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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研究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猪肉、牛肉、羊肉和禽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动方向是

否有益于中国肉类产品长期稳定进口,在测算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

数的基础上,通过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进一步分析了中国肉类进

口市场结构变动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牛肉、羊肉和禽肉的进口来源高度集中;
猪肉、牛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但猪肉和牛肉进口市场结构的优化过程

较不稳定,羊肉的进口市场结构呈现恶化趋势;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分解结果表明,金

融危机以前进口市场结构因素促进了中国肉类进口增长,金融危机以后的进口市场结

构因素则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与更多新兴国家建立

贸易伙伴关系进而调整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适当收购国外牧场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结构优化;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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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与经济全球化不断撕

裂的背景下,仍在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

事件所引发的隔离与封锁,将进一步扰乱全球经济.
中国是肉类消费大国,更是肉类进口大国,在消费

结构升级以及城镇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维持肉

类产品进口将是今后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而面

对进口环境的巨大不确定性,肉类产品进口也将因

此而面临更加多元的风险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此

背景下,重新审视肉类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是否有

利于中国肉类的长期稳定进口,对保障中国肉类供

给具有现实意义.
梳理已有研究发现,关于中国肉类贸易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全部或具

体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已有研究发现中国畜产

品、羊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基本不具有竞争力[１Ｇ２],

但在山羊肉出口上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３],中国猪

肉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４],且猪肉质量、
本国肉类企业加工能力及国外非关税壁垒影响了猪

肉产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５].二是研究中国肉类产

品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已有研究从需求、结构和

竞争力的角度分别分析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出口波动

的影响因素,认为中国肉类产品出口增加主要是由

于世界对中国肉类需求增长[６];国际肉类产品更具

竞争优势、进口结构优化和国际市场供给快速增长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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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促进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重要因素[７].也有

部分研究对中国和具体市场肉类产品贸易进行了研

究,澳大利亚畜产品进口需求增长和中国畜产品竞

争力提升是推动中国对澳大利亚畜产品出口增长的

主要原因[８],促进中国肉类对日本出口增长的主要

因素是中国肉类产品综合竞争力的提高[９].三是关

于肉类进口需求弹性的研究.已有研究分析了各主

要进口来源国在中国进口市场的竞争关系以及中国

对各进口肉类品种的需求偏好差异[１０],并将中国

猪肉、牛肉及羊肉产品的生产、消费及贸易情况进

行比较,构建出口产出弹性指标评价中国猪肉进口

来源国的市场可依赖程度[１１Ｇ１２].此外,还有研究发

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

定» (CNFTA)的签订显著拉动了中国牛羊肉进

口[１３].综合来看,已有关于中国肉类贸易的研究

主要分析中国肉类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或肉类产品贸

易波动的原因,且多集中于出口市场,关于进口市

场研究较少,并且在肉类产品贸易波动原因的影响

因素的分解中并没有把市场结构因素分离出来.然

而,在中国国内肉类产品需求持续增长、生产日益

受到资源限制的矛盾下,不仅要考虑进口肉类产品

来弥补国内生产和需求的缺口,还必须考虑贸易流

向和变化趋势,以保证肉类的长期稳定进口来源.
此外,要判断一个国家的产品进口市场结构是否合

理,不能仅看进口市场是否分散、是否均匀,更要

看该国的进口市场结构是否与世界的出口市场结构

相匹配.
基于此,本文运用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

匹配性指数３个指标,对中国各肉类进口的来源布

局及其变化程度与变化方向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与

探讨,并运用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恒定市场份额

模型分析了市场结构等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

贡献率,以期为制定肉类产品进口贸易政策提供参

考依据.

１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１１　研究方法

鉴于单项指标对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析较为片面,
不能准确评价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情况.因

此,本文选取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

指数综合评价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

１１１　分散度指数

分散度指数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 (卫志民,

２０１１)的倒数,反映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程度,计算

公式为:

ENt ＝１/HHIt ＝１/∑
n

i＝１s
２
i,t (１)

式中,si,t为第t期i国对进口对象国出口额在i

国出口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且si,t ＝Xi,t/∑Xi,t ,

Xi,t为第t期i国对进口国的出口额,∑Xi,t 为第t

期i国的总出口额.下角标i表示进口来源国,t表

示时期,n 表示进口来源国的个数,下文同.ENt为

第t期分散度指数,取值范围为 (１,＋∞),EN 的

值随着进口来源国的增多及进口来源国所占市场份

额的趋向平均而增大.

１１２　结构变化指数

结构变化指数又称劳伦斯指数 (Sapir,１９９６),
反映不同时期各国在一国进口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

化情况,本文用结构变化指数来衡量中国肉类产品

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情况,并表示如下:

ILt ＝
１
２∑

n

i＝１ si,t－si,t－１ (２)

式中,ILt表示第t期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情况,
取值范围为 [０,１],数值越大表示进口市场结构变

动幅度越大.

１１３　匹配性指数

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合理的进口市场结构应该

是从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进口更多的产品.为了衡

量中国肉类产品的进口市场结构是否与世界农产品

的出口市场结构相匹配,本文用各进口来源国的市

场份额与各自比较优势的皮尔逊积矩相关系数来衡

量进口市场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匹配程度,其计算公

式为:

γt ＝ ∑
n

i＝１ Xi,t－Xt( ) Yi,t－Yt( )

∑
n

i＝１ Xi,t－Xt( ) ∑
n

i＝１ Yi,t－Yt( )

(３)

式中,Yi,t表示第t期i国各肉类产品的比较优

势,Yi,t ＝ Xi,t－Mi,t( )/Xi,t ＋Mi,t( ) ,Mi,t 为

第t期i国从进口对象国的进口额,X和 Y分别为变

量X和 Y的平均值.γ 的取值范围是 [－１,１].两

个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γ 的绝对值正相关.如果两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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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间的相关性增加,说明进口市场结构得到优化;
反之,意味着进口市场结构逐渐恶化.

１２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

恒定 市 场 份 额 模 型 (CMS 模 型 ) 最 初 由

Tyszynski提出[１４],后来 Leamer和Stern、Jepma、

Milana对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扩展[１５Ｇ１７].传统的CMS
模型假定,在一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维持不变的情

况下,其在世界市场中的出口份额不会发生改变.
本文在传统的CMS模型的基础上,对 CMS模型重

新构造,分离出市场结构效应,一方面从整体角度

进一步探究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与世界出口

市场的匹配程度,另一方面探究中国肉类进口市场

结构的效应.

ΔM ＝S０×ΔW１＋ ∑m
j＝１S０

j×ΔW１
j－S０×ΔW１[ ]

＋ ∑n
i＝１∑m

j＝１S０
i,j×ΔW１

i,j－∑m
j＝１S０

j×ΔW１
j[ ]

＋∑n
i＝１∑m

j＝１ΔS１
i,j×W０

i,j

＋∑n
i＝１∑m

j＝１ΔS１
i,j×ΔW１

i,j (４)
式中,ΔM 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的变动,ΔW

为世界肉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动,ΔWj为世界第j 类

肉类产品出口额的变动,ΔWi,j为i国第j类肉类产

品出口额的变动,S 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占世界

肉类产品出口额的比重,Sj为中国第j 类肉类产品

进口额占世界第j类肉类产品出口额的比重,Si,j为

中国第j类肉类产品进口额占i国第j类肉类产品出

口额的比重,０为基期年份,１为末期年份;Δ为末

期与基期的变化量.根据上述模型,一国实际进口

增长被分解为５个部分,即供给增长效应、市场结

构效应、商品结构效应、竞争力效应以及二阶效应.
其中,供给增长效应表示由于世界肉类产品出口供

应总体增加引起的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市场结

构效应表示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市场结构与出口供

给增长较快市场是否更为匹配引起的进口变动,商

品结构效应表示中国进口的肉类产品与世界市场出

口增长较快的肉类商品是否更为匹配引起的进口变

动,竞争力效应表示由世界市场肉类产品出口竞争

力引起的肉类产品进口额变动,二阶效应表示由中

国肉类产品进口规模和世界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共

同作用引起的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的变动.

１３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目前,已有研究对肉类产品有不同的界定范围,
本文主要根据田聪颖等对肉类产品的定义[１０],将

«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 (简称 HS)
中第２章第１节、第２节、第３节、第４节和第７节

(分 别 对 应 HS０２０１、HS０２０２、HS０２０３、HS０２０４、

HS０２０７)的所有产品定义为肉类产品.本文样本期为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相关贸易数据来源于 UNCOMTRADE
数据库.

２　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空间结构分析

２１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构成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猪肉进口市场发生了较大的

变化 (表１).１９９２年中国猪肉进口总额为３１６万

美元,主要来自德国和美国,自两国的进口额分别

占当年进口总额的６０４７％和２７８８％;２００８年,美

国成为中国猪肉第一进口来源国,占当年猪肉进口

总额的５９７２％;近年来,随着德国、西班牙和丹

麦增加的猪肉产出越来越倾向于出口,对中国的猪

肉出口量激增,迅速抢占了美国在中国猪肉进口市

场的市场份额,２０１８年,中国自德国、西班牙和丹

麦猪肉进口额分别占中国猪肉进口总额的１８９０％、

１８５６％和６７７％,而２０１８年自美国进口猪肉所占

市场份额仅为６２４％.此外,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

多的允许合法使用瘦肉精作为猪饲料添加剂的国家,
不符合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随着中国消费者对美

国猪肉认可度的降低,也是美国猪肉在中国进口市

场的份额出现大幅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牛肉进口来源国方面,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

美国、加拿大、乌拉圭、新西兰、巴西和阿根廷等

牛肉出口大国.１９９２年中国牛肉进口主要集中在澳

大利亚、美国和新西兰,自３国牛肉进口额占当年

中国牛肉进口总额的８０４０％;２０１８年,巴西、澳

大利亚和阿根廷分别为中国排名前３的牛肉进口来

源国,自３国牛肉进口额占当年中国牛肉进口总额

的６８８９％.随着中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澳大

利亚等国的优质牛肉快速进入中国市场,但纵向来

看,中国自澳大利亚进口的牛肉占比有所减少,截

至２０１８年,占比为２０７９％.相比于澳大利亚,新

西兰的牛肉产量较低,但是出口到中国的牛肉价格

低廉,所以,近年来中国自新西兰进口牛肉额呈波

动上升趋势,２０１８年,中国从新西兰进口牛肉５２８
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的１１００％.巴西、阿根

廷作为全球主要的牛肉产销国,具有较大的出口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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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中国自２０１０年开始从阿根廷进口牛肉,并且进

口规模不断扩大,２０１８年中国自阿根廷牛肉进口额上

升至７８７亿美元,占当年进口总额达到１６３９％.作

为世界主要牛肉生产大国的巴西,自２０１５年中方解

除对其的牛肉进口禁令以来,次年即成为中国牛肉进

口的第一来源地,占中国２０１６年牛肉进口总额的

３０４２％;２０１８年,中国从巴西进口牛肉１５２２亿美

元,占牛肉进口总额的３１７１％,巴西已有逐步取代

澳大利亚成为中国牛肉第一大进口来源国的趋势.
中国的羊肉进口主要来源于新西兰、澳大利亚

和乌拉圭,其中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进口的羊肉占

羊肉进口总额的９０％以上.新西兰一直以来都是中

国最重要的羊肉进口来源国,自新西兰进口羊肉在

中国羊肉总进口额中占比超过６０％,近年来,随着

国内羊肉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国内外羊肉价格倒挂,
在国内羊肉需求大幅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与澳大利

亚、乌拉圭等国家的羊肉进口贸易水平得到进一步

提升.纵向来看,虽然中国自新西兰进口的羊肉占

羊肉进口总额的比例在样本初期呈下降趋势,但随

着CNFTA生效,极大地降低了中国从新西兰进口

羊肉的关税税率,自２０１１年起,中国自新西兰进口

羊肉有逐步恢复的趋势.２０１８年,自新西兰的羊肉

进口贸易额占比上升到６１８４％.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中

国自澳大利亚进口额增速较慢,从０３０亿美元增加

到１５４亿美元;２０１３年进口额则激增到３７７亿美

元,占羊肉进口总额的３９４８％;２０１５年中国与澳

大利亚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国内羊肉供需矛

盾缓解,从澳大利亚的羊肉进口额反而从２０１５年的

２１３亿美元下降至２０１６年的１７４亿美元,之后从

澳大利亚进口羊肉增多,至２０１８年,进口额为４７９
亿美元,占比为３６５８％.

