业

政策都可以在此框架下获得解释.
在全球农业的商品模式之外,进一步地讨论包

括生计农业与资源扩展.如果条件放宽,上述框架

依然能够做出很好的解释.农业资源扩张实际上是

恶化了需求约束,加剧了农业资源的价格下降,使

得商品农业的大规模化加剧或者非效率农场的退出

加剧.同样地,尽管前文没有提及生计农业的影响,
与农业资源扩展相一致,当生计农业生产增加,很

大程度上间接强化了全球商品农业的需求约束,宽

松了产出供给,进而降低了农业资源需求,加剧了

农业大规模化或自愿退出.

５　关于农产品消费需求增长

综合之前讨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全球

农产品市场的主要约束来自需求饱和,理由是发达

国家的食物消费饱和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水平

提升.２０２０年以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部分国家采

取了临时性的农产品出口限制措施,也加剧了农产

品进口国的恐慌.供给减少与需求增长实际是同一

个问题,疫情背景下出口限制与农产品市场需求增

长能否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格局? 对此,可以从问

题本身入手:需求增长能否改变全球农产品市场的

主要约束条件,即市场总需求长期超过总供给的可

能性.
这个问题本身不是现代问题,绿色革命之前,

人口与食物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影响人类发展进步的

强约束,至今中低收入国家的生计农业仍然处于这

一阶段,在该阶段农产品供给约束始终居于主导地

位.站在现代视角,全球农产品市场的约束条件从

供给转向需求是发展必然,不妨通过历史视角加以

归纳:
第一,历史上的农产品供给约束主要源于生计

农业在低生产力条件下的劳动力过密与社会封闭.
英国工业革命的同期发生了食物革命,小麦取代了

其他谷物的地位,面包成为人们的主食[４],除了小

麦产出增加之外,关键原因是小麦贸易的大幅度扩

展,专业分工促进了农业生产与产出分配的更高效

率,从而使得农业生产的相对过剩成为可能.由此

可见,农产品的供给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

封闭.
第二,市场开放只是农产品供给约束放宽的必

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工业革命之后的历史时

期,各主要工业化国家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粮食危

机.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直到新千禧年之

前,发达国家的粮食危机大大降低,主要得益于农

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能够看到,在１９世纪９０年

代农业 “机械革命”、２０ 世纪初的农业 “化学革

命”、２０世纪前半叶 “杂交育种革命”之后,发达

国家的农业科技进一步发展,使得农业的产出增长

突破了人口增长的限制,农产品市场中的约束条件

从生产转向需求.
第三,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 WTO 以来,以产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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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离为标志的全球农产品市场逐步形成[５],中国

食物消费快速增长带来农产品进口增长并没有改变

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供给宽松格局,高度专业化的大

豆生产与贸易不仅满足了中国的进口需求,同时也

扩张了全球大豆产能.中国需求增长相当于将农产

品需求可能性边界进行了外扩,过去２０年数据表

明,全球农业生产能够很好地支持中国食物需求的

增长 (图４).
据此,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况,如印度等其他国

家的农产品需求一旦快速增长,全球农业生产完全

可以满足这一增长.毕竟从时间维度来看,全球农

产品市场需求增长是连续而非间断的,供给增长是

完全可以满足的.

图４　大豆进口量

数据来源:历年海关统计年鉴.

６　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

全球农产品市场寡占是普遍现象,始终有部分

观点将农产品市场寡占现象等同于４大粮商,进而

对全球粮食贸易体系进行攻讦.事实上这种观点站

不住脚,除了粮食之外,全球农产品都存在不同程

度的高集中度问题,这一现象姑且称为 “市场寡

占”.从形态上来看,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可以覆

盖农业价值链全部环节,包括生产、收购、贸易、
加工、销售等,在任何一个细分领域都可能会出现

市场寡占.其中涉及的问题比较多,既有政策限制

带来的行政垄断,也有市场竞争之后的自然垄断,
还有种质资源领域的知识产权垄断.

实际上,全球农产品的市场寡占多数原因是自

然垄断,属于市场竞争的结果.从农业生产来看,
由于受到需求约束导致农业生产的规模持续扩张,
本质上是通过迂回方式降低要素价格适应市场.这

一逻辑同样适合用来解释全球农产品市场寡占,如

果不考虑行政垄断和知识产权垄断,由于全球农产

品市场并不存在准入限制,自然垄断型的市场寡占

是具备存在合理性的.
进一步考虑行政垄断带来的市场寡占问题,历

史上加拿大小麦局 (１９３５—２０１５年)、澳大利亚小

麦局 (１９３９—１９９９年)都以法律形式垄断国家小

麦的购销与贸易,其产生的根源是农产品市场的

不稳定与农户自身抗风险能力低下,其运行的目

的在于通过稳定市场来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户

与国家利益,其最终取消则源于外部压力加剧和

内部效率低下[６].可以认为,农产品市场的行政

垄断产生于历史,消亡于历史.在农产品领域,
以法律形式进行国家垄断贸易相对较为极端,但

是以合作 社 方 式 进 行 的 细 分 产 品 寡 占 就 十 分 常

见,本身合作社成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获取某

种市场支配力量,显而易见的是面对现代农产品

市场竞争,相比合作社组织成本而言,其市场地

位日渐式微[７].以新西兰恒天然为例,从垄断奶

源的合作社走向公司化运营的全球企业,足以说

明在农产品领域,依赖市场支配地位攫取超额利

润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之所以如此,包括两方面原因:其一,在传统

的农产品区域市场上,有组织形态的生产商与贸易

商往往容易通过市场寡占获得超额利润,使得生产

经营主体倾向于有组织的市场寡占,但是在全球农

产品贸易的空间范围内,很难再复制区域市场垄断

成功经验;其二,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产品属性与时

空界限日趋模糊,使得垄断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变得

难以维系.
可以通过直观事例进行说明:在当前全球农产

品市场中,如果美国垄断大豆贸易,那么巴西、阿

根廷、俄罗斯的大豆出口也会迅速增加;进一步地,
即使美国垄断了所有的大豆贸易,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的棕榈油出口会形成替代.因此,在全球农

产品市场中,市场寡占将最终回到效率竞争的自然

垄断状态,而自然垄断是竞争结果,并非存在的

问题.

