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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Ｇ市场Ｇ社会”协同视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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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系统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显得尤为紧迫.欧盟经验表明:政府层面的法律法规规

制和政策支持,市场层面的溢价机制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协会层面的协调、服务和

监督功能,消费需求对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强化,以及基于农村发展项目和产业链发展

项目的多主体协同机制,共同促进了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本文结合中国和欧盟在农

业可持续发展阶段、支持政策和参与主体等方面的差异,得出以下启示:健全完善农

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农业政策支持体系;提高企业有机、绿色农产品

认证参与程度,提升农业产业链纵向协作紧密程度和培养企业社会责任;重视农业行

业协会能力建设和消费者可持续发展意识的引导;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可持续发

展协同机制.
关键词: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政府Ｇ市场Ｇ社会”协同;环境治理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１

１　引言

近年来,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加快推进,中国在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

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效.但与此同时,耕地质量下降、农业生态系统恶化、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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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2郾04（总 516）



安全堪忧等方面的问题逐渐凸显[１Ｇ２],迫切需要进行生态环境治理,走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农业可持续发

展包含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发展等多方面的可持续性[３Ｇ４],是一种既维持粮食生产和食品安全可行性,
又强调自然资源保护、农业发展代际公平和多重目标平衡的发展方式[５],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现

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虽然在２０世纪末中国就出台了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农业行动计划»,对农业

可持续发展给予较大关注,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始终未能建立起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６].因

此,系统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路径显得尤为紧迫.
当前文献主要围绕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制约因素以及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举措等方面展开.现有

研究认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区域间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差异较大[７Ｇ８].农业可持续发

展不仅受到耕地资源、水资源等资源硬约束制约,还受到农地流转制度、科研创新等因素的影响[９Ｇ１１],应

从构建农业支持政策体系、重视人力资本培育、推进农业合作化、提升农业科技水平、践行生态农业理念

等方面着手[１２Ｇ１３].同时,还有少量研究对发达国家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经验进行了探讨.刘丽伟认为促进美

国、日本等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包括多方主体广泛参与、积极的环境教育、有效的政府管理、可靠的

投入机制以及健全的法律法规等[１４].周应华等认为美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得益于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支

持体系、合理的农业区域布局、可持续发展模式应用以及农业科技创新[１５].井焕茹和井秀娟的研究表明,
日本环境保全型农业的主要经验是减少化肥、农药等农用化学品的投入,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１６].

现有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文献为本文开展相关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基础,但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上仍

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作为世界上最早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地区之一,欧盟的农场经营规模介于美国

与日本之间,是典型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循环农业模式,在保障食物供给、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减少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减少农药和抗生素使用、提升小规模农场和青年农户经营能力以及农村社区发展[１７Ｇ１９]等

方面取得大量成效.当前学界虽然围绕欧盟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绿色生态转型政策[２０Ｇ２１]等开展了一定的研

究,但较少对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经验进行系统分析.同时,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复杂的系统,涉及多重

利益主体,既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又有着公共物品、俱乐部物品、私人物品等多重性质.本文在 “政府Ｇ市

场Ｇ社会”协同视角下探讨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经验,并结合中国和欧盟的国情差异来探讨中国农业实现可持

续发展的路径.
本文首先梳理了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政府行为、市场行为和社会行为,探讨了欧盟政府、市场

和社会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角色定位与协同机制,进而对比中国与欧盟在农业可持续发展阶段、政策支

持和参与主体等方面的差异,以期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系统借鉴.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从 “政
府Ｇ市场Ｇ社会”协同视角下,较为系统地探讨了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和路径,并从发展阶段、支持政

策、参与主体等方面对欧盟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差异进行对比,使国际经验启示更具有国情适应性.

２　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政府、市场与社会行为

２１　政府行为

２１１　法律法规规制投入品使用和自然资源利用

农业生产过程中对投入品的过度使用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是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因此,欧盟围绕生产资料投入、食品质量安全和有机农产品标准等方面,制定法律法规,规制农业生产经营

行为.一是围绕农业所依赖的农业投入品和自然资源,欧盟陆续出台了大量法律法规和指令.在２０世纪七

八十年代,欧盟通过发布鸟类栖息地指令、饲料添加剂使用法规来保护生态环境.２００９年和２０１２年欧盟又

分别出台了可持续农药使用指令和生物杀虫剂法规,对农药生产标准和农药减量施用做出规定,并陆续发布

硝酸盐指令、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指令、水资源保护指令,以保护耕地、水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二是欧盟建

立了覆盖 “从农场到餐桌”所有阶段的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１９８５年欧盟颁布了 «食品安全绿皮书»,确定

了食品安全法律框架.２０００年和２００２年欧盟又分别颁布了 «食品安全白皮书»和 «通用食品法»,利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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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规范 (GAP)、危害分析临界控制点 (HACCP)技术和全球统一标识系统 (EANUCC)建立食品安全

框架体系.２０２０年５月,欧盟又制定了 “从农场到餐桌”计划 (F２FS),旨在建立一条基于气候和环境保护

的涉及生产、加工、零售、消费的食物供应链,将农业生产各个环节与生态、资源、环境保护相结合,减少

农业全产业链对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三是欧盟不断完善有机农产品法规,鼓励农场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

１９９１年欧盟通过了第一部有机农业条例.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欧盟对有机农产品的生产原则、目标、总体规

则和标签制度做出了规定.２０２０年,欧盟又对可追溯农产品向有机农产品转化的期限做出规定.欧盟最新的

有机产品立法于２０２２年生效,旨在确保农民公平竞争和维护消费者信任.同时,欧盟还不断优化农产品和

食品地理标识条例,以实现农业食品生产与当地自然和社会资源的融合[２２].

２１２　收入和能力支持政策激励农民采用可持续生产行为

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正的外部性,仅出台相关法律政策进行规制无法弥补生产者采用可持续生产行为带

来的收入损失.欧盟共同农业政策通过收入支持、交叉遵守原则和农民能力培养等措施鼓励生产者采用可持

续生产行为,保护农村社区生态环境.一是给予农民收入支持.２０００年,欧盟对直接付款政策进行改革,提

高脱钩支付比例,以农场面积为标准弥补农业生产者因参与农业环境保护项目带来的经济损失.２０１３年又制

定强制性付款和自愿支付政策向农民提供收入支持.强制性付款包括基本付款方案、绿色支付和青年农民直

接支付.自愿支付则对中小型农场、青年农民以及自然条件受限地区进行补贴.在过去的１０年中,欧盟有

近６３０万个农场获得了收入支持,相关补贴甚至达到了农户收入的一半[２３].同时,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规定其

农村发展政策支持资金中至少要有３０％专用于与环境和气候变化有关的补贴,其中大部分通过赠予和年度付

款的方式支付给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的农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地区,给予农民每英

亩①２０~２００欧元的资助[２４].二是共同农业政策中的交叉遵守原则激励生产者采用可持续农业生产方式.欧

盟在 «２０００年议程»中提出交叉遵守原则,并在之后多次改革中对该原则予以强化.交叉遵守原则规定,如

果农民不遵守与环境、气候变化、土地保持、动物福利、农药化肥施用等规则,可能损失部分直接支付.在

此原则影响下,欧盟成员国采取的一些措施也包含了交叉遵守的思想,如２００２年法国推出了可持续农场合

同,通过收入与可持续生产挂钩来激励农场采取可持续生产行为[２５].三是从能力建设方面对农民给予支持.

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共同农业政策鼓励成员国通过农村发展计划为小农场和半自给农场提供培训以及担保、融资服

务[１８].此外,共同农业政策还为青年农民提供创业启动资金援助[１９],对符合要求的青年农民给予一次性

２５０００欧元的资助[２４].

２１３　科技创新提供农业可持续发展源动力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是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欧盟通过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

划、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创新合作伙伴关系 (EIPＧAGRI)、欧洲创新与技术机构等途径和方式,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科技创新.“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于２０１４年在欧盟第七期科研框架计划基础上提出,目的是对新一

轮科研项目进行支持[２６],主要方向为 “粮食安全、可持续农业和生物经济”和 “气候行动、资源效率和原材

料”[２７].欧洲农业生产力和可持续性创新合作伙伴关系强化了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与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

的协同性[２６],强调在确保粮食、饲料和农产品稳定供应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可持续管理.欧洲创新与技

术机构下设可持续能源、信息和通信技术等知识与创新组织,并通过与 “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的紧密合作,将

知识与创新组织的成果运用于农业可持续发展[２７].

２２　市场行为

２２１　发挥产品溢价机制对资源配置的作用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市场主要通过价格机制实现对耕地、水、能源、劳动力、资本等资源的有效配

置.一方面,欧盟市场已对绿色农产品形成高度认可,倒逼农业企业必须采用综合生产系统来促进可持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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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农业企业通过纵向一体化控制生产资料投入、生产过程标准化、农业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最大限

度地减少农业生产对环境和人类健康的不利影响,保证了食品质量安全,保护了土壤肥力、水质和生物多样

性[２２].另一方面,欧盟农产品集中化和国际化生产赋予了农业合作社、食品企业和零售商巨大的市场力

量[２８],在乳品等需要适度规模经营、高度依赖生态和资源的产业,农业合作社和食品企业以契约形式将生产

者纳入可持续农产品供应链,通过产品溢价机制实现了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资金资本的有效配置,促进

了欧盟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例如,荷兰乳品合作社的户外放牧计划规定,奶农一年至少放牧１２０天,每天至

少放牧６个小时,即可获得加工牛奶的溢价付款;奥地利有机牛奶则通过超市品牌化分销渠道实现了产品溢

价,激励奶农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２９].

２２２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平衡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经济活动受生态环境的制约,要求企业必须注重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平衡.欧盟市场主体

普遍通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平衡经济利益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２２].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支持农业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手段,是基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导向的更高的农业生产准则[３０].欧盟农业企业主要通过ISO 标准、
环境管理与绩效、公平贸易、森林管理委员会、森林认证认可计划、全球良好农业规范伙伴关系 (GLOBAL
GAP)等标准认证工具,来保证生态多样性、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修复.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和贸易商

通过内部制定相关制度和工具以提升供应链上各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以环境保护为基础的绩效[２２],以实

现农业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展.

２３　社会行为

２３１　行业协会发挥服务、协调、监督作用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组建的组织,其职能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在提供技术信息服务、克

服行政壁垒和避免同业恶性竞争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例如,法国农业发展协会和荷兰农业商会长期代表着

各类农民群体的发展诉求和利益,避免资本过度开发并利用自然资源,同时还为小规模农场提供可持续发展

技术支持[３１Ｇ３２];德国有机农业协会为农民提供统一的有机产品标识,规范、指导并监督其生产行为[３３];德国

农业协会 (DLG)向世界范围内２５０００多名会员提供包括农业和食品技术推广、农业机械质量认证、食品安

全检测、出版与教育培训、参加农业机械和畜牧展览以及田间现场指导活动等服务,促进了会员间的合作,
避免了恶性竞争造成的资源过度利用问题.