中国禽肉进口来源国一直较为集中,主要从阿

根 廷、 巴 西、 美 国、 泰 国、 波 兰 和 智 利 进 口.

１９９２—２００９年美国 为 中 国 禽 肉 进 口 第 一 来 源 国,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巴西替代美国成为中国禽肉进口第一

来源国.纵向来看,样本期内中国自美国进口份额

不断减少,自巴西进口份额不断增加,自阿根廷进

口份额近几年稳定在１０％左右.具体来看,由于中

美贸易关系趋紧,截至２０１８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禽

肉仅为１６２万美元,所占市场份额仅为０００１％,
而从巴西进 口 ９３１ 亿 美 元,所 占 市 场 份 额 高 达

８１６７％,自阿根廷进口１０４亿美元,所占市场份

额为９１６％.

表１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肉类产品主要进口市场及其进口比例

单位:％

品类 市场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平均

猪肉

巴西 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７９ ６０５ ５０７ １５３０ １３７

加拿大 ０００ ５１４８ １９４３ ３８８３ １１９７ １０３７ １００４ １２３２ １２０２ ２３０８

丹麦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６４ ２１５９ １３４７ １０３７ １０４７ ８１９ ６７７ １１３１

法国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２５ ０００ １３６９ ５３０ ５９２ ５２２ ５０８ ４６８

德国 ６０４７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００ １９５９ ２０８７ １７６８ １８９０ ８０８

西班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４ １２１２ １６３０ １９８１ １８５６ ５４９

美国 ２７８８ １２１３ １７０２ ３９４５ ５９７２ ３２９１ １２８３ １２８６ ６２４ ２６０８

牛肉

阿根廷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１ ９０７ １２０８ １６３９ ２１３

澳大利亚 ４０３４ ６３０６ ５４２８ ８４９２ ７９８４ ５１００ ２２２５ ２１４９ ２０７９ ５４５５

巴西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５７ ０８０ １４６３ ３０４２ ２８４６ ３１７１ ６６６

加拿大 ００３ ０１４ ２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３２ ３５５ ２５９ １４３ １４５

新西兰 １１４８ ９５４ ６１２ ８７７ １５５ １０２４ １３０７ １２５４ １１００ ８４５

乌拉圭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７６８ １９４０ ２０８７ ２０９１ １５７７ ９７６

美国 ２８５７ ２２６１ ３７０７ ０６７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８２ １３２ １４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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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品类 市场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６年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平均

羊肉

澳大利亚 ２５４６ １９４７ １１１０ ３０２３ ３６４９ ３６５４ ３０３６ ３６８１ ３６５８ ２８２９

新西兰 ３５３５ ７５３８ ８８２９ ６９７０ ６３０６ ６１９３ ６８０４ ６１４２ ６１８４ ６６４９

乌拉圭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５ １５２ ０８６ １１６ １００ ０７６

美国 １１９５ ０３８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５６

智利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６９ ０６０ ０５８ ００８

禽肉

阿根廷 ０４８ ０２６ ２１９ ２３９２ ２２０８ ８６７ ８３９ １０９９ ９１６ ７０４

巴西 １８３ １１１ ００２ ３４７４ ００１ ５７３９ ８１４２ ８４９３ ８１６７ ２９６９

智利 ０００ ００８ １３０ ０００ ２１３ ４６０ ７３７ ３７２ ４３２ １９５

波兰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２１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４６ ２８１ ０３５ ０１１ ０３８

泰国 ２７６ ０５３ ２３９ ０１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４６３ ０９３

美国 ５６３２ ８７９５ ７７７３ ４０７３ ７４５４ ２８３９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５２２８

　　注:表中平均值指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平均值.
资料来源:根据 UNCOMTRADE数据库数据计算所得,表２、表３同.

２２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指数分析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肉类进口市场分散度指数、
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如表２所示.中国猪肉

进口来源比较分散,且进口市场结构变动总体较大,
进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均值高达０３０,为肉类品种

结构变化最大品类.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猪肉产品

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匹配性指数分别由

２２１和００５上升为７８９和０６５,表明中国猪肉进

口市场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都有所增强.１９９２—

２０１５年,中国猪肉进口处于持续增长时期.该时期

中国猪肉产品结构变化指数呈锯齿形,进口市场结

构变化较剧烈,同时,中国猪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

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整体有所增强.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中国猪肉进口处于下降阶段,中国猪肉产品进

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较小,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程

度有所提高,分散度指数从７０２上升至７８９,而进

口市场结构的匹配性指数从０２７上升至０６５,表明

出口市场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和优化程度也在提高.
此外,中国猪肉进口市场匹配性指数整体上处于波

动上升趋势,这表明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

趋势与世界猪肉比较优势的变化更加吻合,二者的

匹配程度随着中国猪肉进口市场结构的改善而进一

步显现.
中国牛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匹

配性指数分别由３７５和０５２上升为４８１和０５４,
表明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的分散程度、匹配程度都有

所增强.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

幅度平均值为００９,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幅度整体

上表现出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匹配性指数看,
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牛肉比较优

势的相关系数平均值高达０５４,为匹配性指数最高

的肉类品种,说明中国牛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与

世界牛肉比较优势的变动方向基本一致.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很

小,进口市场比较稳定.除了少数年份外,羊肉进

口市场结构变化指数均小于０１０.样本期内,中国

羊肉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分散度指数由４２８下降为

１９４,表明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的分散程度有所减弱,
羊肉进口市场结构匹配性指数整体来看由０７６下降

为０３２,呈现出先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并且表现出

较大的波动性,说明中国羊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

与世界羊肉比较优势的关系较不稳定,总体上背离

世界羊肉比较优势变化的方向.近年来,中国羊肉

市场整体需求旺盛、国内供给能力相对不足,贸易

自由化快速发展使国际市场质优价廉的羊肉大量涌

入国内,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内羊肉供求的平衡,
羊肉主要进口伙伴国的集聚趋势进一步加强.同时

新西兰、澳大利亚作为中国羊肉进口的最主要伙伴

国,中国与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也对中国肉羊等草

食性畜牧产业造成较大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国际

市场的供需及价格波动等因素很容易传导到国内,
对国内市场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加大了国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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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的风险.如遇到国外市场因气候或政策等原因

导致羊肉产量下降、价格攀升等情况,会导致国内

羊肉价格面临上涨等供应危机.
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变化和分散度指数总

体呈现出波动下降趋势,分别由０１４和２９７下

降至００５和１４７.说明随着中国对巴西、阿根

廷等国 家 禽 肉 进 口 的 增 加,进 口 市 场 更 加 多 元

化,降低了进口风险.从匹配性指数来看,中国

禽肉进口市场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禽肉的比较优

势在所有年份均为正相关关系,１９９２—２００３年,
相关系数为０２~０３,２００３年之后,所有年份

均高于０４,整体表现为波动上升趋势,说明虽

然近几年中国禽肉进口主要集中在巴西,但中国

禽肉进口市场结构的变化符合世界禽肉比较优势

的变化,且随着中国禽肉进口市场结构的不断调

整,两者的匹配程度得到提升.

表２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肉类进口市场结构评价指数

品类 指标 １９９２年 １９９３年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１年 ２００５年 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猪肉

分散度指数 ２２１ １３２ １３７ ３６ １９８ ４６４ ７２６ ８１８ ７８９
结构变化指数 — ０５７ ０１８ ０３７ ０３ ０４５ ０１５ ００８ ０１２
匹配性指数 ００５ －０４８ ０２７ ０３６ ０４ ０６８ ００８ ０５７ ０６５

牛肉

分散度指数 ３７５ ４０７ １４６ ２１１ １０５ ２７９ ２５８ ４９５ ４８１
结构变化指数 － ００９ ０２１ ００６ ０１２ ０３１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０９
匹配性指数 ０５２ ０４４ ０４７ ０２２ ０７７ ０７８ ０４５ ０６４ ０５４

羊肉

分散度指数 ４２８ ２９１ １１６ １４７ １８９ ２ ２０８ １９５ １９４
结构变化指数 － ０２２ ０１７ ００９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５ ００７ ０
匹配性指数 ０７６ ０９２ ０４１ ０７９ ０５４ ０６６ －０９１ ０４ ０３２

禽肉

分散度指数 ２９７ ２０４ ２４８ １５７ ２２９ １３９ ２４４ １３６ １４７
结构变化指数 － ０１４ ０２９ 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１４ ０１４ ００６ ００５
匹配性指数 ０２２ ０２４ ０３５ ０１９ ０５１ ０３９ ０５３ ０３９ ０３３

３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效应分析

本文通过CMS模型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长

分解为５个部分,即需求增长效应、市场结构效应、
商品结构效应、竞争效应和二阶效应、进而计算进口

市场结构和其他因素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

率.考虑到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肉类产品贸易的影

响,并综合中国肉类产品进出口额变化趋势,本文将

研究时期划分为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缓慢上升、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下降、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快速上升３个阶段.为了便于

计算,本文把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市场分为澳大利亚、
法国、西班牙、巴西、阿根廷、智利、加拿大、乌拉

圭、新西兰、丹麦、德国、波兰、美国、泰国１４个

市场以及其他市场.表３为CMS模型计算结果.