７　对中国的启示与政策讨论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中国迅速从生计农业走向

商品农业,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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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农业经营户２０７４３万户,其中规模农业经

营户３９８万户.如果考虑规模农业经营户的权重,
结合土地流转实际,不难发现中国生计农业模式正

在加速瓦解,商品农业已经成为现有农业生产的主

导形态.作为开放程度很高的国家,全球农产品与

要素市场对国内农业生产的影响日趋显现,其中农

业生产成本的持续增长是表现之一,这也加速了生

计农业的退出与商品农业的进一步规模化.
在此过程中,相应的国内支持主要通过个别

品种的价格支持以维持必要的产出数量,在某种

意义上刺激了国内农业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进

一步拖累了整体农业生产.根据此前分析,随着

全球农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要素价格会持续

相对下降,如果国内要素价格或供给不能做出相

应调整,那 么 农 业 生 产 的 成 本 收 益 状 况 会 持 续

恶化.
除了价格支持和直接补贴之外,从中国粮食安

全的公共政策出发,可以考虑承担更多的生产要素

更新成本,毕竟大规模的要素更新更显效率.例如,
丘陵山区农田宜机化整治,按照每亩３０００元计算

(１亩＝１/１５hm２),６亿亩需要１８万亿元,２０２０—

２０３５年分１５年投资,年均投入１２００亿元.从远期

角度,需要对土地流转等制度设计进行优化更新,
切实降低土地流转成本,提高农业竞争力.

再进一步地,从农业长期发展来看,以专利、
知识产权为手段的要素获利方式将成为主导[８],农

业科技创新以企业为主体已经是社会共识.对于投

入大、回报周期长,涉及政府投入和公共财政的农

业科技而言,迫切需要对现行体制机制进行优化,
除了增加奖补之外,对农业科技分配方式应当建立

必要的竞争和监督机制,例如,对财政投入的科技

资源进行分配权、使用权、评价权的分置改革,提

高监督水平,提升财政投入效率.
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的不断扩张,在需求边界

的约束下,供给侧的市场寡占地位未必是优势地位.
相对而言,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在

某种意义上理应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种利益获

取很难通过对手交易的讨价还价获得,但是可以通

过时空迂回实现.可以考虑构建以农产品贸易为载

体的,面向全球的贸易枢纽网络[９].例如,以昆明

斗南花卉市场为主体,以云南花卉生产和国内花卉

消费为依托,以现代物流体系和交易手段为支撑,
进一步构建覆盖全球的花卉交易市场.中国食物消

费多元性本身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巨大体量的

国内市场为打造全球农产品贸易枢纽网络提供了可

能,除大宗产品之外,其他如水产品、热带农产

品、期货产品等都可以套用,策略在于:如果交易

品种越多,手段越复杂,那么迂回套利空间才会

越大.
随着开放水平不断提高,中国农业已经深刻嵌

入全球农业发展之中,面对大的发展趋势,国内农

业支持政策需要更灵活地调整,以顺应时代发展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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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可持续消费正在成为各国制定消费战略和公共政策的一个聚焦点,也是未来中

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从两个维度构建了一个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

究框架,在此基础上,重点讨论了不同学科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的解释及

其对应的引导策略,说明了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偏好的研究进展,并介绍了选择

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从研究趋势上看,在探讨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多重

动机、理解消费者的决策机制和制定引导策略时,不同学科的融合将越来越受到重

视.而且,在复杂信息系统中研究多重动机的冲突或关联、多元食品标签的价值互补

或替代、多种引导策略的协同效果将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而选择实验方法在解

决这些问题时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
关键词:可持续消费;消费者行为;行为经济学;食品标签;选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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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现行的市场经济体系建立在 “自由选择”和

“消费主权”的信念之上,消费主义文化的蔓延导致

了资源和能源以一种不可持续的方式被过度消费.
而最近的研究表明,过度消费并不能提高个人的幸

福感和人类福祉,反而对社会、经济和生态的可持

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破坏[１].在所有消费领域中,
食品消费在人们的日常消费结构中处于基础性的地

位,根据 Wansink和 Sobal[２]的调查,消费者平均

每天会做出超过２００个与食品有关的决策.然而,
食品消费对环境的影响在所有消费领域中也是最强

的[３].食品消费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贡献了２０％,

与食品相关的物流体系则进一步贡献了１４％[４].过

量的食品消费是导致水资源恶化、土壤退化和生物

多样性破坏等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且,由

过量的食品消费引起的超重与肥胖也对个体健康造

成了严重威胁.一系列的医学研究证实了超重和肥

胖人群患糖尿病、多种心脏疾病、中风、心血管疾

病、哮喘、不育症和部分癌症的风险都显著高于普

通人群[５].超重和肥胖不仅会直接引起医疗支出的

上升,还会因劳动生产率下降而产生间接的经济损

失,而且还会因社会歧视导致工作机会减少和生活

质量下降[６].
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种资源和能源

密集型的食品消费模式被公认为严重地不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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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自从１９９４年奥斯陆峰会提出 “可持续