２３２　消费者强化可持续发展导向

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的强烈需求和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引导生产主体重视生态多样性和资源永续

利用.欧盟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有机产品消费地区,消费者对有机食品的消费呈现出意识强、信任度高、需求

量大[３３Ｇ３４]等特征.德国和法国的有机农产品消费量位列欧盟有机农产品消费的前两位,２０１４年两国有机农产

品消费金额分别达７９亿欧元和４８亿欧元,同年欧盟有机农产品消费同比上涨７６％,法国上涨１０％,德国

上涨４８％[２２].消费者对有机农产品在品质和数量上的需求,强化了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导向,促使食品加

工业和零售商采用可持续的方式进行生产,并将保证质量安全作为企业竞争战略的一部分[２９].

２４　政府、市场、社会的角色定位与协同机制

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进行有效资源配置,引导生产者采用可持续的生产行为,但

同时也容易出现以经济利益为导向损害公共利益以及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从而造成 “市场失灵”.政府能

够通过法律法规等顶层设计弥补市场失灵,但是科层制运作容易造成经济效率低下和社会资源浪费,即

“政府失灵”.社会主体如行业协会和消费者群体等代表生产者和消费者群体的利益,能够缓解信息不对称

和价值导向的问题,但社会主体不具备资源配置能力.因此,既需要政府在公共物品领域发挥顶层设计和

服务职能,也需要市场在可持续物化产品方面发挥溢价机制的作用,还需要社会主体在信息、协调和监督

等领域发挥支持作用.欧盟有效地利用了不同主体的优势和不足,共同驱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图１).
具体而言,欧盟政府定位于生态资源环境和农村发展等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领域,通过法律法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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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主体的角色定位与协同机制

的顶层设计对农业投入品使用和自然资源利用进行规制,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底线;通过建立覆盖 “从农

场到餐桌”所有阶段的食品安全可追溯制度、有机认证和原产地认证等法律法规,实现全产业链的可持续发

展;通过直接支付政策和交叉遵守原则激励农业生产者采用可持续方式进行生产,提升小农户和青年农民的

发展能力和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能力;通过农业科技创新政策成为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市场定位

于有机、绿色农产品等具有私人物品性质的领域,企业充分利用价格机制对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等

要素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多种农产品质量控制手段和产业链合约形式,引导生产者生产绿色、有机、低碳农

产品;企业将可持续发展视为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把有机、低碳等生产方式转化为自觉行为.社会

支持定位于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较为有限的领域,行业协会通过建立共同利益团体,充分发挥其技术服务、
组织协调和农产品质量监督功能;消费者群体对可持续农产品尤其是有机食品有较为强烈的需求,从消费端

强化了农业可持续生产导向.
政府、市场和社会在明确各自角色和定位的情况下,通过社区发展项目和产业链发展项目实现建立协同

机制,共同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各主体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发展项目.欧盟农村发展政策规定至少有

５％的支持资金必须用于 “LEADER”模式的运营[２７].该模式是基于社区建设和供应链整合的可持续发展项

目,由大约２８００个基层组织构成,覆盖了欧盟６１％的农村人口,主要目的是促进公共、私人和民间社会利

益相关者参与农村地区发展项目的设计和实施,保障了农产品供给、提高生产者收入和社区发展活力.二是

各主体共同参与产业链发展项目.生产者、加工者和零售商通过跨行业组织实现纵向协作和横向联合,共同

开发农业可持续合作项目[２２].如２００２年联合利华、雀巢和达能启动的可持续农业倡议项目,建立了茶、蔬

菜、棕榈油和番茄等多个品种的可持续生产监测系统,吸引了多国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和农民团体参与合

作和咨询[２９].此外,非政府组织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平台支持.如英国未来论坛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

“农村经济计划”.该计划由政府部门、农民和食品加工企业 (例如联合利华)共同实施,以土地资源利用为

关注重点,致力于为农业生产者减少碳排放、增强生物多样性和生产生物能源等提供服务[２５].

３　中国和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特征比较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世界所有国家面临的一项重大议题.随着对全球农业可持续发展议程参与程度的不断

加深,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既与欧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也存在着诸多差异.本文从发展阶段、支持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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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主体三方面梳理中国和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异同,以形成更适应中国国情的经验借鉴.

３１　发展阶段的异同

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已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而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仍处起步阶

段.同时,欧盟部分地区和中国部分地区均面临着偏远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弱等问题.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盟采用了以农业机械化和农药化肥投入为主要特征的生产方式,由此带来了土壤退化、
水资源污染与匮乏、生态多样性丧失等问题.从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欧盟通过多种手段引导生产者采

用农业可持续发展方式.经过近５０年探索,当前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已经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主要表现

为农业生产造成的生态破坏已得到有效控制,农业生产已基本实现绿色转型,社会各界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

空前关注等.同时,多个新成员国的加入使欧盟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进一步加大,部分偏远山区生态资

源环境脆弱,农业可持续发展受限.由于有欧盟等发达国家 “先污染后治理”的前车之鉴,中国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就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之一.但长期以来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市场机制,仍不可避免地造成中国

农业一定程度地偏离可持续发展.一直到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农

业可持续发展得以在全国层面得到重视.当前,中国虽然在保障粮食供给和农药化肥 “双减”等可持续发展

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农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程度等因素制约,农业生产对化

肥、农药投入品的依赖仍处于较高水平,水资源污染、生态环境破坏和食品安全等问题仍然很严重,从全产

业链和有机农产品生产等方面探索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也才刚刚开始.此外,中国东中西部在农业可持续发

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山区生态资源尤其脆弱,农民收入稳定性差,可持续发展能力弱.

３２　政策支持的异同

欧盟和中国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的相同之处在于,均从顶层设计上确定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

略地位,均非常重视农业科技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欧盟关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体系较为完备,政

策补贴严格与可持续发展挂钩,农场信息化、数字化系统已基本形成.欧盟分别于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１３年出台了

第六、七次环境行动计划,从顶层设计上保证了农业发展在注重环境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同时,欧盟设计了

具有多元化、交叉性、稳定性的政策补贴,并依托农场数字化建设,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补贴精准落实到农场

的具体地块.中国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顶层设计上同样给予充分重视,也出台了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法

律和政策,但尚未成体系.１９９９年,农业部颁布了 «中国２１世纪议程:农业行动计划»,制定了面向２１世

纪中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总战略,明确了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行动纲领.２０１５年,农业部又颁布了 «全
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２０３０年)»,从国家层面构建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规划.然而,无论是

从农业投入品、水资源还是从农民收入支持方面,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法律尚未成体系,亟待进一步

完善.２０１７年中国出台了 «农药管理条例»对农药施用予以规制,但对化肥施用、耕地保护、生态环境保

护、生物多样性、动物保护等范畴关注较少.近年来,中国陆续修订了 «水污染防治法»«环境保护法»«水
土保持法»等法律法规,但未将水资源、耕地资源与农业发展进行系统结合.此外,尽管农业部于２０１６年

出台了 «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农业补贴制度改革方案»,但由于补贴水平不高,同时未建立系统的农业

生产者数据库,挂钩补贴缺乏瞄准性,实施效果难以达到预期.

３３　参与主体的异同

从参与主体来看,欧盟和中国的农业可持续发展中,政府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差异在于,欧盟农业可持

续发展的参与主体更加多元化,除了政府部门和农业生产者之外,农业企业、农业协会也是参与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重要力量.欧盟农业企业以跨国企业为主,农业协会以农民自我服务组织为主,规模庞大,在欧盟制

定相关政策时具有较强话语权.此外,消费者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协会等组织也是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参与者.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主要由各级政府牵头,通过法律和政策等工具,自上而下规制生产者行为.
农业生产者以被动参与为主,生态农产品缺乏市场化引导和品牌化经营,企业等市场主体在开发经营可持续

农产品等方面缺乏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驱动力不足.此外,中国农业协会正处于去行政化的转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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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能方面以业务指导居多,话语权较小.消费者协会、自然资源保护类协会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注度不够,参与力量不足.

４　欧盟经验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农业加快绿色转型的新阶段,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时期.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推进不仅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绿色转型,在保障粮食和食品的安全供给、全面推动农村社

会发展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对欧盟农业可持续发展经验的分析,结合国情,本文对进一步推进中国

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４１　完善农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法律法规体系和农业政策支持体系

目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亟须围绕生态、资源、环境和农民收入支持等方面建

立系统的法律体系和农业政策支持体系.一是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除在农业投入品方面继

续完善立法,还要在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水资源保护等方面形成系统立法.加快建设基于可持续发展导向的

集生产、加工、销售、消费为一体的食品供应链质量控制体系,从 “事后检查”向 “预防为主”转变.继续

强化农产品认证和原产地地理标志的法律法规体系建设.二是完善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农业补贴政策.

２０１７年中国农业生产者补贴仅占农民收入的１４０％,而同期日本为４９２％.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中国与环保措

施挂钩的补贴如退耕还林还草补贴仅占农民收入的０２％[３５].应提高农业生产者补贴水平,探索建立生产者

数据库,注重农业补贴与农业可持续生产行为挂钩.在技术、管理、资金等方面对青年农民进行支持,带动

新型经营主体积极采用可持续生产方式.加强对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发生率高的西部地区的关注,注重农业

可持续发展中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多目标协调,提升偏远地区活力.三是不断加大农业可持续技术创新.
跨界整合研究资源,建立多方共同参与的创新体系,设置专项资金支持农业可持续技术创新.

４２　切实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作用

中国农业企业普遍存在经营规模小、产业链影响力不足、履行社会责任不到位等问题,需要从提高企业

有机、绿色农产品认证参与程度以及提升产业链纵向协作程度和培养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入手,切实发挥市

场主体的资源配置作用.一是要壮大农业企业,提高农业企业农产品认证参与程度.以农业企业 “走出去”
战略为契机,提高农业企业的经营规模和运营能力,提升农业企业在有机、绿色、环保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

中的参与程度.二是提升产业链相关主体纵向协作程度.率先在奶制品、畜禽、水产等行业,形成生产、加

工、销售等环节的紧密协作,尤其要重视对生产主体参数的采集,切实从全产业链全方位发挥优质农产品溢

价机制的作用.三是激励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实施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产业、财政、金融政策,加强监管

力度,完善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企业承担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的积极性.

４３　重视行业协会能力建设和消费者农业可持续意识的引导

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发展方式对于唤起农业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均存在不利影响,因此既要

注重行业协会的能力建设,发挥其对生产经营主体的监督作用,也要重视消费者教育,发挥其对农业可持续

发展的导向作用.一是政府在农业可持续发展领域中让渡更多空间,帮助农业协会实现自主性发展,使其对

农业生产主体起到实际的指导和监督作用.尤其要引导农业协会将承担的行业调研、农产品质量管理、价格

协调、行业标准制定及技术培训等职能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相结合,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农业可持续发展重点

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二是注重消费者农业可持续意识的培养,切实发挥其导向作用.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树立公众绿色环保意识,推动消费观念转变.尤其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部分地区,有意识地培养消费者对

生态多样性、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关注,通过消费者需求引导供应链相关利益主体采取可持续

生产方式.