表３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计算结果

指标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绝对额 (亿美元) 贡献率 (％) 绝对额 (亿美元) 贡献率 (％) 绝对额 (亿美元) 贡献率 (％)

进口额变化 １１０７ １００００ －４３１ －１００００ ７９１０ １００００
供给增长效应 １２１ １０９３ ７１１ １６４９７ ４５７ ５７８
商品结构效应 ０９５ ８５８ ００６ １３９ －１０２ －１２９
市场结构效应 １６７ １５０９ －０８５ －１９７２ －２６７ －３３８
竞争力效应 １８２ １６４４ －７９０ －１８３２９ ５６１６ ７１００
二阶效应 ５４２ ４８９６ －２７３ －６３３４ ２２０６ ２７８９

　　３１　供给因素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 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年供给增长效应均为正值 (表３),说明世界肉类产

品供给增长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加有促进作用.
具体来看,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供给增长效应拉动中国

肉类产品进口额增加１２１亿美元,对进口增长的贡

献率为１０９３％;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供给增长效应促

进当期中国肉类进口额增加７１１亿美元,贡献率大

幅上涨至１６４９７％,成为促进出口增长的主导因

素;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增长效应的贡献有所下降,带

动进口额增加４５７亿美元,贡献率为５７８％.总体

来看,中国对国际市场肉类产品的依赖不断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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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供给的增长有效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

增加.

３２　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包括商品结构因素和市场结构因素两

部分.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有所优化的

肉类产品进口结构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的增加,
分别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增长０９５亿美元和

００６亿美元,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率分

别为８５８％和１３９％.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商品结构因

素抑制了进口的增长,使中国肉类产品进口额减少

１０２亿美元,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率为

－１２９％,说明中国肉类产品进口更多地集中在世

界出口增长较慢的产品上,与世界肉类出口增长方

向背离.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市场结构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

的贡献发生较大的阶段性转变.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市

场结构效应贡献率为１５０９％,拉动中国肉类产品

进口增长了１６７亿美元,表明进口市场结构有所优

化,促进了中国肉类产品进口.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市场结构效应贡献率转变为负值,
对出口增长的影响是消极的,分别因出口市场结构

影响而导致中国肉类产品出口下降了０８５亿美元和

２６７ 亿 美 元,是 当 期 肉 类 产 品 出 口 增 长 额 的

－１９７２％和－３３８％,表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

球经济持续陷入低迷,进口市场结构有所恶化,进口

市场结构因素严重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

３３　竞争力因素

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世界市场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

对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的贡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竞争力效应的贡献率为 １６４４％,
带动中国肉类进口增加了１８２亿美元,说明国外肉

类产品竞争力有明显优势.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竞争力

效应 使 进 口 减 少 ７９ 亿 美 元, 且 贡 献 率 为 －
１８３２９％,为限制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主要力量,
说明主要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肉类产品进口规

模不断减少的同时,世界肉类产品出口竞争力也在

持续下降,对中国肉类产品的进口产生抑制作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竞争力效应转负为正,推动中国肉

类进口增加了５６１６亿美元,贡献率高达７１００％.
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国内人工成本与饲料成本

的快速上涨,国内外肉类产品价格差距不断拉大;

另一方面,随着中新自贸区的建立、乌拉圭合约的

签订,减弱了中国对国外肉类产品的贸易壁垒,国

外肉类产品凭借其竞争力优势迅速进入中国市场.
综上分析,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加、商品结构

优化、市场结构优化和市场竞争力上升均为促进

１９９２—２００７年 中 国 肉 类 产 品 进 口 增 加 的 原 因.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市场竞争力下降和出口市场分布不

合理超出了世界出口供给及商品结构的优化的作用,
导致肉类产品进口的贸易额下降;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
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肉类进口的限制作用逐步

减少,最终转变为促进作用,使肉类产品进口出现

回升之势.

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１８年中国肉类进口的年度数

据,通过分散度指数、结构变化指数和匹配性指数,
对中国肉类的进口市场结构变动程度及变动方向进

行了测算,并用分离出市场结构因素的CMS模型分

析了市场结构等因素对中国肉类进口增长的影响,
得出以下结论和启示.

４１　研究结论

第一,中国牛肉、羊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高度

集中;猪肉、牛肉和禽肉的进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
与世界市场的供求状况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方向一致,
但猪肉和牛肉进口市场结构优化过程并不稳定;羊

肉进口市场结构恶化,与世界市场的供求状况和比

较优势的变化方向相悖.
第二,从匹配性指数看,禽肉和羊肉进口市场

结构与各进口来源国比较优势的匹配度仍然处于较

低水平,表明禽肉和羊肉的进口市场结构还有较大

的优化潜力.
第三,金融危机以前进口市场结构因素促进了

中国肉类进口增长,金融危机以后进口市场结构因

素则制约着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其中,１９９２—

２００７年市场结构效应拉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增长了

１６７亿美元,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导致

中国肉类产品出口分别下降了０８５亿美元和２６７
亿美元.

第四,２００８—２００９ 年,世 界 肉 类 产 品 供 给 增

长,然而在出口竞争力以及进口市场结构的影响下,
中国肉类产品进口减少了４３１亿美元;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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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虽然进口商品结构、进口市场结构分别使中国

肉类产品进口减少１０２亿美元和２６７亿美元,但

得益于世界肉类产品供给增加,中国肉类产品进口

增加７９１０亿美元.

４２　政策启示

一方面,中国应该把肉类产品进口市场结构的

问题提升至战略高度,避免过度依赖一个或少数国

家,尤其要实施牛肉、羊肉和禽肉进口市场多元化

战略,避免市场过于集中导致价格和市场波动风险.
中国肉类产品尤其是羊肉进口应积极根据各进口来

源国比较优势的变化及时对进口市场结构做出调整.
可以通过降关税,积极开拓新的进口渠道,适度扩

大对新兴肉类出口市场的进口规模,如借助 “一带

一路”倡议,利用地理优势,扩大诸如中亚、东盟

等出口肉类产品的发展中国家的肉类产品进口规模.
同时要鼓励和支持中粮等大型企业收购国外牧场,
从源头上保障肉类产品进口供应.此外,要建立健

全中国肉类产品进口质量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强

化肉类产品进口环节的控制,实现对肉类产品实施

“从产地到餐桌”的全程监控,满足居民对肉类产品

质量安全的要求.
另一方面,从国际市场可获得性来看,短期国

际市场可以有效地满足国内肉类市场的需求,但是

从长期来看这个巨大的缺口难以通过国际市场加以

解决,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安全事件所引发

的部分国家限制出口的大环境下,采取积极政策保

障中国肉类产品安全供给,并科学利用国外资源是

政府需要重视的肉类产品产业发展问题.因此政府

应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畜牧业的规模化、
标准化养殖;引导和鼓励发展形式多样、渠道多样

的畜牧业保险,增强畜牧业抵御市场风险、疫病风

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同时应充分利用中国的资金

与技术优势,大力发展国内肉类深加工业,根据中

国的实际情况,积极制定肉类产品的品质、加工性

能、包装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标准,建立健全各级

检验检疫制度,尤其要强化饲料、屠宰、加工等环

节的质量安全监管,提升肉类品质,为产业发展注

入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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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意大利在２０１９年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

备忘录,为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双边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文采用实地调研、
扎根理论等方法,得出以下结论:中意农业在产品特征、政策支持、生产经营和科技

创新等方面各具优势,在食品安全、产业发展、品牌建设、可持续问题等方面均存在

薄弱环节;除农产品贸易、农业科技交流外, “一带一路”背景下两国未来的重点合

作领域还有农业发展政策合作、农业产业链互补、农业经营模式互鉴等;双方合作的

难点和障碍主要体现在客观国情差异、国际贸易壁垒、合作机制建设、双方合作意愿

等.建议加强中意官方与民间的沟通交流,创造农业合作的主观条件;推进基础设施

和投资平台建设,配套农业合作的客观条件;识别三种不同合作类型,采取有针对性

的支持措施.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意关系;农业合作;扎根理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１２００２

１　引言

意大利是仅次于法国的欧洲第二大农业生产国,
中国是除欧盟国家外,意大利的第五大农产品贸易

伙伴,中意两国农业经济具有高度互补性,合作前

景广阔[１].２０１７年５月,中意两国签署了强化双边

农业战略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农产品双边贸易总额

较２０１０ 年 同 比 增 长 ５３５％,年 均 增 幅 达 ７４％.

２０１９年３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意大利共和国关

于加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公报»正式公布,
第四条明确指出 “双方对两国农产品贸易持续增长

表示满意”.同年,两国签署了政府间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正

式加入 “一带一路”的 G７国家,为中国与欧盟国

家在农业领域的合作带来新机遇.
随着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学术界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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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欧盟国家的农业合作日渐关注,普遍认为中欧农

业合作主要体现在贸易和科技两个方面,并集中于

探讨上述两方面合作的现状、成果和趋势.李秀梅、
孙致陆和李先德运用多项指数衡量了中国Ｇ欧盟农产

品贸易互补性和竞争性,分析了双方农产品的比较

优势,得出 “欧盟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

产品,而高附加值农产品则是未来出口方向”的结

论[２Ｇ３].张熠等、吴圣和梁丹辉认为中欧在引入先进

理念技术、建立交流平台、扩大机构联系等方面的

农业科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也存在期限较

短、项目分散、经费额度小等问题[４Ｇ５].就中国与意

大利的农业合作而言,已有研究大多聚焦意大利的

农业发展,仅有少量研究介绍了中意农业在可持续

发展方面的合作模式.黄延信、张曼婕和张亚峰等

认为意大利农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机农业、
旅游农业发展态势良好,产品附加值高,但也面临

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等方面的制约[６Ｇ８].Gullino等

介绍了２０００年以来形成的学术机构、公共研究部

门、私 人 企 业 三 位 一 体 的 中 意 农 业 合 作 项

目[９Ｇ１０]———如IMELS (ItalianMinistryfortheEnviＧ
ronment Land and Sea )、 SEPA (State
Environment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ofChina)
等,认为国际农业合作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９Ｇ１２].
总的来看,第一,目前研究聚焦中欧农业科技、

农产品贸易和农业可持续合作,对于 «中欧合作

２０２０战略规划»提到的 “有机农业和食品安全、城

乡统筹发展、建立环境友好型农业模式、保障农产

品质量安全政策、法规及规定”等方面农业合作的

探讨尚显不足[１３].第二,具体到中意两国,已有研

究大多强调农业合作的新机遇,却忽视了可能存在

的深层次障碍.因此,有必要在细致梳理和对比中

意农业发展比较优势和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识别除

了中欧合作层面上普遍开展的农业经贸、科技及环

保合作外,中意农业在食品安全、绿色有机、经营

模式和产业发展等潜在合作方向,并指出客观国情

差异、国际贸易壁垒等根源性障碍.第三,目前的

研究多是从统计数据和二手资料出发,缺乏中意

“一带一路”与农业合作研究一手的实地走访调研资

料以及科学的理论基础和严谨的方法支持.
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上,全面分析中意农业发

展各自的比较优势和存在问题,探讨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意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及现存困境,将有

利于提升中意农业对接合作的针对性,推动农业资

源跨国高效配置,进而为实现中国农业 “走出去”
战略和 “一带一路”倡议在区域层面实现农业经贸

对接合作提供政策参考.