消费”的概念以来,可持续的食品消费作为其中最

重要的一个领域,其理念和模式逐渐在世界范围内

得到推广并成为主流趋势.中国作为一个庞大的新

兴经济体,资源与能源的紧约束条件意味着中国不

可能沿袭发达国家的食品消费模式,可持续的食品

消费模式是中国在未来发展过程中的必然选择[７].
中国从２００６年起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

排放国,２０１１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９０２０亿t①.其

中,农业碳排放达到９６４亿t,同样位居世界第一②,
肉制品和乳制品的生产是农业碳排放最主要的来源,
动物肠道发酵、粪肥残留和粪肥管理合计为农业碳排

放量贡献了７２％③.与此同时,中国人口超重 (BMI
＞２５)的比率从２００２年的１４７％上升到２０１４年的

３４４％,政府公共健康支出占 GDP的比例从２００２年

的４８％持续增长到２０１３年的５６％④.随着城镇化

的进一步推进,食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使中国对主要

农产品,尤其是肉制品和乳制品的需求量持续增加,
这也意味着食品消费将带来更大的环境压力和公共健

康问题.推动可持续的食品消费将成为缓解和改善一

系列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的关键所在.
由于食品可持续消费在生态环境、公共健康以

及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正外部性,各国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用来推动食品消费行为向可持续模式进行

转变.Reisch等[９]将传统的政策工具分为３类:信

息类工具 (例如,宣传教育和建立食品标签制度)、
市场类工具 (例如,对不健康食品征收额外的消费

税和对可持续的食品生产进行补贴)和管制类工具

(例如,制定食品生产的标准和限制不健康食品的广

告).此外,其他的政策工具还包括对健康食品的公

共采购计划以及来自行为经济学的 “助推”(nudge)
性策略等.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政策工具时需要权衡

管制强度和消费主权.强干预政策虽然可能会更加

“立竿见影”地实现政策目标,但也会因为更高的政

策成本和消费者自由选择权的丧失而造成更大的福

利损失.因此,以食品标签制度为代表的信息类工

具应用最为广泛[９].
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对近年来围绕食品可持续消

费行为的研究进展进行跟踪和梳理,重点说明不同

学科对可持续消费行为动力机制的解释,从而为制

定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并明确后续研究的方向.后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

二节通过一个经验性的框架对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

的研究进行归纳,第三节说明消费者发生食品可持

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第四节介绍行为经济学在

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应用研究进展,第五节梳理

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与需求,第六节介

绍选择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第七节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２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框架

消费过程是社会经济系统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这个系统包含了投资、生产、贸易、分销、消费和

废弃物排放,消费环节对经济、制度、文化和权力

结构都会产生影响[１,１０].可持续消费意味着整个系

统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传统的消费主义文化转变

为一种尊重可持续生活方式的文化[１１],而引导消费

者的行为发生变化既是政策目标,也是学术界的研

究目标.图１描绘了食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研

究框架.
在图１所示的框架中,第一个研究维度是消费

者行为分析中 “动机→偏好→行为”的逻辑顺序.
其中,研究消费者发生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

机制处于基础地位.在微观层面上对可持续消费行

为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是制定相应的食品标签策略

和引导食品消费行为转变的基础.只有把握了不同

动机的强弱和关系,才能据此设计相应的激励机制,
并将其引入政策工具的运用.消费者行为分析是一

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为食品可持续消费

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这些解释不仅

包括了消费者对各种利己动机和利他动机的理性价

值认知,还包括了消费者非理性的思维和决策模式.
对动力机制的把握是制定可持续消费行为引导策略

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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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数 据 来 源 于 世 界 银 行 统 计 数 据 库:http://

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ENATMCO２EPC.
通过计算可知,２０１１年农业碳排放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比

例为１０６９％,高于同年农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９５％的贡献率

(详见 «中国统计年鉴»).
农 业 碳 排 放 的 相 关 数 据 来 源 于 FAO:http://

faostat３faoorg/browse/G１/∗/E.
数 据 来 源 于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统 计 数 据 库:http://

appswhoint/gho/data/nodecountrycountryＧCHN.



图１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一个研究框架

　　如图１所示,在一系列的引导策略中,建立食品

标签制度不仅是一种直接的信息类政策工具,而且是其

他很多引导策略的实施载体,例如,政府对有机食品的

消费者或生产者进行补贴、向消费者宣传推广环境友好

型食品等.“可持续食品标签”反映了消费者发生可持

续消费行为的一部分利己动机或利他动机,因此,消费

者满足不同动机的过程表现为对相应的食品标签产生偏

好,进而购买具有相应标签的食品.也就是说,推动食

品可持续消费行为在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引导消

费者对某些标签食品的购买.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在食

品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就是分析消费者

对各种 “可持续食品标签”(例如,有机认证标签、生

态标签、产地标签等)的认知和需求,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分析消费者对特定标签食品的购买行为,或者评价不

同引导策略的实施效果.
第二个研究维度是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转变

模式.第一种转变模式可以描述为 “质变”,即消费

者由消费普通食品转变为消费 “可持续食品” (susＧ
tainablefood),例如,有机食品、生态食品和短链

食品 (本地食品和当季食品).第二种转变模式则可

以描述为 “量变”,即消费者在适度消费的原则下优

化食品的消费结构和减少食品浪费,这种消费模式

被Reisch[９]称为 “可持续膳食” (sustainablediet),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控制并减少动物制品

(肉制品和乳制品)的消费量①.

