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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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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共同富裕实现的短板,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

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和特点,有利于总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国际经验与

教训.本文以近年来２５个 OECD成员国与２个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的数据为例,
回顾了典型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研究发现:OECD成员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水平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部分 OECD成员国城乡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发展

中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较大的状态.通过分析典型国家城乡收入

差距形成原因,本文认为应重点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发展丰富多样的乡村产业、
建立高效的农业补贴体系以及提供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４个方面着手,优化中国城乡

收入分配格局.
关键字:城乡收入差距;收入不平等;共同富裕;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１

１　引言

在当前收入不平等问题的研究领域内,城乡之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无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部分.世界

银行的数据显示,当今世界５５％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预计到２０５０年,这一比例将达到２/３[１].人口的城

市化集聚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加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的统计

数据显示,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国家内部地区间的差距却出现了扩大[２].发展中国家内

部的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３].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从收入、消费还是各种非货币

方面衡量,农村和城市的生活水平都存在差距.值得重视的是,地区间的差距并不限于发展中国家,部分发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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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同样出现扩大的趋势[４].因此,研究收入不平等问题,需要明确城乡收入差距的新趋

势与新变化.
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理论可追溯到 Kuznets[５]与 Williamson[６].Kuznets的理论表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

中,收入差距的变化呈现倒 U形趋势.Lewis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产业结构变化引起的就业结构变化

是收入差距呈现倒 U形趋势的主要原因[７].Milanovic充实了 Kuznets的理论,他认为收入差距的倒 U 形变

化轨迹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节奏重复发生,发达国家的第一次倒 U形曲线出现在工业革命后,当前发达国家的

收入差距正处在第二次倒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８].Williamson认为,区域收入差距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倒U
形关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财富和资源在空间上集中,劳动力和资本的选择性流入加剧了区域间的收

入差距;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政府政策将更加关注落后地区的发展,导致区域间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地区

间收入差距呈现倒 U形趋势[６].Barrios和Strobl[９]、Lessmann[１０]的研究都为跨国区域收入差距的倒 U形趋

势提供了实证证据.Katsushi和Bilal[１１]、Lagakos[３]、曾国安和胡晶晶[１２]的研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国家城乡

收入差距的变化趋势.部分学者详细描述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程度[１３Ｇ１５],考察具体国家城乡收入不平等变动的

主要趋势[１６Ｇ１８],研究造成并影响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制度、政策等要素[１６,１９Ｇ２１],总结国内外缩小城乡居民收入

差距的政策经验[２２Ｇ２４].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得,学者们就各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并在收入差距总体演化

趋势方面取得了相对一致的结论[５Ｇ６,８],但是将总体趋势与当前新技术革命冲击、国际政治格局与贸易体系相

结合,针对新形势下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城乡收入差距具体变化趋势与表现特征进行比较与分析的研究鲜见文

献.之所以出现上述状况,一方面,是因为各国城乡划分及居民收入统计口径存在差异,国际组织数据库普

遍缺乏计算城乡不平等指标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是因为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研究普遍时期较早、研

究对象仅为特定类型国家、缺乏全局性视角,加之缺乏长期历史观察数据,很难将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

完整的展现出来.
本文试图通过描述典型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过程分析当今世界不同发展水平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的特点,

及其是否存在新的变化趋势.本文利用部分 OECD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采取点面结合与动静结合的方

式呈现世界不同收入层次国家的城乡收入差距及其变化轨迹,探索当前世界各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特点.同时选

取美国、日本、韩国、印度４个国家为典型,重点分析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历程,并对各国平衡城乡居

民收入的相关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为把握中国未来城乡收入关系,制定下一步政策走向提供参考.