２　研究方法

２１　资料来源

一手资料.２０１９ 年,中国人民大学 “一带一

路”调研团队于意大利开展实地走访,听取意大利

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 (简称LUISS大学)国际关

系、农业合作和食品安全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主题

讲座,获取官方农业发展信息和统计数据;开展中

意农业合作主题调研,选择中意两国专家学者、意

大利市民和从业者、华人华侨和中国进出口行业工

作人员等具有代表性的５个群体 (共计２０人),进

行深度访谈,获取民间对于中意农业合作的看法.
二手资料.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我国农业

发展统计公报» «国家统计局关于２０１８年粮食产量

的公告»和中国商务部欧洲司等官方机构的公开

信息.

２２　研究方法

采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归纳中意两国农业

发展的比较优势和互补空间,识别 “一带一路”背

景下中意农业合作的方向和存在问题.

２３　扎根理论分析过程

扎根理论 (TheGroundedTheory)最早由GlaＧ
ser和Strauss (１９６７)提出,与以演绎推理为逻辑

的定量研究不同,该理论不是从已有的成熟理论出

发,预设研究假设,进行证伪分析,而是让研究者

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主观假定,植根于实际观察的

结果,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描述、逻辑梳理,以归纳

推理的逻辑建构理论.
由于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意农业合作重点领

域和难点分析的已有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扎实的研

究基础和普遍认可的理论观点,研究问题难以量化,
属于 “探索性研究”和 “因素识别”的范畴,尤其

适用扎根理论进行研究[１４Ｇ１５].因此,本研究进行了

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结合 Nvivo１１０质性分析

软件和人工分析整理两种方式,通过 “开放编码、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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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轴编码、选择编码”三个步骤,对访谈逐字稿进

行编码、归类、分析,逐步提炼核心主题,分析过

程如下.
第一,开放编码.开放编码是基于原始资料,

通过研究者自身的主动抽象,根据概念的属性和面

向,提取出相对独立、信息完整的语句单元,从中

将相 近 概 念 进 行 整 理 合 并,形 成 范 畴 化 概 念 的

过程[１５].
第二,主轴编码.在开放编码的基础上,主轴

编码是一个统整与精炼类别的过程,将在开放编码

中被分割的资料,重新聚集、连接起来,从而实现

逻辑的重组[１６].本研究运用 Nvivo１１０的类属编码

功能,将上述得到的概念范畴进一步归类.
第三,选择编码.选择编码是指概括出核心范

畴,构建出概念框架.通过系统地将不同类属建立

起联系,验证其内在逻辑关系,并将概念化尚未发

展完备的范畴补充完整的过程[１６].本研究中有２６
个 “中国农业的优势与困境”相关的范畴化概念、

２４个 “意大利农业的优势与困境”和３５个 “中意

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与存在困难”相关概念 (表

１).在统整与精炼类别之后,归纳为７个方面的

“中国农业的优势与困境”、７个方面的 “意大利农业

的优势与困境”、５个 “中意农业合作重点领域”和

４点 “中意农业合作存在困难”(表２).

表１　概念提取过程

序号 原始语句 概念

１
　 makelongＧterm plans;be well organized in so many
differentregions

　中国政府有长期农业发展计划、区域规划

２
　badcountryoforiginimageintermsofbadreputationfornot
protectingenvironment

　中国农业品牌声誉不佳、环境污染问题

３
　safetyregulations&foodsafetyactors;onlineplatformsto
getlicenseofproduction

　意大利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健全、主体多元

４
　意大 利 品 牌 与 竞 争 对 手 的 产 品 相 比,其 溢 价 可 以 达 到

２５％~３０％
　意大利品牌效应

５
　the exchange of good practices of managing,different
partnersofcultivation,improvementofmarketing

　中意在经营管理、培育农产可以互相交流

６
　意大利小企业在华处境艰难,价格没什么竞争力,没有形成

合作模式
　中小企业缺乏价格优势

 　 　

表２　范畴发展与质性编码过程

主题 概念化 (开放编码) 范畴化 (开放编码) 主轴编码 选择编码

中国农业优势

　地大物博,政府有长期农业发展计

划,保护小农政策,水利体系发达,劳

动力相对充足,规模经营产量大,农业

支付、包装、运输等技术创新

　东方物产品类多,惠农

政策健全,农业基础设施

健全,生产效率高,经营

方式和农业科技创新

　多样化,惠农政策,基

础设施,集约生产,生产

要素,农业转型

　１农产品特征优势

　２农业政策支持优势

　３农业生产要素优势

　４农业科技创新优势

中国农业困境

　农药残留;过度使用化肥;顾客不信

任;过分依赖进口,无法自给自足;无

法自产设备;年轻劳动力不想务农;环

境污染和退化问题严重

　农药化肥,环境污染,
食品安全,消费者印象,
进口依赖型农业,年轻劳

动 力 进 城, 机 械 化 水

平

　生产培植方式不科学,
食品安全监管缺失,顾客

信 任 危 机, 劳 动 力 短

缺

　１食品安全问题

　２品牌建设难题

　３持续发展困境

意大利农业优势

　地中海代表性农业,生物多样性,有

特色传统饮食文化,划定优质法定产

区,DOC体系,食品安全监管主体

多元,机械化生产加工技术,利基市

场,农业生产和社区生活、历史.文化

与地理景观结合

　追求品质,品类丰富,
饮食文化传承,优质食品

等级体系,机械化,发展

利基市场,经营模式多样

化和产业化且具有创新精

神,市场忠诚度高

　绿色有机,饮食文化,
监管体系,机械化,利基

市场,家族企业优势,品

牌效应

　１农产品特征优势

　２公共部门支持优势

　３农业科技创新优势

　４农业经营模式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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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主题 概念化 (开放编码) 范畴化 (开放编码) 主轴编码 选择编码

意大利农业劣势

　劳动力不足,人工成本过高,农业重

要性认识不足;耕地不足,生产规模太

小;气候变化大;发展纲领性不足;假

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

　劳动力数量、成本;农

业意识问题;气候变化影

响农业;多山地少平原;
生产 分 散、难 成 规 模 经

济

　农 业 劳 动 力、资 源 环

境、企业生产规模、仿冒

产品等问题

　１持续发展困境

　２农业产业发展矛盾

　３品牌建设难题

中意农业合作

重点领域

　中国蔬菜水果与地中海特色产品的进

出口;中欧气候变暖环保问题合作;保

存、包装科技创新和食品加工销售比较

优势;双方人员交流;物种引进和培

育;农作物管理培养交流

　进出口贸易;共同应对

全球农业持续发展问题;
双方科技人员交流;培育

和管理方式交流

　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食

品生产加工销售合作;营

销 模 式 和 农 业 品 种 交

流

　１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２农业发展政策合作

　３农业产业链互补

　４农业科技创新互学

　５农业经营模式互鉴

中意农业合作

存在困难

　中意商业文化差异大;中国农产品难

以通过意食品标准;意公司专利、先进

农业技术得不到保护;意国消费者对中

国产品信任度不高

　自然文化条件差异;食

品标准和监管体系差距;
合作模式未形成;市场信

任度低

　食品安全问题;绿色壁

垒问题;技术监管机制;
品知名度低

　１客观国情差异

　２国际贸易壁垒

　３合作机制建设

　４意方合作意愿

第四,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理论饱和度检验

是指在不获取额外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某一

个范畴特征,以作为停止采样的鉴定标准[１７].本文

的理论饱和度检验结果显示,模型中的范畴已发展

得足够丰富,对于中意农业发展的优势、困境和中

意农业合作的方向和挑战等几大范畴均没有发现新

的范畴和关系,主范畴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

因子.

３中意农业发展对比分析

３１　中意农业发展的优势比较

３１１　农产品特征优势

意大利农产品以质量取胜、重视绿色有机,多

样化的地理条件有利于葡萄酒、橄榄油、火腿和奶

酪等种类丰富的优质 “地中海”农产品产出.相比

之下,中国则是重要的粮食生产国,具有东方特色

的农业产品在西方大受欢迎.
具体而言,一方面,绿色经济是意大利国家经

济发展战略,多方协作保证了农产品的上乘品质

(图１),“转基因生物的种植受到严格禁止,有机、
绿色食品是意大利民众的消费主流”①.意大利拥

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有机食品加工企业,欧盟食品

安全管理局的检验结果显示,意大利农产品的化学

残留仅０３％,比世界其他国家低几十倍.另一方

面,意大利南北狭长的领土上５６％的土地属于农

业用地,“地中海气候和优越的土地条件为农业种

植提供了充足的光照、水源,不同地区地形、气候

迥异,使意大利各区域区域农产特色鲜明,为生物

多样性提供了条件,且形成了经久不衰的品牌效

应”.

图１　意大利农产品优质的相关因素

资料来源:Donato,２０１９[１８].

而在中国,一方面由于杂交水稻的发明推广,
中央密集出台且不断加大惠农政策的力度,水稻、
小麦等粮食生产能力稳定提升.２０１８年,中国划定

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９３亿亩

(１亩＝１/１５hm２),全国水稻、小麦和大豆等粮食总

产量为１３１５８亿斤 (１斤＝０５kg) (表３),基本解

决了１４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另一方面, “茶叶、蚕

丝、枸杞、冬虫夏草等具有中国农业特色的农产品,
不仅具有较高的附加值,也作为高档的产品在海外

市场大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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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１８年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

品类
全年产量

(万t/m３)
主要农产品

全年产量

(万t/m３)

粮食 ６５７８９ 谷物

稻谷 ２１２１３

小麦 １３１４３

玉米 ２５７３３

棉花 　 ６１０ — —

油料 ３４３９ — —

糖料 １１９７６ — —

茶叶 ２６１ — —

猪牛羊禽肉 　８５１７

猪肉 ５４０４

牛肉 ６４４

羊肉 ４７５

禽肉 １９９４

禽蛋 　３１２８ — —

牛奶 ３０７５ — —

水产品 　６４６９
养殖水产 ５０１８

捕捞水产 １４５１

木材 　８４３２ — —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８年我国农业发展统计公报».

３１２　农业政策/公共部门支持优势

意大利政府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和资金供给方

面对农业发展予以极大支持.而中国政府历来重视

农业发展,具有强调长期计划和区域规划、日益重

视农业可持续发展、对于小农补贴力度较大、对于

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较大四方面的政策优势.
第一,意大利政府对农产品实行全程监控,统

一由 “竞争政策、农业食品质量及渔业”部门对生

产、加工、流通到最终消费者等各个环节进行统筹

管理.第二,“政府要求食品生产商建立内部监管系

统,这一系统与国家应急管理部门联网互通,实时

动态更新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紧急机制对存

在风险作出应对”.第三,意大利的食品安全监管标

准远高于欧盟,这提高了以 “MadeinItaly”为标

志的产品质量,打造了 “MadeinItaly”的强势品

牌.第四,“意大利公共部门对特定农产品领域提供

充分的资金支持,公私伙伴关系 (PublicＧ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的发展给中小农产品企业

提供了发展机会”.当然,欧盟政策工具 (如地理标

志GI)对意大利的农产品附加值和农村发展也产生

了积极影响[１９].