如图１所示,两种不同的转变模式分别对应两

类可持续食品标签.两类食品标签的差异在于其价

值内涵有所不同.其中,第一类标签 (包括有机认

证标签、生态标签等)的价值来源于食品内在属性

的提升,例如,有机认证标签意味着食品的安全水

平更高,生产过程更加环保.第二类标签 (包括营

养成分标签和热量标签)则仅具有显示食品内在属

性的信息价值,而食品的内在属性本身并没有变化.
这种差异意味着两种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转变模式具

有不同的福利测度方法[１２].标准价值评估理论中的

“补偿变差”和 “等价变差”都可以被用来分析消费

者对第一类食品标签的边际需求,从而对消费行为

的 “质变”做出福利变化的评估,但这种方法对第

二类标签并不适用.由第二类食品标签提供引起的

福利变化表现为食品消费量的变化而非食品内在属

性的变化,即新信息的提供会通过改变消费者对食

品边际价值的认知来改变食品最优消费量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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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不同膳食结构的碳足迹具有明显差异,其中,消费肉制品和

乳制品的碳排放量显著高于谷物、蔬菜和水果,例如,消费１kg的牛

肉CO２排放量为２７kg,同质量的奶酪为１３５kg,猪肉为１２１kg,而

土豆和大米仅为２９kg和２７kg (Hamerschlag,Venkat,２０１１).
事实上,第一类可持续食品标签也面临着消费量变化的可

能性,例如,消费者由购买普通食品转而购买有机食品以后,可能

会因为固定的食品预算而减少购买量.但绝大多数现有研究并没有

考虑这一问题.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食品支

出在消费者的总支出中所占的比例不断降低,且食品的需求价格弹

性较低,所以可持续食品的溢价不足以明显降低消费量.



３　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力机制

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消费

者对节能环保产品 (例如,新能源汽车、节能灯等)
的购买行为.给定现有的生产技术,大多数节能环

保产品对消费者而言是缺乏经济效率的,因此,消

费者一般不会自发的购买这些产品.也就是说,内

在的动力机制不足以有效推动消费者行为发生改变,
因此,需要施加外在的激励机制来改变消费者行

为[１３].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经济激励通常是可

持续消费行为最主要的动机[１４].由于节能环保产品

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上存在正外部性,因此,对

节能环保产品进行消费补贴便成为了政府推动此类

可持续消费行为的核心政策工具.不同的消费者对

节能环保外部性的价值认知有所差异,补偿标准越

高,经济激励效果越好,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消费

者就越多.
利他主义的环境保护动机是消费者购买节能环

保产品的另一个主要动机.事实上,在有限的财政

补贴约束下,政府对节能环保产品的补贴标准通常

不足以弥补其与普通产品的价差;也就是说,在有

限的补偿下,只有环保意识较强的消费者才会改变

消费决策.因此,从整体上提高公众对环境保护的

认知是推动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

是宣传教育类政策工具的意义所在.根据社会心理

学的研究,个人的价值观念、信仰、社会规范和决

策情景等因素都可能唤醒个人的利他主义行动.例

如,从社会规范来看,来自主要参考对象 (同质消

费群体)的环保消费行为会显著促进个体购买节能

环保产品的行为[１５].从 “信号显示”效应来看,个

体希望通过消费节能环保产品来向其他消费者显示

自己的环保倾向和环保意识[１６].
作为可持续消费问题的一个子领域,可持续的

食品消费行为显然也可以适用上述研究成果.但食

品消费异于非食品消费的一个典型特征是食品会直

接影响到人体健康.因此,食品消费由不可持续模

式向可持续模式的转变过程不仅具有保护生态环境

的外部价值,还有改善人体健康的内部价值,前者

对应于利他主义,后者则对应于利己主义[１７].此

外,基于动物福利层面上的考虑也是很多消费者购

买可持续食品或减少肉制品消费的另一个动机[９].

于是,一个直接的研究问题就是对消费者发生可持

续食品消费行为的多重动力机制进行比较分析.把

握可持续消费行为的主要动机是生产者制定可持续

食品标签营销策略的基础,也是政策制定者选择政

策工具的依据.在此基础上,将消费者依据不同的

动机进行聚类则可以为生产者制定市场细分策略提

供重要参考.
已有很多研究在特定食品和特定消费群体的基

础上,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

的利己动机 (健康促进或食品安全)和利他动机

(生态环境)进行了比较[１８Ｇ１９].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

地区文化背景的不同,这两种动机在不同国家或地

区的消费者中存在明显的差异.例如,Cerjak等[２０]

的研究发现,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消费者购买有

机食品的主要动机是基于健康价值的考虑,其次才

是环境保护.而Bougherara和Combris[１８]通过开展

随机实验发现法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环保与社会价

值的 关 心 才 是 其 购 买 有 机 食 品 的 主 要 动 机.

Thøgersen[２１]通过对欧洲４国 (丹麦、德国、英国

和意大利)的消费者调查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即利

他价值是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主要动机,同时,
该研究还证实了自我理性认知等一系列心理因素会

导致消费者过高地陈述利己动机.Thøgersen等[１９]

的研究发现,中国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积极态度主

要来源于消费者对有机食品健康价值的关心,中国

消费者认为认证和控制体系使有机食品相对于普通

食品更加安全,从而有利于孩子和家人的健康.目

前,虽然国内研究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和购买行为进

行了大量的分析,但尚未见到国内研究对消费者购

买有机食品的多重动机进行量化的比较分析.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不同动力机制之间的关系.