２　数据和指标说明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指统计意义上城镇居民收入与乡村居民收入的一般水平存在差距.发达国家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水平可以一定程度体现未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方向,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既可

以体现各国发展中的共性问题,也可以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考虑到数据可获得性及与中国的可比性,
本文选取了２５个OECD成员国与２个发展中国家①不平衡面板数据集来分析国际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静态

对比与动态演化.根据地理分布,样本国家主要包括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等２１个欧洲国家,

２个北美洲国家与４个亚洲国家.
结合已有文献,考虑到数据的连续性和可比性,本文衡量各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包括三类:一是

城乡收入比,二是农业家庭与非农家庭收入比,三是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

２１　城乡收入比

该类指标衡量 OECD成员国中欧洲国家、美国与韩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源于欧盟统计局、美国人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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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为:美国、加拿大 (北美洲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奥地利、瑞士、挪威、冰岛、
丹麦、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芬兰、捷克、波兰、立陶宛 (欧洲国家);日本、韩国、越南、印度 (亚洲国家).



口普查局与韩国国家统计局汇编的相关报表.由于各国城乡划分及居民收入统计口径存在差异,文中实际

使用的指标名称也相应存在差异.本文主要使用欧洲地区国家数据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静态国际比较分

析,主要原因是欧盟统计部门对城市化程度的划分标准及居民收入界定具有一致性,各成员国间具有可

比性.

２２　农业家庭与非农家庭收入比

“农场家庭与全国家庭收入比”同 “农民家庭与工人家庭收入比”是农业家庭与非农家庭收入比在文中

的实际体现.“农民家庭与工人家庭收入比”用于衡量日本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家庭收入数据来源于日本农

林水产省秘书处调查信息司 «农民经济调查报告»与 «农业经营调查报告»,工人家庭收入数据来源于总务

省统计局 «家庭收支调查结果».城乡收入差距和 “农民家庭与工人家庭收入比”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存

在相关关系,后者可以反映前者的变化趋势. “农场家庭与全国家庭收入比”起到补充说明美国城乡收入差

距的作用,数据源于美国国家农业统计局进行的农业资源管理调查.

２３　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

该指标用来衡量印度的城乡收入差距,数据源于印度国家统计与计划执行部编写的 «印度家庭消费支

出».使用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挑战是许多商品和服务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具有不同

的价格水平,两地之间并不容易进行比较.然而,研究证明[２５],城市与农村间的价格差异不足以抵消两地生

活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差距,消费水平的差异可以反映两地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

性,本文以印度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的变化趋势来衡量该国城乡收入比的演变情况.
由于数据来源的多样性与衡量指标的差异性,对城乡居民收入数据进行国际间的横向比较时可能存在较

大分歧.然而,无论根据什么指标进行观测,观察各国的发展历程,无论发达国家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进

入工业化阶段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或缩小的演变过程[２６Ｇ２８].由此可见,城

乡收入差距的演变趋势并不因采用不同指标而表现出显著差异.

３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

３１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国际比较的静态分析

此部分所用的数据,除越南和印度由于缺乏近几年的资料而不得已选取２０１４年数据外,其余国家都是

２０１９年的数据.根据图１,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整体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普遍

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 GDP)的增加而减少,基本上处于倒 U 形曲线的右半边.２１个欧洲国家中,
比利时、英国、德国和荷兰４个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１,这４个国家的人均 GDP在样本国家中排名靠

前;１３个欧洲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大于１且小于或等于１２５①,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相对较为合理;４
个欧洲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处在１２５~１５０②.２个发展中国家中,越南２０１４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１４９,农

村地区人均收入仅为城市地区的６８％;印度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极为显著,２０１４年印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

仅占到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１/２左右.从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程度来看,发达国家如瑞士、
芬兰、加拿大等国的贡献份额约为１０％,发展中国家印度的城乡差距贡献份额约等于２０％[２９].

３２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国际比较的动态分析

立足于一个较长时期,可以发现近２０年来,各国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趋势有所不同.有的国家呈现

先下降、再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波动式变化,有的国家则表现出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绝大多数 OECD成员

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波动式下降,但也有个别国家的收入差距表现出扩大的趋势 (图２).此外,各国城

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幅度差异也十分明显.具体而言,英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一直处于较低位置,尽管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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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１３个欧洲国家分别为奥地利、挪威、丹麦、卢森堡、冰岛、法国、捷克、芬兰、瑞士、意大利、瑞典、爱尔兰、希腊.
这４个欧洲国家分别为立陶宛、波兰、葡萄牙、西班牙.