４４　探索多元主体参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协同机制

当前在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较为有限,而单纯靠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又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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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因此要明晰政府、市场和社会支持的边界,重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协同作用.一是明晰政

府、市场和社会支持各自的功能边界.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纯公共物品,如退耕还林、生态功能区建

设、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应以法律法规规制和财政资金补偿为主.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俱乐部产品,如

水源保护等,政府仍是补偿主体,但是可以通过向受益者收费作为补偿资金来源.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的

私人物品,如低碳农产品、绿色农产品等,则鼓励市场利用全产业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溢价机制

作用.在政府和市场容易发生失灵的领域,切实发挥行业协会组织协调生产者、监督生产行为的作用,以及

消费者的可持续导向作用.二是构建基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协同网络和平台.依托各类农村社区发展项

目、农业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和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项目,构建政府部门、研究院所、农业企业、行业协会、农

民合作组织、消费群体等广泛参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协同网络,切实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主体的协同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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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U’sAgriculturalSustainableDevelopmentExperienceandEnlightenmentfromthe
Perspectiveof“GovernmentＧMarketＧSociety” Cooperation

LIAOXiaojing　XUXuegao　YIZhongyi　SHENGuiyin
Abstract: 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saninevitablerequirementforimprovingcomprehensiveagＧ
riculturalproductioncapacityandachievinghighＧqualityagriculturaldevelopmentItisparticularlyurgentto
systematicallyexplore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pathsTheexperienceoftheEuropean Union
(EU)showsthat:governmentＧlevellawsandregulationsandpolicysupport,marketＧlevelpremium mechaＧ
nismsandperformanceof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ies,associationＧlevelcoordination,serviceandsuperＧ
visionfunctions,consumerＧsideenhancement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rientationThemultiＧagentcoordiＧ
nation mechanism basicofruraldevelopmentprojectsandindustrialchain developmentprojects,has
promoted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ofEUagricultureCombiningthedifferencesbetweenChinaandEUin
thestageof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supportingpoliciesandparticipants,thefollowingenlightＧ
enmentcanbedrawn:improvethelegalandregulatorysystem andagriculturalpolicysupportsystem
orientedto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mprovethecertificationoforganicandgreenagricultural
productsbyenterprises,enhancetheclosenessoftheverticalcollaborationoftheagriculturalindustrychain,

andcultivate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ttachimportancetothecapacity buildingofagricultural
industryassociationsandtheguidanceofconsumers’awarenessofsustainableagriculture;exploreacoordiＧ
natedmechanismforsustainable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volvingmultiplesubjects
Keywords: EU;SustainableAgricultureDevelopment;“GovernmentＧMarketＧSociety”Cooperatiopn;

Environmental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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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中国 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走向深入,一些深层次问题逐步显露,其中土

地问题仍是影响中哈农业合作的关键.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其土地制度改革经历了农

场私有化、农地股份化、农地私有化和再私有化四个阶段.综观哈萨克斯坦近３０年

的土地制度改革,短期看同时损失了效率与公平,长期看效率、公平与稳定都有破坏

之虞.问题的根源在于,如果没有一套平衡性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产权

制度的单兵突进并不必然带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改革公正性的缺失反而有可

能将土地问题引入困局.对此,中哈农业合作宜优选技术与人才合作,避免直接的土

地经营或从事 “开发性进口”,以防有人将矛头指向中国 “租地扩张”并借此影响中

哈关系正常发展.
关键词: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一带一路”;转轨国家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２

１　引言

近年来,中国 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日趋紧密,为推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挥了重要的标杆性作用.
同时,随着合作的深入,一些深层次问题也逐步显露.特别是,哈萨克斯坦多次爆发针对中国企业租地经营

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很多反对意见直指中国 “租地扩张”.２０１９年,笔者在哈萨克斯坦进行了实地调研,发

现上述事件的影响将长期存在,土地问题仍是制约中哈农业合作的关键.哈萨克斯坦土地问题的背景十分复

杂,该国历史上对土地产权概念的认识比较模糊,苏联时期经历了集体化改造,独立后又经过了繁复的私有

化改革.要充分理解今天中哈农业合作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必须对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进行一

个全盘考察,这是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这一研究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需要对各对象国家和地区有一个清晰全面

的认识.但综观国内外相关研究,国内对哈萨克斯坦土地问题的研究存在不少矛盾与错讹之处,陷入了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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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情况、情况还没有介绍清楚”的尴尬境地;而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学者的研究又缺少更宏阔的发展视角,
对土地问题的认识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哈萨克斯坦是中亚重要的转轨国家,对其土地制度改革历

程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哈萨克斯坦独立后进行了土地私有化改革,近３０年时间过去了,这一改

革的绩效究竟如何? 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与农业发展之间形成了何种互动关系? 土地制度改革背后有着什么

样的政经逻辑? 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为推进中哈农业合作提供参考,亦可为中国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提供借鉴.

２　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总览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１９９１年年底宣布独立,随即便开启了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其中

的一部分.哈萨克斯坦独立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大致可以划分为农场私有化、农地股份化、农地私有化和再私

有化四个阶段.

２１　第一阶段:农场私有化与农业经营体制的初步调整 (１９９１—１９９４年)

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宣布独立.早在这一年的６－７月,哈萨克斯坦就颁布并施行了 «土地

改革法»和 «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规定了所有制改革的基本规则和主要程序.此后两年里,哈萨克斯坦

政府又相继颁布了 «关于加速物质生产部门资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工作措施的总统令»和 «关于农工综合体

国营农业、采购、加工和服务性企业资产私有化补充措施的总统令».两项法令对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私

有化作出了系列部署[１].１９９３年开始,哈萨克斯坦着手将原来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财产 (牲畜、农业机

械、农场设备、建筑物和土地)以份额形式量化分配给有资格的农户,再由这些人建立以私有财产权利为基

础并具有法人权利的小型企业、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及其联合体.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共有１９６２个国营农场

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私有化[２].
这一阶段的改革实现的是 “农场私有化”而非 “土地私有化”.通过改革,农场的设施设备已经实质性

私有化了,但土地仍旧为国家所有.所谓分配给农户的只是一些虚拟的土地份额,这些份额是为了改革重构

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需要而设立的,并不涉及权属调整.对于１９９１年６月通过的 «土地改革法»,纳扎尔

巴耶夫认为,这部法律的使命是 “为各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有效地发挥作用创造法律基础和经济条件.与此

同时,这部法律并没有推行私有制”[２].同年７月颁布的 «非国有化和私有化法»规定土地是哈萨克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专有财产,并对农业企业和农场以永久保有或租赁方式获得土地作出特别限制[１].也就是

说,上述法律明确将土地排除在私有化对象之外.
与一般性国有资产采取的 “去国有化”改革不同,这一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实行的是 “去集体化”

改革.法律上已经不再承认集体对土地的支配权,但仍旧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场私有化中将国营农场

和集体农庄重新登记为农场企业,主要是从名义上理顺所有制关系,使农业经营体制符合独立后的国家性质

和法律体系,本质上是为国家的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奠定合法性框架.

２２　第二阶段:农地股份化与国营和集体农业的解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

１９９５年 «宪法»允许了私有土地的存在,但不包括农用地.该法规定: “土地及其地下资源、水资源、
植物、动物及其他自然资源均属于国家所有.土地可依据法律规定的原则、条件和范围成为私有财产.”① 纳

扎尔巴耶夫说:“１９９５年全民公决通过的国家宪法在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在哈萨克斯坦,土地既可属于

国家所有,也可属于私人所有.”[２]这一年１２月,纳扎尔巴耶夫颁布了 «关于土地»总统令 (PresidentOrder
onLand),将土地控制权从国家移交给农场企业,其中包括向个人和法人提供为期９９年的长期土地租赁,
但仍旧将农用地排除在允许私有的土地范围之外[３].

这一阶段改革的重大进展在于农户土地份额的实体化,也就是股权化. «关于土地»总统令明确为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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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份额的农户颁发土地股权证书,并承认这些群体对土地股权的永久保有权.截至 １９９７ 年,约有

２２７７０００份土地股份无偿分配给农户,所涉及的土地面积达１１８亿公顷[４].纳扎尔巴耶夫说:土地使用权

已经成为民法行为的对象.土地保有权可以买卖、利用和租赁,这种权利实际上同土地私有权已无多大

差别.[２]

与上述措施并行的是原有农业生产单位的破产.面对独立后大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经营困难、资不抵

债的困境,哈萨克斯坦政府果断采取了破产措施.１９９８—２００１年,共有２２８４个农业生产单位被宣布破产.
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建了３５万个家庭农场,主要集中在南哈萨克斯坦州和阿拉木图州[２],这是南方的情

形.而在北方,主要是大型粮食加工企业通过垂直整合,组建了一批公司农场[４].
农户股权流转和原农业生产单位的破产意味着国营和集体农业的实质性解体.到２００２年,农民的土地

股权基本都完成了第一轮换手,奠定了此后哈萨克斯坦土地产权的基本结构 (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２年哈萨克斯坦土地股权交易结构和群体特征

交易方式 占比/％ 主要群体特征

组建公司农场 １８
　前国有农场、集体农场的管理层及其亲属,以及其他部分见多识广、富有企业家

精神的人

组建家庭农场 ２９
　前国有农场、集体农场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其他部分拥有农业机械或融资来源

的人

无人认领或退还政府 １８
　部分农村居民,一部分人从未认领股份,还有一部分人移居城市或其他国家而选

择放弃了股份

出租 ２８ 　退休人员,教师、医生等社会事业工作者,企业雇员以及部分穷人

出售给了农场或他人 ７ 　—

　　资料来源:NoraDudwick等[４].

上述措施为土地制度深化改革铺平了道路.第一,改革将土地股权量化到农户,解决了共同共有产权如

何按份分割的问题,这是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关键一环.第二,哈萨克斯坦的土地股份从一开始就具备占

有、使用、收益乃至入股、出租、出售等权能,这实际上带有准私有产权的性质.第三,农民通过土地股份

的交易完成了一次作为市场主体的训练,这对于传统集体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转型而言或许是最为重要的.正

如纳扎尔巴耶夫所认识到的: “农村国民开始习惯土地所有者的角色,要求他们以最佳方式利用新的机会.
而正是农民意识的这种变化成为使我们向实行土地私有制———向通过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新土地法典迈出最坚

定步伐的一个台阶.”[２]

２３　第三阶段:农地私有化与多元农业经营体制的确立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

２００３年,哈萨克斯坦通过了新的 «土地法典»,其最重大、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实行农地私有制.此外,
法律还在最大程度上为农地的私有化提供便利条件.例如该法规定:购买者 “可以按清册价值 (估价)或按

政府规定的相当于清册价值７５％的优惠价格获得上述土地所有权.这两种情况下都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

赎买土地,期限不超过１０年.”[２]同时,这部法律仍旧保持了４９年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如果农民不希望购

买,而是想继续向国家租赁土地,也是可以的.
«土地法典»实际是一个各方意见平衡的结果.改革的背后形成了两派意见:一派害怕土地会被大地产

商收购进而引起土地兼并,而另一派则担心因为大型农场解体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在２００３年 «土
地法典»中既有防范土地兼并的条款 (对私有土地规模进行限制),又有防止农场解体的条款 (对土地股权

转租进行限制).但由于纳扎尔巴耶夫的支持,后一派显然占据上风.