最近的研究表明,经济激励动机与利他主义动机可

能存在矛盾.首先,经济补偿政策会将消费者的购

买节能环保产品时的 “社会规范决策”或 “伦理决

策”直接转变为一个单纯的 “经济决策”,因此,从

总体上来看,小额度的补贴不仅不能促进,反而会

抑制可持续消费[２２].其次,经济激励手段会妨碍消

费者自我暗示为一个环保主义者,也会降低消费者

说服自我购买节能环保产品的动力[１４].另外,对绿

色产品的消费补偿策略还会显著降低 “信号显示”
效应,从而阻碍一部分消费者出于环保声誉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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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行为[１６].
就可持续食品而言,利他主义的环境保护动机

和利己主义的健康动机之间也可能存在关联.虽然

这两种动机来自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但很多可持

续食品标签同时向消费者传达了 “更环保”和 “更
健康”的信息,当消费者可以通过一种食品标签同

时满足两种需求时,环保动机和健康动机就可能会

产生交互关系.例如,同时具有环保动机和健康动

机的消费者可以通过购买有机食品来降低发生可持

续消费行为的交易成本 (包括认知成本和搜寻成本

等),这就意味着两种动机在客观上形成了互补效

果.对多重动机之间的关联进行分析是对可持续食

品标签进行价值定位的基础,而价值定位将直接影

响食品标签的营销策略和宣传策略.

４　行为经济学在可持续消费领域的应用

在理性行为人假设基础上的效用最大化原则是

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分析消费者行为时的基本出发点.
也就是说,如果消费者选择了可持续的消费模式,
那么,一定是因为这种消费模式给消费者带来的效

用高于传统的消费模式.当可持续的食品以更加环

保、更加健康、更加照顾动物福利和更高的价格等

特征出现时,理性决策的原则意味着消费者需要根

据自身消费动机的强弱认真地在食品的特征之间进

行权衡.随着行为经济学对认知心理学的引入,这

个简单的决策框架在近年来不断地受到了挑战[２３].
例如,消费者可能会表现出有限理性,因而背离效

用最大化原则下的 “最优选择”.行为经济学的发展

为政策制定者同时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行为经济学家在解释消费者行为时提出了两个

重要的概念.其一是 “选择框架” (choicearchitecＧ
ture),即消费者所面临的决策情景的设计方式,包

括选项的数量和排列顺序、选项的定义与描述方法、
决策的环境与规则等[２４].标准的经济理论认为消费

者偏好不会受到情景设定的影响,但一系列研究都

证实了消费者偏好并不是提前给定的,选择框架的

设计会对消费者决策的过程和结果都产生重要的影

响.第二个概念是 “自由专制主义”(libertarianpaＧ
ternalism),即在保留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引

导其行为朝着预定的政策目标转变[２５].自由专制主

义主张 “助推” (nudge)性的政策工具,即通过低

成本的、允许自由选择的、温和的政策来设计选择

框架,进而引导消费行为转变,这些政策工具包括

“默认规则”(defaultrules)的设计、信息简化、凸

显信息设计等[２４,２６].
默认规则会显著地影响消费者行为,首先是因

为惰性和拖延心理导致消费者不愿意主动改变默认

的选项,其次是因为禀赋效应的存在令消费者更倾

向于维持现状,另外,损失厌恶导致消费者不愿意

背离默认选项所在的初始参照点.在食品消费领域

的许多研究通过实验方法证实了这一结论.例如,

Just和 Wansink[２７]发现,将健康食品放置在更便利

和更易获得的 “默认”位置可以显著降低消费者对

不健康食品的消费量.运用默认选项将食品提供方

式进行微小的调整就会引起消费者行为发生显著变

化,从而促进公共健康[２８Ｇ２９].尽管助推性的干预已

经被很多政策制定者所采用,但其效果在不同的被

试者或不同的应用背景中具有明显差异[３０Ｇ３１],而现

有研究对助推性策略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尚缺乏足够

的讨论.而且,自由专制主义并非完全保留了消费

者的自由选择权利,政策设计者依据自身规划的福

利目标设计的选择框架并未考虑消费者的建议,因

此,这种来自逻辑外推的政策有效性是否确实提高

了社会福利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证明[３２].
行为经济学接受的另一个事实是消费者具有有

限的认知能力.在有限的认知能力的约束下,消费

者难以实现完全理性的决策,而是会根据 “启发式”
(heuristics)选择某种 “捷径”来简化决策过程.来

自认知心理学的 “二元加工模型” (dualＧprocess
model)揭示了消费者的两种不同的决策机制:一种

决策机制表现为通过深思熟虑和有意识地增加认知

资源投入来实现个体的特定意愿,另一种决策机制

则表现为无意识地减少认知资源投入,从而自发地

完成选择[３３Ｇ３４].消费者采取哪种决策机制取决于其

消费动机的强度、消费者的认知能力及其所能投入

的认知资源、决策情景的信息设计和信息负荷等

因素.
由于 “可持续性”对多数消费者而言并不是食

品最重要的属性,所以仅在第一种决策机制中,消

费者才有可能考虑可持续消费[３５].因此,设计引导

策略的直接目标就是将消费者由第二种决策机制转

变为第一种决策机制.简化信息和设计凸显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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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就可以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从而可以被用来

促进食品的可持续消费行为.例如,图像形式的提

示信息较文字形式更加有效①;直接提示结果的具体

信息较笼统意义上的抽象信息更加有效,这也可以

解释以 “适度消费”为主题的引导策略不如以 “健
康影响”为主题 (例如,直接标注食品的热量)的

引导策略更加有效[３６].
在第二种决策机制中,消费者采取的一种常用

策略是形成消费习惯.习惯性的食品消费在现实生

活中广泛存在.消费习惯具有重复性、自发性和情

景触发性的特征:重复性意味着消费习惯会通过不

断的积累对个体健康和生态环境产生长期影响;自

发性意味着消费者在决策过程中不必投入过多思考,
认知压力可以得到大幅下降;情景触发性意味着购

买行为可以由特定的购物情景或提示线索所触发,
而非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态度和意愿[３７].改变消费