图１　OECD成员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s://wwwcensusgov/enhtml)、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
日本农林水产省秘书处调查信息司 (https://wwweＧstatgojp/dbview? sid＝０００３４１５８７３)、韩国国家统计局 (https://koＧ
siskr/eng/)、印度国家统计与计划执行部 (https://wwwmospigovin/)[３０].

注:美国为城市居民收入中位数与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之比,日本为农民家庭与工人家庭收入比,韩国为从事农业经营

的家庭与城市非农家庭收入比,印度以城乡家庭人均消费比代表城乡收入差距,欧洲国家为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家庭年度等

值收入比.

图２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比 (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
数据来源:欧盟统计局 (https://eceuropaeu/eurostat/en/).
注:法国、西班牙的观察时期为２００４—２０１９年,德国、波兰的观

察时期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９年,英国的观察时期为２００５—２０１８年.

年与２０１８年有小幅度上升,但在居民收入分配格局

中,农村居民平均收入始终高于城市居民;德国

２００８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同样出现小幅度上升,之后

数年城乡居民收入比持续下降,其城乡居民收入比

一直高于英国的水平;法国、西班牙的城乡居民收

入比一直较为稳定,不同的是法国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较小,西班牙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在１３５上下波

动,与法国相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同期,波

兰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一个较高的范围,其城

乡居民收入比在１４５上下波动,且没有发生明显

变化.
根据对样本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的考察

可以发现:一是从整体上看,经济发达国家的城乡

居民收入差距较小,大部分发达国家的城乡居民收

入比在１２５以下,部分发达国家的城乡收入比小于

１;二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居民收入高于农村居

民收入是一个普遍现象,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居民收入趋向于与城市居民相等,甚至可能向超过

城市居民收入的方向演化;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固定不变的,即便某一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一

个较小的状态,也存在再次变大的可能;四是不同国家城乡居民收入比的变化程度不尽相同,有的国家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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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速度慢、幅度小,有的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速度快、幅度大.

４　典型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演变及特征分析

通过上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国际比较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存在差距是一个普遍现象,伴随着经济

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逐渐减小.具体到某一个特定国家,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过程呈现出怎样

的趋势,不同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特征是什么,又是哪些原因促使它们形成了目前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格局?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选取美国、日本、韩国３个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印度作为研究对象,
分析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化及趋势,总结控制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与教训,以期为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提

供启发.

４１　典型国家城乡收入差距特征

４１１　美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的农业大国和农业强国,其典型特征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城市化程度都较高.截至２０２０
年,美国占国土面积９１％的农村区域居住着约５７１１万人,占美国全国人口的１７３４％,美国农业就业人员

占总就业人员的１４％,农林牧渔业为 GDP贡献了１７４５２７亿美元,约占０８％①.在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双

重推动下,加之政府对农业部门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美国有效缩小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然

而近些年来,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上升的趋势,以下分别从城市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相比较以及

全体家庭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收入相比较的视角加以说明.
图３重点展示了美国１９８５年以后的城乡居民收入情况.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至今,美国城市居民收入

中位数始终高于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从变化趋势来看,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保持稳定、下降、然

后再上升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美国城乡居民收入中位数之比在１３~１４波动,城乡收

入差距基本保持稳定.第二个时期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缩小,城乡居民收入比由

图３　１９８９—２０２０年美国城市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中位数及二者比值

数据来源:美国人口普查局 (https://wwwcensusgov/enhtml).
注:２００４年数据缺失,美国城乡居民收入演化的整体趋势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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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 来 源:美 国 联 邦 储 备 系 统 经 济 数 据 (https://fredstlouisfedorg/)、美 国 人 口 普 查 局 (https://wwwcensusgov/library/

stories/２０１７/０８/ruralＧamericahtml)、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１３７下降至１２３,为考察期内的最小值.在此期间,美国人均GDP于２００６年突破了４５万美元,同年美国