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历年发布的中央１号文

件把 “三农”问题置于发展首位,并将中国区域农

业结构分为沿海和经济发达区、粮棉主产区、大城

市郊区与生态脆弱区,给予差异化的支持政策.“十
三五规划”和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０年)»对于农业现代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

标和发展要求做出了阐释.同时,包括粮食直补、
地力保护补贴、良种补贴等农业支持总量和主要农

产品补贴水平大幅提高,惠农金融等相关政策体系

逐步完善[２０Ｇ２１].目前,中国拥有相对发达的农田水

利基础设施建设和 “农产品物流园区”等现代化物

流体系,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

３１３　农业生产经营优势

意大利中小型 “家族企业”的经营模式和 “产
业化思维”极大助力了农产品发展.而与发达国家

相比,中国农业劳动力红利尚存,拥有大面积连片

土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带来的市场利润空间较大.
一方面,意大利农业和食品领域的中小企业占

比９９９％以上,其中家庭作坊的占比最高 (７１％)
(图２).家族企业重视品质及传承性的特征,使其

专注于打造过硬的商标和品牌.１９９６—２０１５年,意

大利中型家族企业营业额市场份额占比从１２％增加

到１８％,增 加 劳 动 力 就 业 岗 位 ３０％,出 口 增 长

１０％①.“与竞争国家的产品 (如俄罗斯、法国)相

比,意大利品牌效应带来的溢价可以达到２５％~
３０％”[１８].另一方面,意大利农业中小企业的规模

不大,能及时调整生产,适应市场变化,注重开拓

利基市场,提高利润率、拓宽销路,也能够提供精

准化和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此外,现有大约１１５
万家专门从事 “绿色农业旅游”的管理企业,通过

创新将农业与生态旅游业相结合,在出售产品的同

时,使顾客体验意式生活理念.意大利还实现了一

二三产业的互融互动,把农业种植、有机食品、休

闲餐饮、观光旅游甚至技术研发等产业有机结合,
使得农业传统的种植生产和加工食用功能更新迭代

成为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消费综合体,发挥出了产业

价值的乘数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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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意大利食品业与农业从业者构成

资料来源:Donato,２０１９[１８].

截至２０１８年年底,中国乡村常住人口为５６４
亿人,尽管农业的劳动力红利不会持续太久,但目

前按照官方的统计,中国劳动力占比２８％,保守估

计仍有１８％,与发达国家只有３％、４％的平均比例

相比,依然十分充足,且成本较低[２２].此外,中国

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土地连片,为农业的适度规

模经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随着土地流转的持续推

进,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大户、龙头

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竞相发展.

３１４　农业科技创新优势

意大利在农业机械 (高度机械化,擅长根据客

户要求定制产品方案)和食品加工的科技创新 (加
工链、储藏、保鲜技术)领先世界.中国则在智慧

农业、包装、运输和支付等相关领域进行了农业技

术创新,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由２０１２年的５３５％提

高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７５％.
具体来看,一方面,意大利是农机制造大国,

其种植业,畜牧业均已全部实现高水平机械化生产

和工厂化饲养.目前,意大利共有农机生产企业

２０００多家,已成为全球卷盘式喷灌机制造企业的集

聚地[２３].另一方面,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业是排名仅

次于机械制造业的意大利第二大产业部门,加工销

售成为投入和创造产值和就业市场的最重要环节,
整个体系产值超过２６００亿欧元[１８].

中国农业得益于阿里巴巴农村淘宝等电商推动,
农业发展逐渐与互联网＋、物联网和区块链相结合,
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成果引领智慧农业项

目.与此同时,在良种、生产、加工、储运、保鲜、

包装、营销、科技等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具体的技术

创新层出不穷.例如,当前中国的数字移动支付领先世

界,在广大农村的普及提升了农业交易的安全保障.

３２　中意农业发展的劣势比较

３２１　农业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一大

严峻挑战.其原因是农业发展尚处转轨时期,部分

从业者缺乏社会责任,食品质量监管环节相对薄弱,
农产品培植方式科学性欠佳,化学物质残留较多.
具体而言,由微生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引发的食物

中毒事件、有害化学污染物质残留导致的食品安全

问题、滥用食品添加剂引发的污染问题、违法生产

经营给食品卫生带来风险等问题均困扰着国内外消

费者.此外,目前中国食品安全保障法律体系尚待

完善,多头管理的行政模式面临协调组织难、沟通

难、合作难等问题.

３２２　农业产业发展矛盾

在市场和经营领域,意大利农业面临产业发展

难题.大量家庭作坊规模小且分散,加之国家 “农
业发展规划”不到位,难以形成具备规模优势的体

系化的产业链.由于小微企业的历史传统经营模式,
农业生产者生产量有限且分散,土地细碎化且地价

高昂 (平均土地价格约２万欧元/hm２,北部山区则

因为耕地有限,高出平均价格数倍,都灵地区高达

４０万~１００万欧元/hm２)①,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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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成本和价格长期居高不下.与此同时,“政府

缺乏纲领性的政策文件对农产品生产者进行整合,
商户间缺乏有效的连接,无形中降低了意大利农产

品出口规模与国际竞争力”.尽管中小企业是意大利

经济高速发展的关键因素,但近年来其生存环境愈

发严峻.

３２３　农业持续发展困境

如何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两国共同面对的

困境之一.青年人口缺乏从事农业的意愿、土地资

源分散化和细碎化、全球气候变化等因素导致了意

大利农业面临持续发展的困境.由于后备土地资源

不足、土壤退化严重、年轻劳动力流失严重、农业

对外依赖性过强、机械化程度不高等因素,农业可

持续发展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大挑战[９].
具体来看,第一,“意大利越来越少的青年人口

愿意投身于农业领域工作,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
农场主大都抱怨很难找到合格的农业工人从事机械

所无可替代的甄选、管理工作”[１８].截至２０１０年,
意大利的农业劳动力中小于３５岁的青年人口只占

５１％,而 ６４ 岁 以 上 的 老 年 人 口 占 比 达 到

３７２％[１８].此外,意大利劳动力成本所占比例偏高

(粮食作物为２０％~２５％,水果为４５％~５０％),挤

占了利润空间[２４].第二,意大利地形以丘陵为主,

３０hm２ 以上的农场仅占耕地总数的２７４％,全国农

场平均规模为７万hm２[１８].囿于有限的耕作空间和

土地细碎化的地理特征,小规模化经营使得单位产

品的固定成本偏高.第三,近年来,“意大利农业与

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深受气候变化的影响”.２０１８
年,意大利干旱高温持续,至少有１０个大区向农业

部申报受灾,农业损失超２０亿欧元[１８].
就中国而言,第一,早期的森林砍伐、围湖造

田等活动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盐碱化和沙漠

化.在当前工业化、城镇化的背景下农地不断转化

为建设用地,使得中国后备耕地不足,开发难度

大[２５].第二,由于农村劳动力加快向城市转移、
人工成本不断攀升、农地大量抛荒,２０１７年,中

国粮食进口总量达到１３亿t,成为全球最大的粮

食进口国.第三,虽然中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

化率超过６７％,但机械的普及应用程度、技术质

量水平和生产供应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小

差距.

３２４　农业品牌建设难题

中国的食品安全和环境污染问题对品牌打造和

国际声誉影响恶劣,国内外消费者对 “MadeinChiＧ
na”的农产品出现信任危机.尽管 “MadeinItaly”
为意大利品牌带来了极大溢价,但层出不穷的假冒

伪劣产品扰乱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严重损害了意大

利品牌的信誉与收益.
意大利面临品牌建立之后的维护工作.官方数

据显示,全球范围内的意大利食品的营业额约６００
亿欧元/年 (１６５亿欧元/天),大约是意大利国家

统计 食 品 出 口 统 计 数 据 (３００ 亿 欧 元/年)的 两

倍[１８].由此可见,国际市场上带有 “MadeinItaly”
标识的产品大多是他国生产的假冒伪劣产品,这不

仅抢占优质产品的市场份额,更损害了意大利本土

品牌的声誉,进而扰乱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相比于中国制造业多年稳居世界第一,农业却

并非中国的优势产业. “毒奶粉” “瘦肉精”和 “地
沟油”等事件的曝光,使得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受

到全世界消费者关注,短期内难以建立起良好的企

业形象和诚信的品牌体系,消除国内外消费者心中

负面标签和安全顾虑更是道阻且长.

４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意农业合作的重点

领域与面临问题

４１　中意农业合作的重点领域

４１１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

中意两国在地中海和东亚地区在农产品的产量、
品类等方面各有优势,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对高

质量食品的追求,和意大利消费者对中国农产品批

量和特色农产品体验的需求,使得两国的农产品贸

易有较大的合作空间.具体来看,中国出口意大利

的番茄酱罐头达２４９５９５t (同期比５９４)、１８９１３
万美元 (同期比７９３),位列中国出口前三①.除对

中国农产品的批量化需求外,意大利消费者也对充

满神秘色彩的东方食物具有很强的体验欲望和需求,
豆腐、生姜、柚子、茶叶和花椒等产品已经融入意

大利人民的生活.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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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奶酪、橄榄油、葡萄酒等优质产品迎合了中国消

费升级的需求.据数据显示,２０１８年,意大利对华

农副产品出口额达４３９亿欧元,较过去十年增长了

两倍多 (２５４％)② ,葡萄酒、奶酪是出口中国市场

的第一和第二大消费品[２６].

４１２　农业发展政策合作

意大利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领跑全球,中

国农业的发展则得益于宏观调控和惠农政策的支持,
两国共同面临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气候变化等世

界难题,亟须合作实现全球治理[１１,２７].具体来看,
意大利的农产品监管体系内外配合、全程监控,形

成了全方位、多维度的监督规制,中国可以在食品

安全监管体系上向意大利取经.中国农业的发展是

五年规划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着清晰的目标和

有力的支持体系. «全国农业现代性规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指出,“更好发挥政府在政策引导、宏观调

控、支持保护、公共服务等方面作用,建立主体活

力迸发、管理顺畅高效、制度保障完备的现代管理

机制”,面临农业分散经营困境的意大利可以学习农

业治理的中国方案.此外,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

国家与农业大国,中国正面临经济快速发展所带来

的各种环境挑战,意大利则面临气候变化引起的危

机,共同应对环保难题是政企、产学合作关键.