者的固有消费习惯非常困难,因此,如果食品的可

持续性未被消费者优先考虑,试图直接引导消费者

由传统消费模式转向可持续消费模式的策略通常难

以见效.Verplanken等[３８]提出了 “习惯非连续假

说”,即决策情景的变化会使消费习惯出现转折,旧

的消费习惯可能无法适用于新的消费环境,这就为

引导策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许多后续研究都

证实了这一假说,例如,Thøgersen[３９]通过向居民

免费发放公共交通卡的措施来改变居民的出行方式,
实验发现该措施的效果在近期搬迁居所或更换工作

地点的居民中明显优于普通居民.这一假说同样可

以被用于设计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引导策略,例

如,可以考虑将新生儿家庭或近期患病的消费者群

体列为重点的引导对象,向其宣传食品可持续消费

的健康价值.

５　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

食品标签会显著影响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因而

在食品营销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政府也

可以通过食品标签制度达到一定的社会目标.从经

济学的角度来看,食品标签首先具有缓解信息不对

称的功能[１２,４０].Nelson[４１]将食品属性分为３类:搜

寻属性 (消费者在购买前可以观测到的属性,如价

格和颜色)、经验属性 (消费者在购买后的消费体验

过程中可以发现的属性,如味道和口感)和信用属

性 (消费者在购买前和购买后都无法观测到的属性,
如环境影响、营养价值和食品安全).信息不对称的

问题主要集中在食品的信用属性上,“可持续食品标

签”的作用就在于将信用属性转化为搜寻属性,从

而缓解消费者的信息劣势[４２].食品标签的第二个功

能是纠正消费的外部性.个体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

决策会对社会福利造成影响,例如,对生态环境造

成压力、增加公共健康的财政支出等.由于市场类

和管制类的政策工具会减少消费者的选择权从而可

能引起更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所以政府更加青睐

于通过引导性或强制性的食品标签制度来改变消费

者行为,从而矫正消费的外部性.
当食品标签为 “私人物品”时,生产者会根据

消费者行为变化的预期来判断标签信息带来的收益,
从而决定是否主动地进行标识,此类标签通常是为

了说明食品具有某种特殊的功能或属性.在这种情

况下,也就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食品标签

在食品行业中具有 “公共物品”的性质时,政府或

第三方机构会制定标准或规范以供生产者申请认证,
从而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和提高食品标签的经济效

率,此类标签包括 “环境友好食品”和 “有机食品”
等.而当食品标签反映了某种负面信息时,生产者

既不会主动标识,也不会申请认证,此时,政府一

般会强制性地要求生产者进行标识,这类标签包括

热量和脂肪含量等.如图１所示,可持续食品标签

主要属于上述后两种情况.
评价可持续食品标签策略是否有效的基本方法

是成本收益分析.其中,食品标签策略的 “收益”
取决于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认知和信任以及在此基

础上的购买行为.目前,国内外均已有大量的研究

以某一个可持续食品标签为对象分析消费者对食品

标签的认知、信任度、购买意愿或购买行为,其中,
被关注最多的标签包括有机认证标签[４３Ｇ４４]、生态标

签[４５Ｇ４６]和产地标签[４７Ｇ４８].虽然大多数食品属于 “市
场产品”,但食品标签作为食品的一个特征 (搜寻属

性)则属于 “无市场产品”;而且,食品标签所表达

的健康价值、生态环境价值和动物福利价值等也属

于 “无市场产品”.也就是说,研究者通常难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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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策略的一个经典应用就是在香烟外包装上添加 “吸烟有

害健康”的相关警示图片.



真实市场中的食品购买行为或销售数据 (即显示偏

好数据)来获取消费者对食品标签的需求曲线,而

获得需求曲线则是测算食品标签 “收益”(即福利测

度)的前提条件.为此,学术界关注的另一个重要

的研究内容是通过陈述偏好数据来估算消费者对食

品标签的边际支付意愿,据此模拟出需求曲线并测

度由食品标签提供引起的福利变化.大量研究采用

不同的陈述偏好方法分析了消费者对可持续食品标

签的支付意愿.近年来,选择实验方法快速发展并

被研究者广泛应用于食品需求分析,本文将在下一

节简单介绍选择实验的应用研究进展.
目前,食品外包装的标签上所包含的信息类别

与信息内容都有越来越丰富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如

图１所示,与可持续消费行为相关的食品标签包括

有机认证标签、各种生态标签或环境友好标签、产

地标签和各种营养标签等.这就意味着以单一标签

为对象来讨论消费者的认知、行为和支付意愿的研

究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局限性.一方面,随着对认知

心理学的引入,经济学家普遍接受了消费者具有有

限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资源,不可能在每次消费决策

中都按照完全理性的原则考察所有的标签信息[４９Ｇ５０].
因此,对食品标签策略的有效评价需要考虑标签提

供的信息环境和消费者的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不

同的食品标签可能反映了相同或相关的食品信用属

性 (更加环保、更加健康等),这就会引发价值评估

中的 “嵌入效应” (embeddingeffect):将某个食品

标签单独进行评价和作为一组标签中的构成元素之

一进行评价所得到的结果会有所差异.这是因为消

费者发生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机在多种食品标

签中出现了价值重叠或价值互补.
探索不同食品标签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消费者

在多元食品标签提供背景下的决策机制是有效评价

食品标签策略的一个前提条件,也可以为多元标签

策略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近年来,已经有部分研

究开始关注不同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并对其进行了

实证检验.例如,Gao和Schroeder[４２]在分析美国消

费者对牛肉的偏好时,发现 “美国产地认证”标签

对 “嫩牛肉保证”标签具有替代作用,而对 “精牛

肉保证”标签则具有互补作用.Onozaka和 McfadＧ
den[５１]以苹果和番茄为对象分析了一系列可持续食

品标签之间的关系,其中,有机认证标签和进口食

品标签之间存在互补效果,公平贸易标签和碳足迹

标签、进口食品标签之间也存在互补效果,碳足迹

标签和进口食品标签则存在替代效果.Meas等[５２]