２００３年 «土地法典»第１７０条就是上述结果的反映.该条款规定: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以前,农民必须通过购

买将他们的股权转换为实体的土地,或者是将股权转让给农场企业.如果到期不能就上述两种方案中一种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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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那么他们的股权将被政府收回[４].这一条款实施以后,意味着土地产权将进一步集中到原国营农场和集

体农庄的管理层、技术人员手中,进而确保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农场企业不会因为改革而分割或破产.
在哈萨克斯坦人看来这一阶段的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通过改革,以企业农场和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多元

农业经营体系得到确立,一部分靠地租的食利者退出了农业领域,土地得以逐步转移到真正从事农业的人手

中.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哈萨克斯坦已经建立起 “文明的土地关系”,国家接下来的任务是为实现农业的高

生产率和竞争力创造条件[２].

２４　第四阶段:再私有化与土地制度改革引发的动荡 (２０１５年至今)
尽管法律规定允许私人拥有土地,但真正实现了私有的土地比例很低,大量的土地实际上是以向国家租

赁的名义被私人占有.２００４年,国家出售的农地大约为３万公顷,根据纳扎尔巴耶夫的估计, «土地法典»
推行后的１０年内,将有１０％~１５％的农地会被赎买[２].然而实际情况远远低于这一数字.直到２０１６年也只

有１３０万公顷农地归私人所有,占哈萨克斯坦农用地总面积的比重尚不足１％,大部分农场是通过租赁国家

土地进行经营[５].面对这一尴尬局面,再加之哈萨克斯坦独立后农牧业一蹶不振,促使纳扎尔巴耶夫下决心

进一步推动土地的租售和出租,笔者将之称为 “再私有化”.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哈萨克斯坦立法机构通过决议,对现行 «土地法典»进行修订.这次法律修订的核心内容

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将外国人租赁哈萨克斯坦农业用地的最高期限由１０年延长到２５年;二是允许通过公开

拍卖向哈萨克斯坦公民低价出售农业用地.按照哈萨克斯坦政府的说法,这次法律修订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各

方面资本进入农业领域,以改善该国农业近年来持续疲弱的状况.２０１６年１月,纳扎尔巴耶夫在 «实现哈萨

克斯坦梦想之路———国家百步计划»一文中指出,根据修改和补充后的 «土地法»规定,政府将分阶段出售

１８亿公顷农用耕地.他还表示,土地将通过拍卖形式出售给哈萨克斯坦自然人和法人,土地售价的５０％可

采取分期付款方式,且付款期限可长达１０年[６].
按照原定计划,新通过的 «土地法»修正案将于２０１６年７月１日正式实施.但２０１６年春,哈萨克斯坦爆

发了针对 «土地法»修订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鉴于此,纳扎尔巴耶夫不得不下令暂停新修正案的实施,并

撤换了国家经济部、农业部的多名高级官员.为应对这一状况,哈萨克斯坦政府副总理牵头组建了一个专门的

“土地改革委员会”,吸纳了商界、学界、媒体、非政府组织等各界人士７０多人参与,一方面希望开展广泛的分

析咨询工作,另一方面希望借此对民众宣传阐释改革理念.但这些努力短时间内没有取得进展.２０１６年５月,
纳扎尔巴耶夫发布总统令,宣布在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之前暂停此次 «土地法»修正案相关内容的实施①.

３　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估

在土地制度的评估中,通常可基于 “效率 公平 稳定”的三维框架来进行分析.短期看,效率似乎与公

平、稳定之间存有矛盾;但从长期来看,三者实际是一码事.没有效率很难谈得上公平,而不顾公平亦有可

能同时损失效率与稳定.

３１　效率分析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来自苏联的农业投入出现断崖式减少,而自身又缺乏相应的生产基础,直接引发了全

国性的农业危机.以最重要的农机和化肥为例: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农业部门能得到４２万台拖拉机和２５万台

联合收割机,而１９９４年只得到７８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一台也没有.苏联解体前,哈萨克斯坦每年施用化

肥约１２０万吨,而１９９４年仅施用了２５万吨[７].此后哈萨克斯坦不但农畜产品产量大幅下滑,连耕地数量也

大幅减少,农牧业产能至今也没有恢复.
第一,农畜产品产量总体偏低,且波动很大.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农畜产品产量始终在低位徘徊.

１９９８年,谷物产量最低时只有６３８万吨,２０１１年最高达到２６８３万吨,但也没有恢复到独立前水平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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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２０１７年,哈萨克斯坦谷物产量平均每年在２０００万吨左右,不足独立前水平的７０％;畜牧业生产能力回

升比较显著,但每年的平均产量也仅在独立前水平的７０％左右徘徊 (图２).与此同时,产量波动问题始终没有

解决.尤其是农产品,丰年欠年之间的产量波动能够达到５０％,这显然不是一个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系所应该

具有的状态.

图１　哈萨克斯坦谷物产量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年)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公开数据 (https://dataworldbankorgcn/).图３同.

图２　哈萨克斯坦畜牧业生产指数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

第二,耕地面积大幅减少,农业生产单产水平低.耕地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包括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因

素,哈萨克斯坦这两方面都不尽人意.哈萨克斯坦耕地面积比独立前减少了５００万公顷以上,谷物耕地更是

减少了７００万公顷以上,且多年来未得到有效恢复 (图３),这在和平时期的大多数国家是不多见的.当然这

与哈萨克斯坦特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有关.哈萨克斯坦大部分农地处于草原荒漠地带,长年干旱少雨,必须

依靠大量的灌溉、农业机械投入才能勉强维持耕作.一旦这些农业基础投入不足,很多土地就会变为熟荒

地,不再适合耕作.能够勉强维持耕作的土地单产水平也十分低下,不但远远低于中国,而且很多年份只能

达到耕作条件类似的俄罗斯的一半左右 (图４).
第三,即便在大量补贴条件下,企业农场仍旧亏损严重.根据世界银行２００７年的评估,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

(对应上述改革第二阶段),有超过一半的企业农场处于亏损状态,这期间的全部企业的年平均利润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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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哈萨克斯坦耕地面积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

图４　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谷物单产水平比较 (１９９２—２０１７年)

－２％,也就是总体亏损,最差的一年 (１９９８年)亏损达到２５７％ (表２).此后企业农场经营状况有所好

转,根据可获得的数据,哈萨克斯坦大中型企业农场在２０１３年的利润率为４５％[１０],２０１５年时达到过

１７７①.总体来看,企业农场盈利能力仍然波动很大,且平均水平与改革初期相比并无实质性的提升.即便

这样的局面,还是国家大量补贴的结果.世界银行评估认为,哈萨克斯坦企业农场的盈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

得益于政府的支持和信贷项目,而这些项目的资金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石油收入[４].从改革初期一直到现

在,这样的补贴一直在继续.２０１４年,依据 “农业企业—２０２０”计划,为了 “恢复农工综合体的健康”,哈

萨克斯坦政府又批准了 “一揽子”刺激方案[８].

表２　哈萨克斯坦企业农场盈利能力 (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

年份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平均水平

亏损企业比例/％ ７８５ — ７２４ ７８５ ４９５ ５１６ ５１９ ４８９ ６１６

全部企业利润率/％ －２３５ — －２０９ －２５７ １４６ １９８ １４６ ７０ －２０

　　数据来源:NoraDudwick等[４].

第四,哈萨克斯坦农产品竞争力看似不弱,但这是靠广种薄收取得的.１９９２年以来,哈萨克斯坦一直稳

居世界前十大小麦出口国.哈萨克斯坦小麦在国际市场上很有竞争力,中国贸易商从哈萨克斯坦向中国进口

小麦,加上６５％的配额外关税仍然有利可图.但这种竞争力是一种广种薄收、不计产能的 “竞争力”.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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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完整的国家战略和市场主体的充分竞争,哈萨克斯坦仍旧没有形成土地市场体系、农田质量建设体系、
专业化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以及高素质的农民体系.直到今天,哈萨克斯坦农业仍处于 “望天收”状态.如

果按照土地产出率计算,哈萨克斯坦农业效率在世界上几乎垫底;如果按照正常农业生产的全要素成本计

算,哈萨克斯坦农业亏损难以估量.据笔者在北哈萨克斯坦州的调研,农民租种土地每年的租金只要８元人

民币,这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的要素价格,而更接近于 “公地悲剧”下的随意使用.当然有人可能说在哈萨克

斯坦内部诸多要素可以不计成本,那这只能理解为国家以折损比较优势为代价承担了这些损失.这样的做法

在全球化时代不具有可持续性.

３２　公平分析

考察土地制度改革的公平性,通常包括土地数量平等,分配方式带来的机会平等及后续政策倾向的公平

等因素.几个方面都反映出,哈萨克斯坦的土地制度改革带有较强的 “精英俘获”色彩,精英阶层对土地资

源的非市场化配置挤占了市场的效率空间.
第一,初始分配中,土地数量处于隐性平等状态.通过股权 (证券)方式推进产权改革是原苏东国家的

一个典型做法,哈萨克斯坦的土地股份化可以看作这类改革的一种形式.改革的预设,是将原农业生产单位

的土地资源刨除公共用地之后,以份额形式均分到人.表面上看,这一分配原则不可谓不平等.但实际上,
正如此前在表１中提到的,有１８％的份额无人认领或者退还政府;还有２８％的人出租土地份额,但后来份额

形式的出租被禁止,这些人也被迫以极低的价格退出了土地股权.最终,原农业生产单位的大部分土地其实

都落于那４７％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手中,而这部分人并没有足额支付对价.
第二,分配方式上,官僚精英垄断多数获利机会.土地数量不平等的背后是分配方式的不公平,这几乎

是转轨国家的通病.研究显示,农村居民普遍认为原来的农场经理在农业资产和土地的再分配中起着关键作

用[９].其他一些早期研究者以及笔者的实地访谈也都证实了这一点 (表３).

表３　不同受访者对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的看法

序号 访问时间 受访者 所在地区 身份 观点与态度

(１) ２００３年 Anna 阿克莫拉 地方政府文员

　当土地在１９９８年分配时,人们被要求 “自愿”将股份租

给重组后的农场.５年来,农场管理层故意记录较低的收成,
以逃避租金

(２) ２００５年 匿名 阿拉木图 集体农庄工人

　农场资产和土地分配都是不公平的,一切都取决于农场经

理,奶牛场、土地和农业机械都归他所有.农场经理在政府

有强大的保护伞

(３) ２０１９年 匿名 努尔苏丹 农业部门官员

　早期的改革主要是 “换牌作业”,原来国有企业或集体农

庄的领导通常直接成为私人农场主.但现在变化很大,他们

中很多人已经破产 (或者说把资产变现)

　　资料来源:(１)NoraDudwick等[４].(２)KazbekToleubayev,KeesJansen,ArnoldvanHuisKnowledgeandagrariandeＧcollectivisationin
KazakhstanTheJournalofPeasantStudies,２０１０,３７ (２).(３)笔者现场访谈.