４１３　农业产业链互补

中国在农产品运输模式和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上

步伐加快,意大利在食品加工销售环节则相对成熟,
两国在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优势互补性

极大.具体来看,２００９年,中国 «物流业调整和振

兴规划»的发布,助力了农业物流在技术创新、实

际投产和推广应用方面的全面飞跃[２８].如何借鉴中

国农产品物流模式,借力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

设 (如中意合作建设和运营的瓦多港)促进进出口

农产品的运输和保存,值得意方引起重视.而意大

利在优质水稻育种、优质水果品种选育、高附加值

低污染水产养殖、鲟鱼与珍珠贝人工养殖等方面极

具优势,先进的加工环节更是意大利农产品高附加

值的关键①.未来,产品培育、加工销售、储存运输

等环节是中意两国优势互补的重要领域.

４１４　农业科技创新互学

中国走在全球数字移动支付和智慧农业的前列,
而意大利在农业机械创新、制造和推广方面处于优

势地位.具体来看,一方面,智慧农业和移动支付

在中国农业农村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

用,中国人民银行曾规划２０２０年实现 “移动支付等

新兴支付方式在农村地区的普及应用”[２９].建议意

大利吸纳中国在农业移动支付和电商平台建设方面

的经验[２６],加强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

的推广.另一方面,机电产品是意大利对中国出口

的主要商品,２０１８年机械设备出口４７２亿美元,
增长５４％[１８].未来,中国不仅可以继续引进意方

先进的农业机械,提高生产效率,还可以学习其农

业机械科技创新的有效模式,引进相关人才助力本

土机械创新的发展.

４１５　农业经营模式互鉴

意大利农业发展与其软实力建设 (饮食文化、
品牌效应、新型农业)息息相关,而 “中国为满足

大规模人口的粮食需求,在集约生产和规模经营方

面经验颇丰”,值得两国互相借鉴.具体来看,意大

利强大的农业优势源于悠久的历史传承、对质量标

准的严格追求和农业企业家的创新思维.例如,米

兰葡萄酒周成功实现了葡萄酒、时尚和商业的碰撞;
发展绿色旅游农业则是对现代化新型农业的开发,
充分挖掘了农业的多功能性,上述经营模式和思维

理念是中国农业从业者可以进行学习思考的.中国

的集约、节约的适度规模经营模式同样可以为意大

利农业转型提供启发和支持.

４２　中意农业合作面临问题

４２１　客观国情差异

中意两国分处亚欧大陆两端,在自然环境和

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客观差异.第一,由于

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农业植株在移植和引进的过程

中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第二,奶酪等意大利日常

食品因饮食习惯差异在进入中国市场初期遇到困难.
目前,中国人均奶酪年消费量不足０１kg,远低于

２６kg的全球水平[３０].大部分绿色有机商品不具备

价格优势,中国普通消费者并非目标市场主体.第

三,中国特色产品吸引的意大利消费者大多是抱着

尝试的心理,顾客忠诚度不够.第四,两国大型跨

国企业之间、批发零售商与消费者之间、工作人员

—９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12（总 500）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欧洲司意大利优势产业 [EB/OL]．
(２０１７Ｇ０７Ｇ２１)[２０１９Ｇ０８Ｇ０８]http://searchmofcomgovcn/swb



之间,由于价值观、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的差异不

可避免地产生文化冲突[２６],比如罗马的中国超市老

板认为 “中国人勤劳上进,意大利人散漫自由,往

往会在约定商谈时间、契约内容时产生矛盾”.

４２２　国际贸易壁垒

中意在加深农业贸易合作的路途上面临国际贸

易壁垒,尤其是绿色壁垒和技术壁垒.一方面,中

国农产品的质量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差距, “Made
inChina”被不少国外消费者诟病,尤其是 “农产品

往往因为达不到意大利严苛的质量标准和环保要求

而无法出口,给意大利消费者留下了关于中国厂商

和中国产品的负面印象”.另一方面,国际贸易保护

主义重新抬头,以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

护等为主的新贸易壁垒不断冲击着中国的对外贸易.
意大利作为欧盟成员国之一,在对外贸易政策上长

期与欧盟保持一致,倘若意大利在具有一定 “对抗

性”思维的对华政策上与欧盟亦步亦趋,将不利于

中意两国经贸互信的建立.

４２３　合作机制建设

两国的体制差异、农业经营主体和消费者的沟

通成本、企业互联互通模式尚未形成等因素共同构

成了合作实质开展的阻力.一方面,中国农产品质

量检测执法常常因程序不完善、执法不严格等因素

造成劣质产品流入意大利市场,影响了意大利农业

企业来华进行投资和进出口合作的意愿;中国在专

利保护、技术转让等方面的体制机制还不够健全,
掌握技术优势的意大利农业企业在开展对华投资和

出口过程中,对于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核心科技是

否遭到窃取有所顾虑.另一方面,意大利中小企业

在中国市场的发展并不占价格优势和信息优势.意

大利农产品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本国赋税 (目前,意

大利中小企业平均综合税负为６１％)①,而且需要支

付高昂的跨国运输费用,导致其产品缺乏价格竞争

力,议价能力也相对较低.再加上语言、文化、法

律的差异性,意大利中小企业面临信息沟通障碍和

政策法规不清等问题.

４２４　意方合作意愿

尽管 “一带一路”倡议提升了双方的合作热情,
但意方企业和个人对华合作的意愿依然不高,暂未

深度进入中国市场.换言之,尽管意大利仅次于英

国和德国,是欧洲吸引中国投资第三位的国家,但

意大利对华投资合作、购置中方农产品的热情并不

高涨.原因如下,中国早年流出的大量假冒伪劣产

品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意方企业和消费者的权益,
导致了意大利企业和消费者对于中国产品难以消除

的负面印象和信任危机;中国面临多数市场主体存

在品牌定位意识缺失的问题,商标注册随意性较大,
农产品品牌定位模糊,同质化现象突出;中国初加

工产品品牌多,高科技含量、产品质量的知名品牌

屈指可数.

５　政策建议

５１　加强中意沟通交流,创造农业合作的主观条件

主动的意愿和相互的信任是开展中意农业合作

的前提,是打破贸易壁垒形成深度合作的基础.本

文建议:第一,加大中国农业在西方媒体的宣传投

放力度,通过举办两国洽谈交流会,发挥 “一带一

路”政策信号的功能,为两国的消费者,生产商和

投资方带去更大的信心和更明确的合作方向.第二,
成立 “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农业国际合作发展联盟,
举办专家科研论坛,推广合作经验,探讨合作问题,
加强沿线国家的联系,促进中意官方和民间的深度

沟通.第三,互派访学专家和留学生,为长远的合

作储蓄后备力量.第四,在开展经营合作时,中方

应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以树立中国

农业的良好形象.

５２　推进实质工程建设,配套农业合作的客观条件

借助 “一带一路”倡议的契机,为中意两国的

农业合作创设切实有效的便利政策,打造基础性的

投资合作平台,是中意农业合作的客观需求.本文

建议:第一,切实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中意农

业合作现代物流通道.例如,“一带一路”倡议所促

成的意中合作建设,运营的瓦多码头,中亚、东欧

沿线的高铁工程等.第二,建立中意合作管理协作

机构,建立专人对接负责制度,搭建线上和线下相

结合的投资、展销和咨询平台,为两国人员往来提

供有效、便利和有针对性的服务保障.第三,设立

中意农业合作专项资金,提供利率补贴、贷款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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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等配套政策.

５３　识别不同合作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支持措施

就在两国均优势突出的领域、互补性强的领

域、均相对落后的领域而言,可以将合作类型划分

为强强联手、优势互补和携手应对３种类型 (图

３).本文建议:第一,充分考虑当地资源优势,结

合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采取灵活机动和差异化

的合作方式.针对强强联手型合作,搭建交流、共

享平台,实现１＋１＞２的效果.针对优势互补型合

作,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引导中国农业结构和贸

易结构调整.针对携手应对型合作,建立共商共建

机制,加强学术研究的联系和高层人员的对话.第

二,未雨绸缪,努力打破产品质量、合作意愿、国

情客观差异、国际贸易壁垒等困境.中国进一步加

强进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和安全监管,健全相关

农业技术输出和输入管理制度,创新业务外包给当

地企业的形式,利用当地华人华侨企业的关系和影

响力,跨越文化障碍,疏通各种合作渠道.

图３　基于扎根理论识别等中外农业合作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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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畜牧业发展进入新时期.作为畜产品生产与消费大国,农场动物福利不仅关

系到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动物源产品的品质与国际贸易,还影响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

展.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动物福利事业有着很长的历史,动物福利水平处于世界前列.为

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实现畜牧业现代化的目标,本文分析了动物福利与畜牧业发展

的关系,总结了欧美发达国家在发展农场动物福利方面的实践经验:一是建立完善的法

律政策体系,以立法保障农场动物福利;二是监督与奖励政策并行,奖惩结合改善动物

福利;三是制定详细的评价标准,严格规范农场动物福利;四是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
科学管理畜禽生产过程;五是严格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倡导农牧结合经营;六是多元主

体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农场动物福利.根据中国动物福利还处于探索阶段的发展现状,
提出促进当前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期为中国农场动物福利事业提供实

践指导,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决策参考.
关键词:畜牧业;农场动物福利;高质量发展;福利养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１２００３

１　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畜牧业不断发展壮大、由

弱变强,已经从传统的家庭副业发展成为农业农村经

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成为现代农业建设的排头

兵,在满足肉蛋奶消费、促进农民增收、维护生态安

全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１].近年来,畜

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逐步上升,是农牧民

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六畜兴旺是应有之义[２].实现乡村产业兴旺,
要遵循绿色发展原则,贯彻落实乡村战略决策部署,

加快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和发展质量,努力把畜牧业

打造成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
自２００７年以来,国家大力支持发展规模化养殖,

畜牧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大幅提升.截至２０１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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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猪、肉牛、肉羊、奶牛、肉鸡和蛋鸡相应的规

模化程度分别达到４４４％、１７６％、１８９％、４９９％、

６５４％和４０２％[３].集约化饲养模式在促进畜牧业快

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福利问题,如畜禽

养殖密度大、活畜禽流通频繁、动物疫病防控形势

严峻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畜牧业生产效益[４Ｇ６],制

约畜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发展

步入新时代,居民消费更倾向于优质、安全、绿色

无污染的畜产品,传统的畜禽养殖方式已经难以满

足.注重生产过程中的农场动物福利,有助于畜牧

业生产效率的提升、畜产品品质的改善、从源头上

保障动物食品的安全,是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
实现中国畜牧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方面有着很长的历

史,尤其是在保障农场动物福利方面最为系统、完

善[７].相比较而言,国内关于动物福利的研究起步较

晚,除动物学科领域的研究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

以下３个方面:一是从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出发研究

发展动物福利的伦理意义[８Ｇ９];二是对国内外动物福

利法律体系进行比较[１０Ｇ１１];三是从贸易壁垒角度研究

动物福利对中国动物源产品进出口贸易的影响[１２Ｇ１３].
对国外发展农场动物福利的实践经验总结还较欠缺,
因此,本文拟围绕动物福利与畜牧业发展的关系,总

结欧美发达国家发展农场动物福利的实践经验,结合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发展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寻找能

促进畜牧业转型升级的部分动物福利保障措施,以推

动国内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在全面现代化进程中,保

障城乡居民优质、安全肉蛋奶产品的稳定供应.