以果酱为调查对象,验证了相似的结论:有机认证

标签和本地食品标签之间存在显著的价值重叠,即

替代效果.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吴林海等[５３]以猪肉

为研究对象,发现可追溯信息属性与本地产属性之

间存在替代关系,而与外地产属性则存在互补关系.
尹世久等[５４]以番茄为研究对象,发现可追溯标签与

食品安全认证标签 (有机认证标签、绿色食品标签

和无公害食品标签)和品牌标签都存在互补关系,
而食品安全认证标签和品牌标签之间则存在替代

关系.
但是,现有研究对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关系的探

讨还仅停留在经验性的层面上,因此,其结论在多

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推广尚有待商榷.由于缺乏有效

的理论支撑,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存在相关性或交互

关系的原因尚难以得到有效的解释和验证.事实上,
结合现有行为经济学对消费者有限认知能力的解释,
上述研究验证的替代关系或互补关系并不能严谨地

说明食品标签之间确实存在价值互补或价值替代.
如果特定的食品标签之间被验证出存在稳健的价值

互补或价值替代关系,那么,生产者应该据此设计

“绑定”一组标签的策略或单独的标签策略.但因为

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有限,新提供的标签会导致每个

标签的价值被 “稀释”,这就意味着消费者对食品标

签存在递减的边际认知价值[５５].那么,生产者制定

新的标签策略时就要谨慎地考察所有已存在的标签

信息.

６　选择实验在食品需求分析中的应用

在分析消费者对食品属性 (包括食品标签)的

偏好时,由于显示偏好数据无法观测,研究者需要

通过陈述偏好方法来分析消费者需求.在早期的研

究中,条件价值评估 (contingentvaluation)方法

被广泛用来评价消费者对某种特定食品或食品属性

的支付意愿[５６Ｇ５８].相比之下,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选择实验方法才逐渐被经济学家采用.近十年来,
随着实证模型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计算机运算速度的

大幅提高,选择实验方法在食品需求领域中的应用

研究快速增长,被研究者广泛用来分析消费者对各

—１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6（总 494）



种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
在选择实验的一个选择情景中,被试者需要在

一组虚拟产品或选项之间做出选择,该过程被假设

为满足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每个虚拟产品均由多个

产品属性进行定义,属性取值的差异决定了产品差

异.一个完整的选择实验通常要求被试者在多个选

择情景中连续做出多次决策.依据被试者的决策信

息,研究者可以分析消费者对各个产品属性的偏好,
并可以进一步评估产品属性的边际价值,据此为公

共政策或营销策略的制定提供依据.与条件价值评

估方法相比,选择实验的一个核心优势是其更加符

合真实市场情景的高信息负荷[５９].高信息负荷首先

表现在多属性的实验设计可以使研究者同时对多个

产品属性进行偏好分析,借此把握消费者对多属性

的偏好结构.其次,研究者可以通过多选择情景的

实验设计来获取面板数据,从而更加准确地分析消

费者偏好.选择实验令被试者通过对比属性从而在

产品之间做出选择的决策模式被认为更加逼真地模

拟了真实市场情景,而优于条件价值评估方法要求

被试者直接在评估目标和金钱价值之间进行权衡的

决策模式[６０].
在食品需求领域,研究者采用选择实验方法的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引出消费者对一系列食品属性或

可持续食品标签的偏好或支付意愿,包括有机认证、
产地信息、可追溯信息、转基因、质量安全保证、
动物福利等[６１].基于高信息负荷的优势,选择实验

不仅能够满足研究者单独分析某个食品属性的需要,
还能够对多个属性的偏好进行比较并把握其相关性.
如前文所述,对多元食品标签之间关系的探讨正在

成为食品需求分析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而选

择实验则是研究这一问题的首选方法.具体而言,
在选择试验中讨论多个食品属性的相关性有两种实

验设计思路:第一种思路是设计一个附加交互项的

选择实验,从而通过交互项系数的估计值来判断食

品属性或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系数为正意味着互

补关系,系数为负意味着替代关系[５１Ｇ５３];第二种思

路是设计多组包含不同食品属性的选择实验,通过

组间或组内对比来判断食品标签之间的关系:新标

签的提供导致原标签的边际价值提高意味着互补关

系,反之意味着替代关系[４２,６２].
从实验操作上来看,第一种设计思路需要提前

根据实证模型中引入的交叉项来优化实验设计效率.
尽管产品属性的二维交叉效应仅能解释５％~１５％
的行为变差,但引入交叉项的优化设计方案与仅考

虑主效应的设计方案则存在差别,实验设计时忽略

了交 叉 项 将 会 引 起 设 计 效 率 的 降 低[６３Ｇ６４].例 如,

Meas等[５２]就没有采纳通用的正交设计方案,而是

采用了包含交叉项的全因子设计方案,并通过随机

抽样方法来保证实验设计效率.第二种设计思路虽

然对每一组样本都可以设计一个仅考虑主效应的实

验,但在组间比较时却需要控制不同实验组信息负

荷的差异.因为信息负荷的差异会导致消费者认知

差异和信息处理策略的差异,这可能是导致实验结

果存在组间差异的另一原因.
选择实验的高信息负荷在为研究者提供更大的

分析潜力的同时,也随之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实验结

果效度的问题,而方法效度问题则是陈述偏好方法

在应 用 研 究 中 的 核 心 问 题[５９].许 多 采 用 Monte
Carlo模拟数据的研究证实了实验设计维度 (包括:
属性的数量、属性水平的数量、属性的定义域、产