精英阶层之所以能够垄断获利机会,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哈萨克斯坦的土地改革缺少普遍

的动员过程,几乎没有人认真地向农民解释他们将获得的权利、机会和责任.世界银行调查的６００户家庭

中,３９％的农户回答不知道私有化意味着什么,２９％的农户回答从未有人与他们讨论过私有化有关问题[１０].
待到２００３年 «土地法典»颁布时,类似的场景再次出现.如前所述,该法１７０条规定了土地股权购买或转

让的相关事项,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向广大农民详细阐述具体实施的法律程序.很多不了解情况的农民因为缺

少资金而恐慌,而一些有实力的人则借机低价购入土地[３].
第三,政策倾向上,低效主体反而得到更多扶持.从改革伊始,哈萨克斯坦的政策就一直强调大规模农

场的好处,不断通过宣传和政策手段敦促农民将他们的土地转让给大规模的农场 (主要是企业农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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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的证据:①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国家农业综合粮食计划中的绝大多数的农资综合补贴都流向了企业农场[１１];

②２００３年禁止土地股权流转,受到压力最大的是家庭农场,因为这些农场主缺少足够的资金收储土地.然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萨克斯坦企业农场的土地产出率仅仅是家庭农场的一半.即使排除掉单个农场因为规

模原因带来的一部分技术非效率,企业农场与家庭农场之间也显然存在巨大的效率鸿沟.而且前者在２０００—

２０１６年的平均土地产出率也已经远远落后 (表４).也就是说,国家扶持政策长期投入到低效的生产部门,
出现了资源与效率的错配.这不符合现代经济竞争的一般规则,既损失效率,更不利公平.哈萨克斯坦独立

以来对企业农场的 “软预算约束”是该国农业长期低迷的重要原因.

表４　企业农场与家庭农场土地产出率比较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年)

指标 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６年
平均土地产出率/

(坚戈/公顷)

企业农场
播种面积/万公顷 １０８６ １０２７ １２４３ １２９２ １３００

种植业产值/百万坚戈 ８４７４４ １４７１５６ ３３３７０５ ２８８４２５ ６２８２６２
２４９００

家庭农场
播种面积/万公顷 ４８５ ７２５ ７４３ ８０２ ８２４

种植业产值/百万坚戈 ７８１５８ １６０２７７ ２６７３６３ ４２９００３ ７９６４８４
４８３００

　　数据来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统计年鉴 (http://statgovkz).
注:本表主要目的是反映两种农场的生产率关系,故不进行现价和汇率换算,而是使用本国货币的当年价格进行表示.

３３　稳定分析

从有关机构的评级看,哈萨克斯坦应当划归稳定国家之列,自其独立近３０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

社会冲突.２０２２年年初发生了规模较大的骚乱,不过很快就得到了平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不满

情绪在上升,人们要求在各个领域进行变革的呼声渐涨[１２].总体来看,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至今未对社

会稳定带来明显冲击,但随着一些长期被遮蔽的问题逐步暴露,相关问题的风险指数呈上升态势.
第一,虽然土地制度改革未对社会稳定带来明显冲击,但未来预期不明朗.尽管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

革的公平性并不强,但世界银行２００４年的调查却显示,有５９８３％的受访者认为哈萨克斯坦改革中土地分配

比较公平[４].实际上,即便这一数据是当时民众认识的真实反映,那么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 “直观性事实”
而非 “标准性事实”.正如前面分析过的,农民实际上并不真正清楚土地改革的含义与意义.不过作为一个

客观情况,这一认识确实是哈萨克斯坦并不公平的改革却并未引发社会动荡的一个基础原因.　
除此之外,还有三个重要原因也促成了哈萨克斯坦土地改革进程中的总体稳定.一是粮食供给能够充分

满足国内需求.可以说从苏联时代后期,哈萨克斯坦人就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在独立后粮食产量最低的年份

里,也基本可以保证哈萨克斯坦人民温饱无虞.二是土地分配中利益受损者多具有稳定的就业.再回到表１,
可以发现改革中最主要的利益受损者是退休人员、教师、医生等社会事业工作者以及企业雇员.尽管行业不

一,但归根结底都是有工资收入或养老金的人,这部分人不会因为一点土地股权 (况且是收购而非直接掠

夺)与政府对立.三是 “石油繁荣”带来了非农收入的提高.在石油天然气产业繁荣的时期,能源产业给

哈萨克斯坦提供了大量低技能、高收入的就业岗位,有效缩小了城乡和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１３].但是上述条

件也在发生改变,近些年每每遇到天然气价格波动就会引发各种抗议行动, “石油繁荣”带来的稳定还能维

持多久也是未知数.
第二,土地管理水平较低,产权和经界的混乱有可能诱发土地冲突.在世界银行２０１９年全球营商环境评估

中,哈萨克斯坦得分为７７８９,在全球排名２８位.这个成绩不但超过中亚各国,而且超过俄罗斯.但其土地管

理质量指数得分只有１７,排在全球７０名开外,在中亚也仅高于塔吉克斯坦 (表５).这反映出土地制度已经成

为哈萨克斯坦发展的短板.当然这一评估主要是针对城市土地,可以推想,如若城市尚且如此,农村土地管理

则更是等而下之.笔者的实地调查证明了这一推断.大量农场 (村庄)未经过严格的土地测绘,农业和土地管

理部门都缺少关于这些农场 (村庄)完整的地籍资料.大量土地产权模糊,几乎成为 “公地”;很多小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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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根本无须付费,找到空地就可以种.在土地不值钱的情况下这样最多是一种核算上的困难,但如果一旦

土地价值大幅上涨,那么必然会带来土地冲突.这样的例子在很多国家的高速发展阶段不胜枚举.

表５　相关国家营商环境便利度和土地管理质量指数比较

国家
营商环境便利度分数

(满分１００)
营商环境便利度排名

(全球１９０个国家)
土地管理质量指数

(满分３０)

哈萨克斯坦 ７７８９ ２８ １７

俄罗斯 ７７３７ ３１ ２６

吉尔吉斯斯坦 ６８３３ ７０ ２４

乌兹别克斯坦 ６７４ ７６ １８５

塔吉克斯坦 ５７１１ １２６ ７５

土库曼斯坦 — — —

　　资料来源:２０１９年营商环境报告.

第三,土地制度改革的政治逻辑不彻底,在意识形态层面存在深刻的纠结与紧张.前述各个阶段并不能

反映政策的逻辑演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政策层面的反映[３].这为后来哈萨

克斯坦土地问题 “政治化”和土地冲突频发埋下了伏笔.一是土地政策不稳定且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哈萨克

斯坦独立以来近３０年时间里,土地政策调整缺少一个一以贯之的指导思想,尤其是租期反复变动 (表６).
而在实际操作中,哈萨克斯坦针对国内的４９年的使用权期限又往往能够达到７９年.这７９年里包括:①１０
年的短期使用;②２０年的初次使用;③４９年的长期使用①.此外,还有很多外国投资商通过与本国农民的

“联营合作”,绕过法律上对外国人租购土地的限制.二是土地制度改革与宏观意识形态存在冲突.从全局而

言,近些年弥漫哈萨克斯坦社会的主流思想不是 “再私有化”而是 “再国有化”.哈萨克斯坦在开放发展中

担心重要资源落入外国势力控制,于２０１１年出台了 «国家国有化法»,对战略性资源 (资产)的处置作出特

别规定,其中就包括国家对土地的强制转让机制[１４].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２０１６年启动鼓励土地私有化和扩

大土地开放的改革政策会遭遇抵制也就不足为奇了.

表６　哈萨克斯坦农地租期变动情况

年份 法律 (法令)
本国公民和法人

土地使用权期限

外国公民和法人

土地租赁期限
备注

１９９５ «关于土地»总统令 短期３年,长期３~９９年 ——— 　不能拥有永久土地使用权,临时土地使

用权未作区别规定

２００１ «土地法» 短期５年,长期５~４９年 １０年

２００３ «土地法典» 短期１０年,长期１０~４９年 １０年

２０１５ «土地法»修正案 短期１０年,长期１０~４９年 ２５年 　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暂停实施

　　资料来源: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司法部 (http://adiletzankz/rus).
注:土地使用权与土地租赁有本质区别,按照哈萨克斯坦法律前者具有财产权属性,后者只依据租赁合同享有相关权利.

４　困顿及其本质: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的政经逻辑

上述分析比较完整地呈现了改革的过程和效果,但对其学理逻辑的刻画则尚显不足.其中一个关键的模

糊之处在于:理论上讲,产权明晰将有利于激励结构和交易结构的改善,进而带来经济效率的提升.如果说

投入断崖式减少是哈萨克斯坦农业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哈萨克斯坦的土地产权改革为什么没能扭转这一困

局,反而使农业发展陷入了长期的衰落呢?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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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资料来源于２０１９年９月３０日,在阿拉木图与哈萨克斯坦一体化基金会何成的访谈.



４１　产权改革并未扣住哈萨克斯坦农业发展的关键命门

谭秋成在对中东欧国家集体农业解体的分析中得出一个很重要的认识:中国改革是在一个缺乏分工、自

给自足的经济中起步的,农业部门与市场和分工网络的联系薄弱,这时产权和积极性是生产力改进的决定因

素;而中东欧诸国分工相对发达,影响生产力改进的主要是农业内部协作及与之相关部门的交易效率.因此

在１９８０—１９８９年,中国的土地产权改革的效果立竿见影,而中东欧国家的改革则由于对农业产业体系和生

产体系的冲击而导致生产能力的下滑[１５].
哈萨克斯坦独立时的情况与后者非常相似.哈萨克斯坦历史上以游牧为主,直到１９５０—１９５９年苏联大

垦荒之后农业才真正起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加盟共和国只是举国体制下的一个生产单元,经济结构十

分单一.哈萨克斯坦主要负责粮畜和矿产等基础产品生产,其他方面的物资几乎完全靠苏联的工业体系支

撑.作为苏联体制下的一个生产单元,苏联时代哈萨克斯坦农业已经深度卷入和依赖苏联整体的产业部门分

工,其独立后施行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不可能带来像中国那样大的溢出效应.结果反而是生产装备的短缺与

产权制度改革在时间上交叠,改革的正效应被短缺遮蔽了.
如果说哈萨克斯坦独立初期的情况是短缺遮蔽了改革,那么此后的情况恐怕就是私有化遮蔽了市场和法

治.对哈萨克斯坦的情况来说,尽管产权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带来很大的经济红利,但从长期看,如果改革

措施到位还是能够为经济稳定奠定基础.但问题是,哈萨克斯坦后续的改革中只见私有化的盲目挺近,但缺

乏政府运作和交易网络的同步变革,整个国家的市场化和法治化严重缺失,不仅使改革效应大打折扣,还将

哈萨克斯坦土地问题拖入泥潭.这其实是很多转轨国家的通病.世界各国的改革实践皆证明,如果没有一套

平衡性的制度安排和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孤立的产权改革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４２　改革方向偏差制约了哈萨克斯坦专业农户阶层的崛起

专业农户是农业现代化的承载力量,遍观世界上农业发达的国家,无不是以专业农户经营下的家庭农场

为基本单元的.纳扎尔巴耶夫念兹在兹的事情就是培育一个善于经营的农业有产者阶层.然而事与愿违,直

到今天在哈萨克斯坦的广袤田野上仍旧难以找到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农户.
理论上讲,应该通过一套合理的土地分配机制实现产权分配的初始公平,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化机制促

成农业经营者间的竞争,淘汰竞争力较弱的低效率农户,从而实现土地规模化和专业农户崛起.在这个过程

中,政府主要发挥保护土地产权、促进地权交易和构建农业专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从纳扎尔巴耶夫本人的

陈述来看,其出发点与此并无二致.他认为: “不确定土地的真正所有者,就不能建立有效的市场机制,而

这首先就涉及作为农业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２]并进一步强调: “选择新土地主人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土地利

用效率.在向新的市场关系过渡的条件下,土地所有者那里存在着一个重大问题———独立从事生产,这种生

产的成就不仅取决于土地所有者善于经营土地,而且还取决于他善于管理土地.新土地所有者应该是训练有

素、会组织生产过程的管理者.”[２]

然而遗憾的是,在实际操作中纳扎尔巴耶夫逐步背离了这一路径.其中最关键的失误出现在对专业农户

的认识上面.从一开始,他就认定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领导者阶层是哈萨克斯坦农业可以依赖的力量,并

通过行政命令支持他们直接获取大量土地.他指出: “为了保持生产形势稳定的大型国营农场的完整性,在

这些农场担任领导工作２０年的管理者可分得农场财产股份的１０％,此外,１０％的财产股份交给他管理５年.
如果经营活动取得良好效益,那么５年之后,这些股份也归他所有.”[２]

然而,谁又能够证明这些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经营者具有更好的经营能力呢? 这恐怕是决策者的一厢

情愿了.专业农户需要具备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这些素质只有在市场竞争中才能准确识别出

来.集体经济时代的管理层,不可能直接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经营者.哈萨克斯坦农业经营体系的现实已经宣

告了上述改革的失败.