２　动物福利与畜牧业发展

２１　动物福利的定义

“动物福利”由美国人休斯在１９７６年首次提出,
它指的是一种精神和生理上完全健康的状态,在这种

状态下,农场饲养的动物与它们所处的环境是和谐

的[１４].关心动物福利就是关心动物个体的生活质量、
关注动物身体健康,同时也强调注重动物心理的感

受,如恐惧、悲伤、痛苦等情绪.国际上通常认为动

物福利包含五大自由:①不受饥饿和干渴的自由;

②免于不舒适的自由;③避免痛苦、伤害和疾病的自

由;④ 能够自由表达正常的行为;⑤摆脱恐惧和痛苦

的自由[１５].动物通常分为６类:农场动物、实验动

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伴侣动物和野生动物[１６].
其中农场动物具有商业性和可食用性等特点,与人类

经济生活密切相关.农场动物福利是指依据动物生长

的特点,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办

法,改善农场动物生长环境,通过人道的饲养方式使

农场动物保持生理和心理的健康状态.

２２　发展动物福利对畜牧业的意义

２２１　改善动物福利,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

中国正处于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转型的重

要时期,畜牧业生产效率不够高、生产方式比较落

后,与实现高质量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规模

化、集约化的饲养模式在促进畜牧业快速发展的同

时,引发了各种福利问题,制约畜牧业的现代化进

程.一项针对养猪场遵守动物福利行为与农场经济

效益之间关系的研究结果表明,按照动物福利理论

把妊娠母猪从限位栏解放出来自由群养,可以缩短

产程 ０５h,提 升 活 仔 数 ０９６９ 头,死 胎 率 减 少

３５４％,提 升 平 均 初 生 重 ５６g, 弱 仔 率 降 低

６８４２％.农场动物福利提倡健康、安全、高效的养

殖方式,让动物保持健康与活力、提升生长速率、
降低动物死亡率,从而能够有效增强畜牧业生产能

力,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助推农业现代化进程.

２２２　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居民消费需求更加

多元化.生产高质量畜产品已经成为顺应市场消费

倾向的迫切任务[１７].动物福利的缺失不仅会造成畜

禽发病率高,导致畜牧业遭受巨大损失,也会对动

物源食品的质量、口感、安全造成影响,进而影响

人类健康.一系列研究表明,当动物遭受恐惧时易

产生严重的应激反应,导致营养物质消耗增加,合

成代谢降低,出现 “白肌肉”现象[１８Ｇ２１].在农场动

物饲养过程中,部分养殖者忽视动物福利,在饲料中

任意添加违禁药品,使得事故频繁出现、食品安全失

去保障.“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对国内的乳制品行

业曾经带来巨大的冲击[２２],消费者很长一段时间丧失

了对本国产品的信任.改善动物福利水平,能从源头

上保障动物源食品质量安全,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２２３　提高畜产品竞争优势,抵御国际市场冲击

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肉类生产国和消费国.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纵深发展,国内畜产品面

临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畜产品国际竞争力低、不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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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比较优势,这是当前中国畜牧业发展面临的主

要问题之一.在畜禽产品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的过

程中,国内市场遭到国外优质畜产品的严重挤占.
国际大型企业集团进入养殖业,也对国内养殖行业

带来市场冲击,畜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同时,
发达国家普遍开始设置动物福利贸易壁垒,提高畜

产品市场准入门槛,削弱中国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加剧了 对 外 贸 易 摩 擦.有 研 究 表 明,２００４—２０１１
年,欧盟动物福利标准严重阻碍了中国畜禽肉以及

肉杂碎等产品出口[２３].改善农场动物福利水平,可

以增强畜禽产品的国际竞争优势,抵御国际市场冲

击,有效提升中国畜牧业的综合竞争能力.

３　欧美发达国家保障农场动物福利的实践

３１　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以立法保障动物

福利

动物福利问题很早就开始被提上政治议程[２４].

欧盟和美国等发达国家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分别

进行了动物福利方面的立法,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上

百个国家出台了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法规,从饲养、
运输、屠宰等生产的不同环节为农场动物福利提供系

统完备的政策保障 (表１).英国作为动物福利的发源

地,１８２２年颁布的 «马丁法案»标志着动物福利事业

的开端,该法案一直沿用至今.欧盟是动物福利的积

极倡导者,在动物福利立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为了

防止动物在屠宰前遭受虐待,早在１９７４年就出台了欧

共体层面的动物福利法律.美国除了在大型法案中涉及

部分农场动物福利的内容外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在 «农业

法案»中鼓励农场主执行动物福利等),还从联邦层面

为动物福利立法,各州也分别制定相关的法律以保障动

物福利.为更科学地开展动物福利立法工作,欧美发达

国家还开设专门的机构,致力于动物福利法律规定的可

行性和有效性研究,欧洲食品安全局中就成立了动物福

利研究机构,确保立法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表１　欧盟、美国农场动物福利保障政策及法律法规 (部分)

年份 政策或法律文件名称 内容

欧盟相关

法律政策

１９７６ «保护农畜动物的欧洲公约» 　列出农场动物福利保护的五项基本原则,规定饲养环境,保护集约化经营农

场的动物福利

１９８９
在共同农业政策纳入动物

福利保护条例
　提出 “防止不良集约农业”的口号

１９９９ «猪权利法案» 　规定仔猪出生后最少有１３d哺乳期,猪舍要铺设干燥稻草、放置动物娱乐的

“玩具”等

２００６
«动物保护和福利制度改善

的行动计划» 　整合之前已有的动物福利标准,并进一步提高要求,形成完整的制度体系

美国相关

法律政策

１８７３ «二十八小时法» 　规定动物运输期间的动物福利要求,运输过程中要确保动物的休息时间,即

每运输２４h休息４h

１９５８ «联邦人道屠宰法案» 　规定必须采取人道的屠宰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动物死亡时面临的痛苦,必须

在动物无意识的状态下对其实施捆绑、吊起或屠宰等行为

１９７３ «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 　对动物饲养行为提出了明确的法律要求

２００６ «动物保护法令» 　对于农场动物福利提出了比之前更高的要求,除了避免动物遭受不必要的痛

苦,还要求必须满足动物提供福利方面的需求

３２　监督与激励政策并行,奖惩结合改善动物福利

为保证法律条文得到有效落实,欧美发达国家

同时形成了严格的监督管理机制.美国通过立法规

定,美国农业部、动物卫生检疫局等都具有监督农

场动物福利实际状况的权利和职责[２５].欧盟要求各

成员国必须严格执行动物福利法律,接受欧盟食品

和兽药办公室的监督,如果违反动物福利保护方面

的相关条例,则会受到欧洲法院的制裁[２６].除了强

制性的法律手段,补贴等奖励政策也是激励养殖户

积极改善动物福利水平的重要手段.欧盟规定从

２００７年开始,农场动物福利与畜牧业补贴挂钩,遵

守饲养过程中的动物福利要求是享受畜牧业补贴的

重要考核指标[２７].英国执行单一支付计划时也规

定,农民必须符合动物福利要求才可领取相关补贴.
对于改善动物福利方面的投资,农民可以获得相应

的补偿,欧盟最高补贴可以达到总投资的 ４０％.

２００７—２０１３年,欧盟给近７８万户农民,发放了大

约１０亿欧元动物福利相关的补贴.同时,如果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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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执行严格的动物福利标准遭受损失,还可以获

得相应的补偿.

３３　制定详细评价标准,严格规范农场动物福利

为了满足动物的天性和基本的需求,给动物健

康提供保障,更加人道合理地利用动物,减少动物

的痛苦.２００５年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召开国际委员

会,讨论并通过了涉及运输、屠宰和疾病防控等多

个方面的动物福利标准.欧美发达国家也制定了严

格的动物福利评价标准,覆盖从动物的繁育、养殖、
屠宰一直到动物产品加工等多个环节.英国畜产品

生产行业在１９９８年推出了 “英国放心肉方案”,主

要针对乳畜产品、水果蔬菜的安全生产,２０００年该

方案发展成为 “英国农村标准”[２８－２９].德国不仅对

动物的生存环境、建筑材料有严格规定,还对领养

措施、领养人的经验、经济状况等制定了详细的要

求.欧盟也确立了完善的畜产品 “福利质量”评价

体系,并推出福利产品标识,以此来更好地保障畜

产品的品质.２００４年欧盟委员会同其１３个成员国

以及４个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动物福利研究领域的

合作,共同建设综合性的欧盟 “福利质量”体系,
并制定了１２项动物福利体系评价标准 (表２)[３０].
此体系对动物源产品从饲养到加工,全产业链各个

环节的动物福利实施情况进行追踪记录,最终将收

集到的数据信息形成科学的报告,提供给生产者和

消费者,并据此制定农场动物福利规范,为每个部

门或者畜种制定最佳的动物福利实践指南.严格规

范动物福利标准,实行福利产品标识,既敦促生产

者改善动物福利,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正确的产品信

息,有助于农场动物福利事业更好地发展.

表２　欧盟 “福利质量”体系评价标准

福利原则 福利标准 标准内容

良好的饲喂
免受饥饿 　动物不应处于长时间饥饿

免受饥渴 　动物不应处于长时间饥渴

良好的

饲养环境

休息环境舒适
　动物 应 得 到 舒 适 的 休 息 环 境,
尤其是躺卧区域

温度舒适 　动物应处于冷热适度的状态

移动顺畅 　动物应可以自由移动

良好的

健康状况

免受外伤 　动物应免受无理性伤害

免受疾病 　动物应免受疾病

免受疼痛
　动物应免受由于不恰当管理而

导致的疼痛

(续)

福利原则 福利标准 标准内容

合理的行为

表达群居行为
　动物应允许表达自然行为、无

害行为、群居行为

表达其他行为

　动物应被允许表达其他必要的

自然 行 为, 如 探 究 行 为 和 玩 耍

行为

良好的人畜关系
　良好的人畜关系有助于提高动

物福利水平

积极的情感状态
　动物不应表达消极行为,如恐

惧、痛苦、沮丧和冷漠

３４　利用先进生产技术,科学管理畜禽生产过程

确保农场动物福利,通过先进的生产技术加强

过程管理是重要保证.欧美等发达国家一直以来都

十分注重先进技术的研发与推广,尤其是在生存环

境控制、畜禽品种改良以及动物疫病防控方面.对

农场动物采取人性化管理,研发推广供暖系统、降

温系统、环境控制系统和报警系统,为动物提供适

宜的温度、湿度、通风、光照,让动物在舒适的环

境中健康生长.在饲喂福利方面,采用全自动化、
智能化的饲喂系统、饮水系统,根据动物生长阶段

的不同特征采用营养套餐,保证饮用水质量.在疫

病防控方面,建立了健全的疫病防控和检测技术体

系,优化免疫程序,提供及时有效地治疗,禁用违

禁药物,研发、应用新型疫苗.在畜牧业发展过程

中,发达国家还十分注重优良品种的培育,畜禽品

种改良能够显著提升畜牧业的总体生产效率,其贡

献率远高于饲料营养、疫病防控等其他因素.美国

于１９９４年成立了国家种猪登记协会,在育种过程中

主要承担服务职能,包括系谱登记、生产性能测定、
种猪遗传性能评估,以及参与技术推广等[３１].