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１３２,相较于人均 GDP２３万美元时期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第三个时期是２０１５—２０１９
年,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２０１９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１３８,近似于２０００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比.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美国城市居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４９７％,同期农村居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３９３％,美国

城市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可能是导致美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再次扩大的原因.
农场是美国农业最主要的生产经营主体.２０２０年,美国农场对 GDP贡献了１３４６６１亿美元,约占

０６％.从家庭收入比来看,美国农场经营者家庭收入与全体家庭收入的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
继而波动缩小,然后再上升的过程 (图４).１９６０—１９７３年,美国全体家庭与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比由

１５４下降至０６８,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由占全体家庭平均收入的６５％增长为全体家庭平均收入的１４７
倍.１９７４—１９８１年,全体家庭平均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比由０７２上升至１３１,１９８１年农场经营

者家庭平均收入水平低于美国全体家庭平均收入.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美国全体家庭与农场家庭平均收入比由

１２０下降至０５６,全体家庭平均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比在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经历了一个短期的增长

后呈现出波动式下降的过程.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美国全体家庭平均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比增长至

０８,农场经营者家庭平均收入一直高于全体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未来的发展趋势仍需进一步观察.

图４　１９６０—２０１９年美国全体家庭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收入均值及二者比值

数据来源: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 (https://wwwersusdagov/).
注:１９８８年相关数据缺失,美国全体家庭收入与农场经营者家庭收入演化的整体趋势不受影响.

４１２　日本

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对农业发展的推动,一方面,农业生产

效率和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另一方面,农业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逐渐降低.日本农村区域约占总

国土面积的６５５％,２０２０年日本农村居住人口占总人口的８２１％,约１０３４万人.２０１９年,日本农业从业

人员１６８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３３８％;同年农林渔业产值５６５万亿日元,约占 GDP的１％①.本文以日

本工人家庭平均收入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比为指标,对日本１９５０年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如图５所示,在２００３年统计口径发生变化前,日本农民家庭平均收入长期高于工人家庭平均收入,工

人家庭与农民家庭的收入差距表现为先缩小、再扩大,继而基本稳定;２００３年统计口径变化后,指标出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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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 来 源: 日 本 农 林 水 产 省 (https://wwweＧstatgojp/dbview? sid＝０００３４１５８７３)、 世 界 银 行 公 开 数 据 库 (https://

dataworldbankorg/).



的波动.具体而言,１９５１—１９５９年,日本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不断提高,工人家庭收入由不到农民家

庭收入的７５％增长为与农民家庭收入近似相等.１９６０—１９７５年,日本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由１０８下

降至０７２,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城乡基本平衡”演化为 “城低于乡”,这一状况持续了近３０年.１９７６—

２００２年,日本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由０７３增长到０８３,城乡收入差距变化幅度较小.在此期间,日

本的人均 GDP在１９８１年突破１万美元,１９８８年突破２５万美元,这两年日本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均

为０７６;１９７６—２００２年,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始终高于工人家庭平均收入.２００３年,日本家庭收入统计口径

变化后,工人家庭平均收入超过农民家庭,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始终处于１０~１２,城乡差距较为合

理.２０１１年,日本人均GDP达到４８万美元,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收入比为１１４,城乡收入没有明显的差距.

图５　１９５１—２０１８年日本工人家庭与农民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及二者比值

数据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官方统计情报部 «农民经济调查报告» «农业经营调查报告» (https://wwweＧstatgojp/

dbview?sid＝０００３４１５８７３).
注:２００３年以后的数据统计口径发生改变.