４３　不公正的改革是哈萨克斯坦土地问题陷入困顿的根源

苏东国家的改革历史上,有两种私有化方式:一种是 “大众私有化”,主要特征是通过把国有 (集体)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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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证券化由全社会分配股权,也叫 “人民私有化”或 “证券私有化”;另一种是 “自发私有化”,主要特征

是官员通过特殊渠道直接将资产 “化公为私”,也被称作 “官员私有化”或 “权贵资本主义”[１６].前者以捷克

为代表,后者以波兰和俄罗斯为代表.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的早期具有明显的 “大众私有化”特征,但

２００３年 «土地法典»的颁布标志着其向 “自发私有化”转变,因为在这部法律中对少数管理者获取土地所有

权具有明显的倾向性.问题在于,自此之后土地私有化的口号高歌猛进,但实质性的产权改革并未获得实质

性的推进,由此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第一,产权改革停滞不前,土地市场发育缓慢.产权理论中,如果交易费用为零,那么效率与初始产权

界定无关.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费用不可能为零.像哈萨克斯坦这样的国家,产权换手的交易成本更是无

比之高,放开农用地交易２０年仍旧没有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市场.据一位哈萨克斯坦官员讲,哈萨克斯坦土

地分配的不平等性很高,少数人掌握大量土地,而且这些土地产权长期处于模糊状态.
第二,产权改革滞后的背后是 “权力支配财产”的隐蔽逻辑.我们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 “土

地问题的关键不是公有还是私有的问题,而是公权 (力)如何对待私权 (利)的问题.”[１７]为何哈萨克斯坦很

早就放开了所谓农村土地的交易,允许土地私有和买卖,却难以形成真正的土地市场? 其背后的逻辑是:无

权者无从购买,有权者无须购买.一方面,无权势者在权力和制度的 “中心—边缘”结构下,或者不敢大胆

投资,或者希望投资购买却没有渠道;另一方面,有权势者无需投入大量资本便获取利益.比如过去国营农

场和集体农庄的官员可以通过 “长期租赁”的方式控制土地,自然失去了购买的动力.
第三,产权改革公正性缺失制约着土地制度的现代化进程.从经典意义上讲,近代以来的土地革命和土

地改革所承载的历史意蕴不仅仅是土地数量的重新分配,而是带有供给自由、建构平等、告别宗法等级和权

力支配的象征意味[１７].在针对土地问题的抗议中,一些农民或是批评政府的土地政策,或是将矛头指向地方范

围内的土地不平等,皆与改革历史上的公正性缺失有关.公正的改革往往有利于促成历史的和解,而哈萨克斯

坦在目前的情况下进退维谷,其土地制度 (背后是全局性的政治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将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５　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改革及中哈农业合作的前景

随着此前 «土地法»修正案冻结期限的邻近,土地问题开始重回政策议程.综合笔者的实地调查以及当

地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哈萨克斯坦各界对土地制度改革的认识分歧较大.关于未来的走势与前景,可以作

两点判断:
第一,国内反对土地改革的声音很多,哈萨克斯坦政府已经宣布禁止向外国公民和外国公司出售和出租

农业用地.此前确定的 «土地法»修正案冻结期限是２０２１年年末,但实际上还没等到这个时间,迫于各方

压力,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已经于２０２０年７月宣布改革不再继续,并且强调 “不会再重新讨论这一问

题”[１８].从公布的内容看,哈萨克斯坦土地制度将回到２００３年甚至更早的轨道上去,这意味着哈萨克斯坦土

地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保守周期.
第二,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投资土地的时机尚不成熟,未来中哈农业合作需在其他方面挖掘潜力.一是随着

中国国力增强和世界影响的扩大,哈萨克斯坦精英阶层对中国企业扩大土地租赁经营规模的担忧会长期存在甚

至还可能加重.二是哈萨克斯坦现行土地法对外国人租赁土地的保护很不完善,且其本国土地产权亦不明晰,
投资土地的经济风险较大.三是大规模土地经营有可能被哈萨克斯坦反对势力利用,将矛头指向中国“租地扩张”.

考虑到上述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哈农业合作宜优先在技术合作和人才培养方面寻求突破,尽量避免直接

的土地经营或从事 “开发性进口”,以防被哈萨克斯坦反对势力利用,将矛头指向中国 “租地扩张”并借此

影响哈萨克斯坦政治及中哈关系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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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ocation,butthelackofreformjusticemayleadthelandproblemintoadilemmaInviewofthis,ChinaＧ
Kazakhstanagriculturalcooperationshouldprioritizetechnologyandhumanresourcescooperation,avoiddiＧ
rectlandmanagementor“developmentimport”,targetChina’s“landleaseexpansion”,andtherebyaffect
normaldevelopmentofChinaＧKazakhstanrelations
Keywords:Kazakhstan;LandSystem;OneBeltandOneRoad;TransitionCountries

(责任编辑　张雯婷　张雪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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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度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９年全球和中国的棉花

贸易网络特征.研究发现:①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规模稳定且区域联系逐渐

紧密,棉花贸易集中化趋势显著,未来贸易国之间 “组团式”发展将成为主流;②亚

洲、欧洲、非洲的地理相邻优势将提高相互贸易密度,贸易网络中影响格局演化的国

家数量增多,中国、孟加拉国、土耳其等棉花进口国的贸易对象选择对贸易格局的演

变有重要的推动作用;③中国、美国、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国是贸易网络中

重要的核心节点,并影响全球棉花贸易的格局以及资源调配,主要进出口国对贸易网

络的稳定性起决定性作用;④中国在贸易规则的制定与协调上具备高潜力,进口来源

集中度较高,需重视潜在供给风险.建议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降低产业贸易风

险,切实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产业迈上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关键词:社会网络;棉花贸易;贸易关系;贸易地位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４００３

１　引言

棉花是纺织品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天然纤维,是全球最主要的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之一.棉花产业的高外

向性使其从生产采摘到纺织销售各环节都具有显著的全球化特性,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棉花的种植生产和消

费在空间分布上已存在显著差异[１].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来,中国棉花产业国际化进程日益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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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纺织业深度融入全球纺织服装供应链和价值链,促进了中国棉花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棉花进口量约占

全球进口总量的四分之一,纺织品出口约占全球纺织品出口的三分之一[２Ｇ３].
中国已然成为全球棉花贸易大国,但 “大而不强”的问题一直存在.全球纺织中心正向比中国人工成

本、贸易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再加上中美贸易摩擦、“抵制新疆棉”[４]等事件,使棉花贸易格局更加

错综复杂,深刻影响中国棉花产业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加剧全球棉花产业链、供应链运行的不确

定性[５].在此背景下,全球棉花贸易格局或将继续产生较大变化.产不足需是中国棉花供求的基本特点[２],
棉花进口是中国棉花产业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途径,因此,掌握全球棉花贸易格局变化特征,分析中国参与

全球棉花贸易的潜在风险,对中国棉花产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现有对全球棉花贸易格局的研究主要以贸易额、消费量、价格波动等指标为切入点,聚焦重要国家在进

口格局中的消费量增长和进口量变化,研究认为进口格局随纺织服装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通过分析单产等产

能指标以及出口量变化,认为棉花出口格局中心将稳定在自然禀赋和生产技术良好的国家[６Ｇ９],这意味着全

球经济转型升级、国家要素禀赋等因素影响棉花贸易格局变化.加入 WTO 以来,中国棉花产业在国际市场

中的贸易竞争优势逐渐下滑,陷于库存量、产量、进口量 “三量齐增”的尴尬境地[１０],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

列积极的政策措施[１１Ｇ１２],可见融入全球贸易格局对棉花产业链上的国家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本文拟采用网络分析方法,以全球棉花贸易格局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９年３个

时间点上的棉花贸易网络拓扑指标,从整体、局部到个体多层次地分析入世以来全球以及中国的棉花贸易网

络格局演化特征和动因.通过揭示棉花贸易格局的复杂演变,为未来中国棉花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提

升提供参考.

２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２１　研究方法

早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应用在国际贸易领域,如跨国贸易及贸易网络的结构性变

化[１３Ｇ１４],其优势在于运用数学分析方法揭示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系统动态[１５Ｇ１７].近年国内外学者也应用该

方法对大豆、大麦和苹果等农产品的贸易网络结构和变化特点进行研究[１８Ｇ２０].

２１１　棉花贸易网络构建

棉花贸易网络 (G)是以棉花贸易国家 (地区)为网络节点,以国家 (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为节点的

边,由节点和边共同构成:

G＝ (V,E,W) (１)
式 (１)中,V 代表所有节点 (国家)的集合;E 代表所有边 (贸易关系)的集合;W 是在t年i国和j

国的贸易流量w 的集合,是边的权重,应用于加权网络.下文中将基于无权计算的贸易网络指标 (密度和聚

类系数、三类中心性),分析宏观上棉花贸易主体之间的联系;基于加权计算的贸易网络指标 (模块化、节

点度和加权度),分析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强度、区域联系等特征.

２１２　棉花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指标

(１)密度和聚类系数

网络密度 (M)和聚类系数 (S)是对网络结构整体特征的宏观描述,取值为 [０,１],数值越大,代表

贸易国家 (地区)之间联系越紧密[２１].基于有向网络有:

M ＝
r

n(n－１) (２)

S＝
２ri

ni(ni－１) (３)

式 (２)、式 (３)中,假设有n 个贸易国且有r个实际贸易关系;i国假设的贸易关系为ni,实际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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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为ri.
(２)模块化

模块化 (Q)是将贸易网络划分为由密集连接的节点组成的不同社区,能够观察不同时期的贸易网络的

分化情况,确定贸易市场变动趋势,从中确定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区域枢纽等[２２].在加权网络环境下有:

Q＝
１

２m∑
i,j

[Aij －
kikj

２m
]δ(ci,cj) (４)

式 (４)中,Aij代表i国与j国之间的权重;ki是i国连接的边的权重之和;ci是i国被分配到的社区;

δ (ci,cj)在i国、j国处同一社区时为１,否则为０;此外m＝
１
２∑Aij.