品选项的数量等)的定义方式会显著影响选择实验

的估计结果[６５Ｇ６６].而且,由于认知能力有限,被试

者在决策过程中可能会根据 “启发式”采取一系列

的信息处理策略用来简化决策过程,而这些策略通

常会违背理性决策假设,从而导致估计偏差[６７Ｇ６９].
因此,为了有效和稳健地识别消费者对多个食品属

性的偏好结构,研究者必须要在实验设计和实证过

程中谨慎地处理由实验设计维度的信息定义和消费

者信息处理策略引起的偏差.
目前,国内农业经济学领域和环境经济学领域

采用选择实验方法的研究基本上都属于应用研究,
尚未见研究关注方法本身的效度问题.从国际上的

研究来看,验证陈述偏好方法在应用研究中存在偏

差以及提供改进方法效度的方案是一项重要的研究

内容,而食品需求分析在应用价值以外还为方法效

度的改进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平台.正如全世文[５９]所

述,虽然现有研究尚未就选择实验方法的效度达成

普遍一致的共识,但现有的很多研究结论已经被应

用研究者广泛采用.例如,为了降低由多个选择情

景引起的 “排序效应”,实验设计者会向被试者提前

披露选择情景的数量,并将选择情景进行随机排序.
又例如,为了降低 “假想偏差”,现有很多研究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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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个附带有结果性承诺的实验设计方案,即要

求被试者为其决策发生真实的支付行为.国内研究

在应用选择实验方法时应当加强对这种实验设计规

范的重视.

７　总结与展望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可持续消费正

在成为各国制定消费战略和公共政策的聚焦点.随

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的推进,食品

消费结构将会进一步升级,传统的食品消费模式必

将带来更严重的生态环境压力和公共健康问题.可

持续的食品消费模式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引导可持续的食品消费行为将会成为越来越重要的

政策着眼点.从学科发展的视角来看,在未来的

１５~２０年后,随着中国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农业经

济学科的研究将会转移到以市场、行业和企业为重

心的食品经济与管理[７０],食品可持续消费必然成为

跨农业经济学、消费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领域

中越来越重要的研究内容.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提

出了一个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框架,并重点

阐述了其动力机制和对应的引导策略.结合本文的

讨论,对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研究应当重视以下

几个研究趋势.
第一,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研究的跨学科融合.

可持续消费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但随着不同学科对消费者行为的理解不断深入和交

融,传统经济学在理性行为人假设基础上分析可持

续消费行为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食品可持续消费

典型地兼具了健康价值和生态环境价值,消费者决

策过程则兼具了理性与非理性机制;不同学科在此

基础上对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动机提供了不同的解释,
并提出了相应的引导策略.标准微观经济理论在利

己消费动机的基础上引出通过征税或补贴的方式来

纠正外部性,达到引导可持续消费行为的目标.环

境心理学聚焦于如何通过引导人们的环境价值观、
态度和认知来激发环境利他主义行动.行为经济学

则关注如何利用消费者的非理性,通过改变选择框

架和 “助推”性策略来引导可持续消费行为.虽然

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存在差异,但是,通过融合多

个学科的理论来探讨食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多重动

力机制正在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其关键则是

对 消 费 者 价 值 观 和 消 费 者 决 策 机 制 的 理 解 和

把握.　
第二,在复杂信息系统中研究食品可持续消费

行为.传统的可持续消费研究通常仅关注一个特定

的研究对象:一种消费动机、一种可持续标签或者

一种引导策略.随着消费者接收越来越大量的消费

信息,这种将研究对象假设为独立信息的研究越来

越不能满足政策制定和学术研究的需要.这一方面

是因为不同的研究对象之间本身存在相关性,另一

方面是因为消费者的认知能力有限,导致其对待一

种研究对象的信息处理策略和同时对待多种研究对

象时存在差异.因此,将消费者置于独立信息情景

中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是缺乏效度的.近年来的研究

越来越重视在复杂信息系统或情景中来开展可持续

消费领域的研究:分析多重动机之间的冲突或关联、
验证多元食品标签之间的互补或替代关系、检验多

种引导策略之间的协同效果等.与此同时,这种情

景设定模式也为研究消费者在复杂信息条件下的决

策机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第三,以选择实验为代表的新方法的广泛应用.

经济学家在采用传统的陈述偏好方法对消费者进行

调查时通常需要对问题情景进行抽象和简化,但消

费者面临的现实市场情景则是一个复杂信息系统.
选择实验方法在近年来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

传统方法相比选择实验可以更好地模拟消费者在真

实市场情景中的决策.选择实验代表了允许复杂信

息系统设计的新方法,其高信息负荷的实验设计为

开展多个目标对象 (多重消费动机、多元食品标签、
多种引导策略)的应用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国内

农业经济学和资源环境经济学对选择实验的应用研

究尚在起步阶段,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在包括食

品可持续消费行为的诸多研究领域,采用选择实验

方法的应用研究将越来越多.但是,高信息负荷的

实验设计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实验结果效度的

问题.加强实验设计的规范和检验实验结果的效度

应当成为今后国内研究应用选择实验方法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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