４１３　韩国

韩国是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目前已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韩国农业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与

中国相近,其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经验是:在依靠工业化与城市化推进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同

时,政府需要在相关方面主动介入.如韩国进行的 “新村运动”建设,大大改善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有效

推动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显著缩小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韩国的农村区域面积约为７７万千米２,是

城市区域的３５倍;在农村区域居住着９６２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１８６％.２０２０年,韩国农村人口为２３１４
万人,农林牧渔业为GDP贡献了３５４２万亿韩元,约占１８３％的份额①.本文以韩国城镇家庭与农民家庭平

均收入比为指标,重点分析韩国１９９０年以后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情况.
图６显示,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化趋势呈现出倒 U形,即曾经处于较低的状态,经历了持续的增长

后出现下降的趋势,未来进一步发展仍需观察.１９９０年以来,韩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经历了三个时

期.第一个时期是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韩国城镇家庭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比在０９５~１１５,变化幅度小,城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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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局 (https://kosiskr/eng/)、世界银行公开数据库 (https://dataworldbankorg/).



居民收入较为均衡.第二个时期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２年,城镇家庭平均收入增长速度为５２３％,农民家庭平均收

入增长速度只有２４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２０１１年,韩国人均 GDP达到２５万美元,城镇家庭

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比上升至１５５,相较于人均 GDP为１万美元、收入比为０９８的时期,韩国的城乡家庭

收入差距出现明显的扩大.第三个时期是２０１３—２０１９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在２０１９
年出现小幅回升,２０１３年城镇家庭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比为１４６,２０１８年下降至１３６,２０１９年又小幅度回

升为１４３,未来韩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发展趋势还需进一步观察.总体看来,韩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伴随经

济增长呈现出倒 U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缩小的趋势,但状态还不稳定.

图６　１９９０—２０１９年韩国城镇家庭与农民家庭平均收入及二者比值

数据来源:韩国统计局 (https://kosiskr/eng/).

４１４　印度

印度是４个典型国家中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农业是其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工业化和城市化尚处在不断

发展中,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处在较大的状态.深入分析印度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差距特征及形成原因,
对于了解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发展动向,为中国在当前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提高农民收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政策参考具有重要意义.印度农村区域占总国土面积的９３０５％,２０２０年印度农村人

口８９８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６５０７％.２０１９年,印度农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４２６０％,超出均值为

２６７６％的世界水平.２０２０年,印度农业产值为２０４０万亿卢比,约占 GDP的１５０９％.本文以印度城镇家

庭与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比来衡量印度城乡收入差距,并对１９９３年及以后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图７显示,以２００２年为节点,印度城乡收入差距的演变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１９９３—２００２

年,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比由１６３上升至１９１,城乡人均消费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在此期

间,城镇家庭月度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为９２１％,而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的增长速度为７３２％,城镇家

庭月度人均消费增长速度显著大于农村.第二个时期是２００３—２０１４年,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

比在１８４~１９５波动.这一时期,印度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增长速度相近,分别为１１４９％与

１１６０％,这说明城乡差异的扩大主要来源于两者发展起点的差距.２００７年,印度的人均 GDP达到１０２８３３
美元,由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中低收入国家,当年印度的城市家庭月度人均消费是农村家庭的１９倍,城乡居

民生活水平差距仍然处于较大的状态.总体看来,印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然处于库兹涅茨曲线的左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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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属于继续爬升的阶段.这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印度本身还属于中低收入国家,很多区域尚且没有完成工业化

和城市化建设,加之政府协调城乡发展力度尚不能满足现实需求.

图７　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印度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度家庭人均消费及二者比值

数据来源:印度国家统计与计划执行部 (https://wwwmospigovin/).
注:１９９６年、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数据缺失,印度城镇家庭与农村家庭月度人均消费的整体趋势不受影响.