(３)节点度和加权度

节点度 (D)是某国建立贸易往来的国家数量,根据棉花的进口和出口可进一步分解为入度和出度.加

权度 (WD)是在度的基础上复合贸易量作为权重,体现各国的贸易规模.某i国的节点度和加权度表示为:

Din
i (t)＝∑

N(t)

j＝１
aij(t) (５)

Dout
i (t)＝∑

N(t)

j＝１
aji(t) (６)

WDi(t)＝∑
N(t)

j＝１
aij(t)wij(t) (７)

式 (５)至式 (７)中,N (t)代表第t年中参加全球棉花贸易的国家总数,aij和aji代表i、j两国间的

贸易关系,wij代表i国和j国贸易往来的加权网络邻接矩阵的数值.
(４)三类中心性———中介、接近、特征向量中心性

中介中心性 (BC)强调一节点对其他节点的调节或中介能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其他节点的控制能

力;接近中心性 [C (g)]可以衡量一个国家 (地区)与贸易棉花网络中心的紧密程度[２３];特征向量中心

性 [P (g)]用来度量网络中单个节点的影响力,其假设前提为一个节点的重要性被与之链接的节点的总

重要性决定,即一个节点的中心性是相邻节点中心性的函数.通过计算一节点关联的卡兹声望得到[２４]:

BC(i)＝∑b(j,k;i)＝∑c(j,k;i)
c(j,k) (８)

式 (８)中,c (j,k;i)为国家j和国家k经过顶点国家i的最短路径数量,c (j,k)是国家j和国

家k之间最短路径的总数.

C(g)＝
(n－１)

∑
i≠j

li,j

(９)

式 (９)中,n 为网络中节点数量,并乘以指定国i和任意国j的平均距离l的倒数.

PK
i (g)＝∑

j≠１
gij

PK
j (g)

Dj(g) (１０)

式 (１０)中,j是i相邻的国家,即i国的声望为 “邻居”j国的声望除以各自的度中心性d 之和.
以上三类中心性可以反映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和控制能力,是衡量节点在网络中重要程度的核心变

量.一般来说,一国 (地区)农产品贸易的网络中心度与价值链分工地位呈正相关关系[２５].

２２　数据来源

数据选自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FAOSTAT)的皮棉 (cottonlint)进出口贸易量数据集.本文研究

目的之一是为中国在全球棉花价值链中地位提升提出建议,加入 WTO 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发生变化

的关键时间点之一,因此本文将２００１年看作中国入世前全球棉花格局的参照点.２０１１年是全球棉花贸易最

活跃的时间点,全球棉花进口额为２３１亿美元.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研究所用最新数据为２０１９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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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棉花贸易数据.综上,为突出中国加入 WTO至今的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变动趋势和波动特点,本文选择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９年作为重要时间节点进行分析 (图１).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世界和中国棉花进出口额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 (FAOSTAT).

３　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结构特征

３１　整体结构特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规模稳定,区域间联系愈发紧密,棉花市场集中度提高,网络中 “组
团式”发展趋势增强.

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整体结构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特征 (表１):一方面,网络密度下降,聚类系数上升,证

明该网络存在 “小世界”特征,即两个独立国家 (地区)由彼此建立贸易关系的共同国家 (地区)连结,棉

花贸易往来减少,意味着多数国家更趋向与其直接或间接熟悉的国家合作,从而形成多个贸易社区[２６].综合

来看,这主要伴随全球纺织业的快速发展,中国作为崛起的全球纺织中心,国内原棉长期供不应求,产生大

量的进口需求,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吸收、消化了全球棉花产量.另一方面,节点数量较多且变化较小,证明

参与棉花贸易的国家数量较为稳定,大部分国家都进入棉花的生产或消费过程中,棉花贸易全球化程度较

高;边数量和平均度的显著减少,表明在全球棉花贸易量增长的态势下,棉花贸易合作呈现集中化,因此贸

易 “社区化”现象逐渐明显.高集中度反映市场效率的提高.棉花在全球农产品中具有显著的全球性分工特

征,仅在轧花厂、棉花粗加工、精加工中游制造环节对技术、人才、土地等生产要素的要求就相差甚远,因

此在以国家为单位的大规模生产,尤其在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纺织业中,提高贸易效率是增加效益和稳定

市场的重要因素,但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中,贸易集中度提升也意味着贸易风险的增加.

表１　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指标

年份 网络密度 聚类系数 节点数量 边数量 平均度

２００１ ００７７ ０４０７ １６９ ２１９３ １２９７６

２０１１ ００６３ ０４０９ １６７ １７４９ １０４７３

２０１９ ００５５ ０４１５ １６４ １４５７ ８８８４

３２　区域结构特征

通过模块化计算,可将贸易网络划分成社区内贸易联系更为紧密、社区间贸易联系更为疏散的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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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２７].
从棉花出口国在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动上看:第一,美国在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一直是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力

量,与其贸易更为紧密的社区成员在２００１年是巴西、中国、印度、泰国、土耳其、越南、马来西亚等国,
在２０１１年是土耳其、巴基斯坦、希腊、越南等国,在２０１９年是墨西哥、越南、泰国、巴基斯坦等国.可见

在美国的贸易关系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巴西、中国和印度的脱离.图２中线条的粗细代表贸易流量的大小,
可以看到美国一直拥有较多粗线条,主要原因是美国早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就对农业进行高度机械化,以降低

对人工成本的投入.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和美元的强烈波动,美国纺织业产出快

速下滑[２８],国内棉花生产大多用于出口,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大量质优价廉的原棉资源,成为棉花贸易格局中

影响力较大的国家.第二,美国在贸易格局中的出口地位并非无法撼动.２００１年,澳大利亚是少数不在美国

贸易社区内的棉花出口大国,加入有泰国、印度尼西亚、日本等重要棉花消费国的社区.澳大利亚棉花生产

规模大、机械化程度高、地理环境好,因此澳大利亚棉花的品质和美国棉花不相上下,又因处于南半球,澳

大利亚棉花上市时间在春夏之交,与上市时间多在夏末的北半球棉花形成错峰上市,有较好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印度、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布基纳法索也是贸易格局中重要的棉花出口国.２０１１年,印度和巴西在

脱离美国贸易社区后,分别和孟加拉国、中国等棉花消费国结成更紧密的贸易关系.２０１９年,乌兹别克斯坦

从东欧贸易社区融入到以中国为核心的社区中;布基纳法索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的贸易网络中减少对欧洲国家

的出口,和新加坡的贸易联系稳定.

图２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９年棉花进出口贸易网络模块化结果

注 :图例中节点和字体大小与点加权度大小成正比,边 (粗细)代表贸易联系 (大小).

从棉花进口国在贸易格局中的位置变动上看:第一,中国是棉花贸易格局中的 “后起之秀”,同时打破

了以美国为网络单极的贸易格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 “亚洲四小龙”纺织业逐步向中国转移.中国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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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后,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纺织品出口大大推动中国棉花贸易的繁荣,在贸易格局中的变化主要显示

在２０１１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网络节点,并与巴西、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更紧

密的贸易关系中,但此时中国和美国的贸易线条仍是最粗的,这反映出美国仍是中国最重要的棉花贸易伙

伴.２０１９年,中国和美国加强和各自贸易社区内国家的贸易合作,中国和巴西、美国和越南的贸易流量在贸

易格局中都极为突出,主要由于贸易摩擦为中美棉花贸易增加了障碍.第二,孟加拉国是仅次于中国的全球

第二大纺织品出口国.２０１１年,孟加拉国也脱离了美国贸易社区,和印度建立了扎实稳定的贸易关系;至

２０１９年,孟加拉国扩大了和非洲部分国家、中欧部分国家的贸易合作.第三,全球纺织产业转移在２０１１年已

初见端倪.越南在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和美国建立了稳固的贸易联系,美国在越南的棉花贸易进口格局中占有绝对的

主导地位,但同样地,从节点和贸易流量的变化上看,越南也成为美国在其贸易社区中联系最紧密的国家.
综上,全球棉花区域贸易特征表现为:地理位置邻近有助于建立更紧密的贸易关系,亚洲、欧洲、非洲

地区上贸易关系的交叠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棉花消费国的贸易对象选择将对贸易格局的演化产生重要影

响,中国、孟加拉国、土耳其与贸易伙伴形成了更紧密的贸易社团;贸易格局结构仍会继续演变,进口、出

口强国的数量和地位仍有变化空间,全球棉花产需处于调整阶段.

３３　个体特征分析

３３１　进口节点贸易强度变化反映棉纺织产业中心转移

２０１９年,棉花贸易网络中加权入度前五的国家依次为中国、越南、孟加拉国、土耳其、印度和巴基斯坦

(图３).这些国家的共同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全球纺织品出口前列的国家.２００１—

２０１９年,前十年中国纺织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全球棉花贸易的第一阶段的繁荣,而后十年主要棉花消费国

间的棉花进口量差距显著缩小.随着人工成本的不断上涨,中国不再是初级纺织生产转移的最优选择,棉花

进口需求向越南、孟加拉国等南亚及东南亚国家转移,这标志着全球棉花贸易的第二阶段的繁荣.同时,这一

阶段世界棉花进口格局再次调整,由此可见承接加工、贴牌生产的低端制造业能带来红利的时间相当短暂.

图３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入度及加权入度情况

根据美国农业部在２０２１年公布的全球棉花产量数据,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国和越南等国的棉花

产量接近０,原棉完全依赖进口,土耳其虽有一定棉花产量但也大量依赖进口,而中国、巴基斯坦国内产量

大于进口量.从中长期看,随着纺织产业的继续转移,全球棉花进口需求还将继续扩大,但中国棉花产业从

整体上看仍停留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位置,当务之急是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所处地位.

３３２　出口节点贸易强度高度集中,美国出口强势

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加权出度前五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希腊和贝宁

(图４).美国作为全球棉花第三大生产国,美国棉花２０００－２０１９年年均产量为３８７万吨,年均出口量为２８２
万吨,出口量占总产量的７３％,本国消费较少,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国家.澳大利亚、巴西、希腊、印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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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情况根据当年的本国棉花生产、国家间经贸关系等因素变化发生位次变化.例如２０１８年中美经贸摩擦

以来,中国加大对巴西棉花的进口,巴西的贸易强度因此有了显著增长.２０１９年,澳大利亚遭遇森林大火,
加之常年未能改善的水资源管理不到位问题,严重影响了澳大利亚棉花产量,出口量仅在５０万吨左右,这使

其加权出度在２０１９年较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１１年有所下降.印度是全球第一大棉花生产国、第二大棉花出口国,但在

２０１９年,印度的棉花进口量首次赶超了出口量,主要原因可能是印度政府为维持棉花种植率而在２０１８年上调的

棉花最低支撑价格,令印度国内棉花市场价格上涨,使印度下游纺纱行业更青睐性价比更高的进口棉花.