３５　严格控制畜禽养殖规模,倡导农牧结合经营

２０００年,英国、荷兰和比利时等国家爆发了大

规模牲畜疫病,欧洲消费者对集约化生产的畜产品

的信任受到严重打击,转而倾向于消费自然生产的

有机畜产品,要求畜禽饲养过程中尊重动物生长发

育规律,注重动物福利[３２].欧洲部分国家为了改善

动物福利状况,开始严格畜禽养殖布局规划,倡导

农牧结合的生产模式.英国规定畜禽养殖场应合理

布局,远离市区,鼓励种养结合.德国约有３８万个

家庭农场,其中小型农场占比６１９％,多以养殖业

为主,兼营种植业,实行生态化养殖[３３].同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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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对单位面积上的畜禽饲养规模也严格管控、合理

规划,禁止大规模的畜禽饲养.荷兰、德国等都通

过立法规定了单位面积上的畜禽饲养单位.荷兰规定

每公顷仅允许２５个畜单位,超过该指标的农场主需

要交纳额外的费用.德国规定农场每公顷的畜禽饲养

量为:牛９头、猪１５头、鸡３０００只、鸭４５０只、羊

１８只[３４].生产过程中强调种养结合,避免过度规模

化,既能改善畜禽养殖环境、改善农场动物福利水

平;同时也能节约生产成本、减少资源环境压力,提

升畜牧业生产能力,促进畜牧业生态可持续发展.

３６　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共同推进动物福利事业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发展动物福利事业的过程中,
除了政府积极加强动物福利保护立法,各方主体也

在积极参与,共同改善动物福利水平.其中动物福

利组织为福利事业开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表３).一

方面,在促进动物保护和动物福利的立法工作上,
动物福利组织向政府和立法机构提请建议报告,敦

促制定和完善动物福利立法.另一方面,动物福利

组织还对经常使用动物的企业、研究机构等单位进

行调查监督,对于存在虐待动物嫌疑的主体,向有

关当局起诉.如美国的 “善待动物组织”曾先后将

汉堡王、肯德基等快餐企业告上法庭,指控他们虐

待动物,将鸡饲养在污秽的笼子里高密度饲养,不

满足农场应有的动物福利,迫使这些企业不得不调

整饲养环境[３５].自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德国、澳

大利亚、法国、荷兰等国家都先后成立了民间动物

权利保护组织,他们在动物福利事业发展过程中,
开展各类宣传活动,发挥监督作用,有力推进了动

物福利事业的发展.
同时,随着欧美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民众对

动物福利的诉求增加,消费者愿意为福利友好产品

溢价支付.越来越多的零售商开始制定私人动物福

利标准,并就动物福利状况对供应商提出一定的要

求,催 生 了 市 场 主 导 的 动 物 福 利 激 励 机 制 的 产

生[３６Ｇ３７].英国的大型超市 Waitrose和它的供应商

Dalehead一直在执行 “良好农业实践准则”,对农场

动物从饲养到成为商场、超市里产品的全过程都制

定了大量的标准予以约束.从养殖主体到零售商超

之间的多方合作体系,体现了发达国家高质量和高

福利的畜牧业生产标准,同时也表明动物福利的良

好发展不仅仅依靠法律政策的约束,也需要通过市

场机制确保其实现.英国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RSPCA)提出的 “自由食品”方案,该方案约束

下的福利标准远高于法律的基本要求.

表３　世界主要动物福利组织机构

福利组织名称 福利组织机构基本情况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

(RSPCA)
　１８２４年成立,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人们最为熟知的动物福利组织,不仅在英国展开活动,在世界其他

国家也有同名的组织

善待动物组织
　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慈善机构,现有会员和支持者一百多万,特别关注用于农业、食用目的的动物、实验

动物、用于服装制作和娱乐业的动物福利

世界动物保护协会
　成立于１９８１年,是世界上１４０多个国家 (包括中国)的７００多个动物福利组织网,主要宗旨是在全球范

围内提高动物的福利标准,通过法律程序确保动物福利

世界农场动物福利组织
　１９６７年成立,总部设在英国,在法国、荷兰、爱尔兰、南非、澳大利亚等国设有办事处.宗旨是防止虐

待动物行为,更加尊重农场动物和环境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

　推行动物福利和保护政策,主张仁慈地对待所有动物,使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致力于保护野生动物与伴

侣动物的福利,抵制对动物的商业剥削和野生动物交易,保护动物栖息地以及救助陷于危机和苦难中的

动物

４　对中国的启示

４１　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发展现状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日益

重视,社会各界对动物福利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
中国动物福利实现了从无到有.２００８年国家质监总

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了 «生猪人道屠宰

技术规范»,规定了实施生猪人道屠宰的管理和技术

要求,直到２００９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开

始正式启动动物福利立法程序.２０１４年中国农业国

际合作促进会联合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协会等国际组

织,公布了 «农场动物福利要求———猪»标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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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是中国首部农场动物福利标准.２０１７年以来连

续三年举办世界农场动物福利大会,农场动物福利

事业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

动物福利事业,尤其是农场动物福利正处于初步探

索阶段,与国际发展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
一方面,民众普遍缺乏动物福利意识.国内动

物福利观念最早源于虐待动物事件,大部分民众对

动物福利存在理解偏差,甚至根本不知晓动物福利.
国内也没有建立福利养殖产品标识体系,消费者对

畜产品安全标识缺乏了解和认知.２０１４年有调查研

究表明,在６００６份有效问卷中,大约２/３的受访者

表示从未听说过动物福利[３８].另一方面,缺乏动物

福利方面的法律政策.２００４年 «北京市实验动物管

理条例»中出现了 “动物福利”一词,这是中国法

律首次明确提出,从事动物实验的单位与个人,应

该注重维护动物福利,尽管该法律属于地方性法规,
也是中国在动物福利领域的巨大突破.但与欧美国

家完善的动物福利法律保障体系不同,中国目前并

不存在 实 际 意 义 上 的 农 场 动 物 福 利 保 护 法 律 制

度[３９].尽管有部分关于动物保护方面的法律,也主

要是针对野生动物、稀有动物等,农场动物福利立

法问题迫在眉睫.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加快

发展中国农场动物福利,转变畜牧业生产方式,是

实现畜牧业现代化转型的必然选择.

４２　推动中国农场动物福利发展的政策建议

４２１　加大宣传教育力度,改变动物福利观念

改变思想观念是开展动物福利事业的基础.要

通过建立动物福利专项宣传资金,加强对动物福利

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的动物福利意识;适

时举办线上线下动物福利主题活动,宣传讲解动物

福利与动物源食品安全之间的关系,让更多人了解

改善动物福利的意义及其必要性,为动物福利产品

培养消费群体.同时,动物福利是一个以行为科学、
营养科学、牲畜科学、生理学、兽医学等多学科作

为基础的综合学科[４０],要探索将动物福利引入国民

教育当中,促进中国动物福利学科的发展,培养专

门的学科人才.积极开展畜牧生产者动物福利培训,
在改善农场动物福利水平的过程中,农场养殖人员

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通过技术培训提高养殖企业

对动物福利的认知水平,培养实施福利生产技术的

专业人才,加快畜牧业生产向福利养殖转变.

４２２　推动法律体系建设,使动物福利有法可依

法律是改善农场动物福利的有效保障,要充分

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加快推进中国动物福利立法

进程.第一,应设立专门致力于动物福利立法研究

的机构,明确动物福利的立法目的,推动动物福利

法律法规的制定,完善动物福利立法体系,使动物

福利真正实现有法可依.第二,根据中国实际情况

并结合国际标准,及时增补、完善动物福利法律的

内容条款及动物福利立法的保护范畴,建立合理的

动物福利标准体系.除了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确

保法律的有效实施也非常重要.要明确各动物的分

类,不同物种采用不同的福利标准,实现分类管理

与全程监督,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第三,明确违

反法律制度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强对违法行为的

惩治力度,提高动物福利法律的影响力.

４２３　建立福利产品标识,调动福利养殖积极性

消费者愿意对福利养殖动物产品进行溢价支付,
是农场福利养殖将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目前,
消费者对于畜产品质量的判断,逐步从外观为主的

经验判断转向以线索和品牌为主的质量判断.欧洲

畜产品普遍拥有产品标识,消费者也更青睐福利友

好型产品,认为动物福利可以改善动物的健康水平,
因而畜产品安全性更高.清晰和信息丰富的福利产

品标签,可以有效地向消费者传达产品信息,同时

也能调动养殖者改善农场动物福利水平的积极性,
生产高质量的畜产品.因此,探索实施动物福利产

品标签制度,依托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构建动物福

利产品信息数据库,提高产品的可溯源性,增强福

利养殖产品标识的监管与认证,推动产品优质评价,
进一步保障畜产品安全.

４２４　发展先进生产技术,实现畜禽福利养殖

畜牧业发展依靠科技推动,实现畜牧业转型升

级,要加强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保障先进、适用

技术全面支撑畜牧业现代化.加强福利养殖关键技

术的研发,加快优质畜禽品种培育、高效繁殖、无

公害饲养、疾病防控、环境控制、共用数据平台和

决策支持系统等方面的研究,尽快形成一整套福利

养殖的技术体系,推动福利养殖的发展.同时也要

注重畜牧科技的推广工作,建立信息共享网络平台,
运用现代物联网技术,提升智能化水平,降低劳动

成本,转变生产方式.在动物养殖过程中,运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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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科学技术,实施人性化管理,降低动物应激水平,
增强机体免疫机能,进而提升畜牧业生产效率,改

善动物产品品质.

４２５　推行种养结合模式,积极发展循环畜牧业

规模化养殖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畜牧业

现代化的主要标识.动物福利并不意味着散养,但是

脱离环境承载能力盲目发展大规模养殖场,也会造成

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制约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在畜牧业生产过程中,不仅要推行福利养殖模式,
改善畜禽在现有养殖条件下的福利;同时,也要更加

注重生产方式的生态性和可持续性,合理布局畜牧产

业,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引导种植业与养殖业结合起

来,积极探索农牧结合、以农养牧、以牧促农的新形

式,形成农牧有机结合、资源充分利用的畜牧业可持

续发展新格局,确保产业链的健康发展.有效实施农

牧结合,发挥种植业与养殖业的互补优势,为养殖业

提供安全营养的饲料原料,提高农业生产的自给率,
促进种养业综合效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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