４２　典型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总结及形成原因

４２１　典型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特征总结

第一,OECD成员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低于发展中国家.从前述对美国、日本、韩国、印度４个典型

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演变趋势的分析中可以发现,OECD成员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即以货

币形式衡量的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存在的差距小于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充分反

映了 OECD成员国 “居民高收入、高福利”的社会特征,并且这种社会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长期保

持着比较稳定的态势.与之相反,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一般处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或保持在城市居

民收入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阶段.
第二,部分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Williamson的区域收入差距倒 U 形假

说反映了一个国家在工业化阶段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但并不意味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会一直

保持低水平状态或延续缩小趋势[６].Milanovic认为,收入差距的倒 U 形变化轨迹会随着经济增长的节奏重

复发生的理论可能更能解释当前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态势[８].全球化与数字化是目前加剧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两个主要因素[４],这两种趋势通过促进城市地区高技能劳动力的聚集,加剧了城乡地区

生产率和就业动态的差异,重新扩大了部分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美国、日本、韩国３国近年来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可能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后居民收入差距的新变化.不过根据 MiＧ
lanovic[８]的研究,在长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扩大的趋势仍将遵循倒 U
形曲线的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缓解.

第三,发展中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一段时期内仍将处于较大的状态,主要原因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

受到了工业化冲击与数字技术革命冲击的双重叠加.与美国、日本、韩国等 OECD成员国相比,部分发展中

国家尚未完全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大规模人口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从农业活动向非农业活动的转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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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差距仍处于倒 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与此同时,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全新的

发展机遇,相比于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齐全、居民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地区,农村地区薄弱的数字连接可能进

一步恶化当地的发展前景,农村居民可能由于技术障碍和文化障碍丧失许多发展机遇,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处于较大状态且持续较长时期.

４２２　典型国家城乡收入差距格局形成原因

以上分析表明,４个典型国家人口、经济体量、发达水平差别大,但整体上看,城乡收入差距都在２以

下,虽然短期内发展趋势可能变化,但长期而言都遵循倒 U 形的变化态势,其所采取的四个方面措施值得

重视.

４２２１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部门间劳动生产率趋同,是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收入差距、实现城乡劳动收

入差距合理化的重要因素.各国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
第一,提高农业生产技术密集化程度,以先进农业技术作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源泉.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提升农业技术促进农业发展都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措施.例如,作为农业技

术先进大国,美国构建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政策约束与支持体系,通过政府部门投资与鼓励私人企

业自主进行农业创新发展项目投资的方式,实现资本向农业技术领域集中,显著提高农业生产力.
第二,推进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农业向工业、服务业转移,以提高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发展适度规模

经济作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推动力.根据世界劳动组织的估计,世界农业从业者占总从业人口的百分比

由１９９１年的４３７０％下降至２０１９年的２６７６％,农村人口占所有人口的百分比从１９６０年的６６３８％下降至

２０２０年的４３８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表现出同样的趋势.以日本为例,政府通过投入大量的资金普及

农村教育,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素质,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从明晰土地产权、
突破户籍的社会保障以及土地规划与征地补偿立法三个方面入手,保障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民的土地住宅

等财产能够得以补偿,并足以支持其融入城市生活的需求[３１].１９６０—２０２０年,日本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由３６７３％下降至８２２％,农业产值在 GDP中的占比与农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的占比趋向一致,
基本实现农业部门与其他部门劳动生产率的趋同,城乡收入差距合理化.

４２２２　发展丰富多样的乡村产业

大部分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有了一定发展后都会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发展乡村产业,推行多样化经

营,从而达到稳定乡村就业、扩大居民收入来源、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日本在２０１０年制定 «六次产

业化地产地消法»,在政府层面统筹推进 “六次产业化”,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和全产业链经营,提高农民

收入.韩国在２０１０年开始推进 “农工商融合型中小食品企业培育战略”,统筹农工商融合发展,提高农产品

附加值.欧美地区很早就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法国１９５５年推出 “农村家庭式接待服务微型企业计划”,
美国１９９２年成立 “农村旅游发展基金”,两者的目的都是鼓励城市居民到农村度假、丰富农村地区就业种

类、提高农村居民收入[３２].印度主要通过农业合作社形成以农产品加工为核心,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销