图４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出度及加权出度情况

综合来看,美国是最为稳定的出口国,出口强势和稳定反映出美国在全球棉花产业链中的强势地位,可

以通过操纵全球棉花定价,在贸易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纺织品,美国向中国大量出口

原棉,中国棉花产业 “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特征加剧产业链运行的风险.

３３３　控制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

棉花贸易由主要棉花生产国和消费国主导,棉花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即极少数的关键国家决

定绝大多数的贸易,其他大多数一般国家只进行少量贸易 (图５).例如２０１９年,位列前五的棉花出口国和进口

国的贸易强度分别占全球棉花贸易强度的７９％和６６％,反映中国、美国等核心节点对棉花贸易网络的稳定性起

关键作用.此外,从前五位棉花出口、进口国的全球占比变化上看,前二到前五国家的贸易量占比和排第一的

国家间的差异在缩小,因此从整体上看,未来棉花贸易格局中具备较强贸易影响力的国家将增加,应重视越南、
土耳其、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巴西、印度、澳大利亚和希腊对棉花贸易格局演变的推动作用.

图５　２００１年、２０１１年及２０１９年主要皮棉进出口国家贸易量占全球总贸易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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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２可见,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美国、印度和土耳其是在贸易网络中具备高接近中心性以及高中介中心性的

国家.高接近中心性表明贸易网络受这些国家主导,它们与绝大部分棉花贸易国都保持有较亲密的贸易联系,
因此这些国家的棉花供需能力或贸易政策变化都有可能引发全球棉花贸易市场发生巨大变化[２９].美国始终保持

接近中心性第一位,因此应该注意美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棉花投放趋势及其对棉花贸易格局可能的贸易调整手段.
高中介中心性表明这些国家是区域市场间的重要桥梁,即这些国家可以成为棉花贸易的重要传播点,具

备这类特征的国家在贸易网络中有很强的控制力,能够在不同社区间发挥资源调配的作用[２９],即对棉花贸易

关系变化有灵活的应变能力.土耳其和印度分别是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９年中介中心性排名第一的国家,这反映出

土耳其对美洲市场以及印度对亚洲市场有重要影响,贸易量大、贸易伙伴数量多是二者的主要特点,即贸易

集中度相对较低,这将有益于土耳其和印度增强在全球棉花贸易市场中资源调配的灵活性.

表２　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全球棉花贸易网络中心性指标前十国家

年份 国家 接近中心性 国家 中介中心性

２００１

美国 ０７２ 印度 ２９９５８５

意大利 ０６６ 意大利 ２８３４７１

土耳其 ０６４ 巴基斯坦 ２４８６２０

巴西 ０６４ 美国 １９０００２

贝宁 ０６３ 法国 １７５８９６

澳大利亚 ０６３ 德国 １５３０３６

巴基斯坦 ０６３ 土耳其 １４５０４２

法国 ０６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０５６１

希腊 ０６２ 南非 ８６６３１

德国 ０６２ 英国 ８１５３７

２０１１

美国 ０７６ 土耳其 ３２５３６１

土耳其 ０７１ 意大利 ２６７８８０

印度 ０６５ 印度 ２４３９７１

巴基斯坦 ０６４ 中国 ２４１８１３

埃及 ０６４ 美国 ２３６６８６

中国 ０６３ 德国 １１７２９８

巴西 ０６１ 巴基斯坦 ９３２４３

意大利 ０６１ 英国 ８９１４３

英国 ０６１ 法国 ８１３５４

西班牙 ０５８ 埃及 ７８７８２

２０１９

美国 ０７４ 印度 ３０２５４８

土耳其 ０７０ 土耳其 ２５４７４７

印度 ０６５ 美国 ２３８９２６

中国 ０６４ 中国 ２２３５０５

巴西 ０６０ 意大利 １５５６８４

西班牙 ０５９ 法国 １２００７３

英国 ０５８ 德国 １１３１８５

德国 ０５８ 南非 １０４９５７

法国 ０５７ 印度尼西亚 ９４８８１

埃及 ０５７ 葡萄牙 ６５１２３

３４　中国棉花贸易网络特征

中国棉花贸易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中国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格局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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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入点度变化 (表３)上看:入世以来,中国的贸易伙伴数量及相应排位总体呈上升趋势,即中国扩

大进口贸易伙伴的可选范围广泛,例如印度、苏丹、布基纳法索、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中国贸易合作对象的

数量变动幅度较小,反映了中国棉花贸易合作关系较为集中、稳定.中国入度、出度的排位都位于前列,但

根据出口的加权度分布情况 (图４),中国皮棉出口很少,进口量大.２０１１年中国皮棉进口量占全球总进口

量的４０％,２０１９年中国皮棉进口量占全球总进口量的１８％ (图５).总体上看,中国棉花进口规模下降,贸

易伙伴数量较少,贸易集中度加深,存在较大风险.
从特征向量中心性变化上看:特征向量中心性反映单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价值,因为该指标是由近邻节点

的重要性决定的.中国的特征向量中心性在２０１１年排位第五,在２０１９年排位第十 (表３),这意味着中国所

连接的重要棉花贸易国家数量较多,同时还保持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即中国在棉花贸易中有十分广泛的贸易

依存关系,反映中国在贸易国之间有重要的联系作用,突出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具备制定贸易标准和协调

规则方面的潜力,因此中国在棉花进出口格局内具备中心战略地位.
从贸易合作关系的变动上看:一方面,中国在贸易格局演化过程中始终与巴西、澳大利亚、美国、印度

及乌兹别克斯坦等棉花主产国保持紧密的贸易关系 (图２).２０１９年皮棉进出口数据显示,中国自巴西进口

量占其总出口量的３１％,自澳大利亚进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７０％,自印度进口量占其总出口量的２５５％.
因此,中国的棉花进口来源选择对全球棉花主产国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随着时间变

化不断发生改变.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以中国为主导的棉花贸易中,中国—澳大利亚及中国—巴西贸易路线取代

了长期以来重要的中国—美国路线,这一转变反映中国与澳大利亚、巴西等棉花主产国之间的贸易合作程度

加强、相互依赖程度加深.

表３　加入 WTO以来中国在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的地位特征指标变化

年份 入度 入度排位 出度 出度排位 特征向量中心性 特征向量中心性排位

２００１ １８ ３７ ３０ ２３ ０３/２ ４０

２０１１ ５３ １ ４７ ４ ０９ ５

２０１９ ４０ ４ ４５ ４ ０６７ １０

４　结论与建议

４１　结论

(１)全球棉花贸易网络规模稳定,贸易网络 “小世界”特征显著,由于外部和内部因素,如贸易效率、
贸易成本、政治环境等原因,棉花贸易网络中存在 “捷径”,即多数国家趋于与直接或间接熟悉的国家合作,
区域间联系愈发紧密,棉花供需呈现集中化.

(２)亚洲、美洲及非洲是棉花贸易的高度活跃地区,地理相邻优势的作用使亚非欧地区建立更多、更紧

密的贸易联系.贸易格局演化反映多个国家在棉花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提升,其中,中国、孟加拉国、土耳其

等棉花进口国的贸易对象选择对贸易格局的演变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３)棉花主产国美国在棉花出口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棉花贸易格局变迁与全球棉纺织产业转移存

在密切联系.中国、美国、印度、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对贸易格局有强大的影响力且具备棉花资源调配

的优势.棉花贸易网络的异质性凸显,前五位棉花贸易国的进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６０％以上,因此中国、美国、
印度、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核心关键节点的贸易调整将极大地影响全球棉花贸易网络的稳定性.

(４)中国是全球最重要的棉花进口国,进口态势较为稳定且高度依赖棉花主产国,近年加深了与巴西、
澳大利亚等国的合作.其特征向量中心性反映中国对棉花出口市场有高影响力,使其在棉花贸易网络中具有

核心战略地位,具备制定贸易标准和规则方面的潜力.

４２　建议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贸摩擦加剧、地缘政治竞争等不确定性增加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棉花较高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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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依存度,给棉花的产业链、供应链带来较大风险.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对中国棉花产业链稳定运行和全球

价值链地位提升有以下建议:
(１)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保障棉花有效供给.现阶段,中国棉花贸易高度依赖大型棉花净出口

国.在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疫情、政治环境等因素极易诱发棉花市场供应不稳,供应链和运输链的脆弱

性凸显,需继续挖掘全球棉花贸易潜力,促进中国棉花进口市场更加多元化,进一步分散贸易风险.利用

“双循环”格局,推进 “新疆原料＋深圳设计＋长三角制造”等跨区域合作模式,深挖国内消费市场潜力,
同时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签署带来的机遇,在多边双边贸易规则下积极拓展海外棉花资源和

纺织品服装市场.引导具有一定实力的纺织企业和农业企业 “走出去”,发挥技术、资金、人才和管理优势,
加快全产业链海外布局步伐.

(２)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棉花是金融性较强的农产品,贸易格局中参与博

弈的重要经济体数量增多,使国际棉花期货市场变得更为复杂,需要更有效率的市场规则.中国应积极利用

贸易地位参与规则制定,提高国内棉纺织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和产业链一体化程度,提高议价能力.面对越

南、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在中低支纯棉纱领域的竞争,中国棉纺产业要加快向高支数、高品质方向发展.借

鉴先进的产业升级经验,例如加大对专业面料、服装的研究投入,提高棉花产业的水平和效率,打造高品

质、高认可度的中国品牌产品,提升品牌价值,积极抢占全球价值链高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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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GlobalCottonTradePatternfromthePerspectiveofSocialNetwork
LIUTingting　ZHANGHuijie　KANGYongxing　QIANJingfei

Abstract: ThispapermeasuresthecharacteristicsofglobalandChinesecottontradenetworksin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and２０１９basedonsocialnetworkanalysis,andfindsthat:①globalcottontradestabilizesinsizewhilereＧ
gionallinkagesgrowstrongerin２００１Ｇ２０１９,withsignificantconcentrationofcottontrade,andthefuturedeＧ
velopmentof“group”amongtradingcountrieswillbecomemainstreaminthefuture;②thegeographical
proximityofAsia,EuropeandAfricawillincreasethedensityofmutualtrade,thenumberofcountriesinfluenＧ
cingtheevolutionofthepatterninthetradenetworkhasincreased,thechoiceoftradingpartnersofcotton
importerssuchasChina,BangladeshandTurkeyhasbeenanimportantdriverfortheevolutionofthetrade
pattern;③China,theUnitedStates,India,Turkey,Indonesiaandothercountriesareimportantcorenodes
inthetradenetworkandinfluencethepatternofglobalcottontradeaswellasresourceallocation,themain
importandexportcountriesplayadecisiveroleinthestabilityofthetradenetwork;④ChinahashighpotenＧ
tialinthedevelopmentandcoordinationoftraderules,butthesourceofimportsisstableandconcentrated,

andneedstopayattentiontothepotentialriskofcottonimportsItisrecommendedthatChinamakefulluse
ofbothdomesticandforeignmarketstoreduceindustrialtraderisks,improvetheinternationalcompetitiveＧ
nessoftheindustry,andpromotetheindustrytothehighＧendoftheglobalvaluechain
Keywords: SocialNetwork;CottonTrade;TradeRelationship;Trade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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