售、储存、运输增加价值的产业链条,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４２２３　建立高效的农业补贴体系

建立大规模的农业补贴体系,是各国提高农业从业者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典型做法.纵观各国农业补

贴政策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农业补贴政策在方式上由价格补贴转向收入补贴,在补贴程度上不断

增加,在补贴对象上由农民转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美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相继

出台了以农产品价格支撑为核心的 «农业调整法»,实现农产品出口补贴的 «农业安全法»,直接对农民进行

收入补贴的土地休耕补贴、生产性合同补贴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为履行 WTO 农业协定,美国出台

了 «美国联邦农业完善和改革法»,取代了原有的各项价格支持和部分非限产下的直接收入补贴,以农业保

险、灾害补贴等基于耕地保护和生态恢复的直接收入支持和一般服务支持,通过市场化方式保障农民收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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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３３].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经历了相似的农业补贴制度发展演变.发展中国家同样重视对农村居民的支

持与补贴,例如,印度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为农民生产提供支持,农民使用电、水、肥料等生产资料时可以享

受优惠政策,同时贫困农民可享受建房补贴、子女教育补贴和购粮低价政策[３４].

４２２４　提供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

高质普惠的公共服务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在许多 OECD成员国,城乡居民在获取教育、卫

生、交通与社会保障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上没有明显差异.OECD成员国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具备以下特

点:一是在供给主体方面,形成了政府主导多元化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欧洲、北美洲等具有自治历史背景

的国家,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在日本和韩国这类具有中央集权历史传统的国家,则以中央政府为

主,各级农业合作组织共同参与.二是在保障制度方面,政府主要通过立法与财政投资为农村提供社会保障

与公共服务的支持[３５].美国通过颁布 «社会保障法»,确立了城乡居民在法律意义上可以享受同样的医疗、
养老、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服务.韩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协调各部门成立特别委员会推动 “新村运动”,

１０年累计投入２８万亿韩元,为农村修建基础设施,大力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印度在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社会保障方面同样取得成果,为农村地区居民生活带来便利.三是在农村信息化方面,
印度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农村信息化发展,电信部门提高因特网点建设水平,扩大宽带,并对购买计算

机与软件的农户减免个人所得税.此外,印度政府还通过农业无线网络,利用开往农村的公共汽车向农民提

供农业信息与气象信息.

５　结论及政策含义

根据上述研究,美国等 OECD成员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普遍处在较低的状态,大部分 OECD成员国

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在１２５以下,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的缩小主要得益于政府在农业补贴、乡村产业、公共服

务等方面的支持.然而目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２５６,远高于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比,即

使与发展中国家印度与越南相比,也处于较高的状态.在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原则的

带领下,需要采取措施优化目前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借鉴国外经济体的发展经

验,本文建议重点从以下四个方面着手来优化中国当前的城乡收入分配格局.
第一,提高农业生产率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源泉.一是要切实提高土地生产率,以１８亿亩①耕地

为核心载体,多渠道增加投入提高农田质量,大力推进种源、农资、农机等农业关键技术创新,依靠科学技

术挖掘土地增产潜力;二是要培养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提高人均土地经营面积,增

强农业投入产出的规模化效应,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业持续增收能力;三是要以明晰土地产

权、土地规划与征地补偿立法等措施保障农民财产性收益,扩大农民增收渠道.
第二,构建多元化的乡村产业体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拓展农业边界,

实现农村产业多样化是提高农村居民经营收入、抵御收入波动风险的有效措施.一是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

上,充分挖掘与拓展农业的多维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条,构建多元化创新化的乡村产业体系;二是加速融

合农业与现代工业、服务业、信息科技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拓宽乡村产业种类和质量,尤其是要重

点培育新兴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促进地区乡村产业发展;三是加强监督引导,充分调动农民参与乡村产业

建设的积极性,始终保证农业是乡村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是乡村产业的主要受益者.
第三,提高与优化农业补贴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提高农业经营补贴是发达经济体发展现代

农业、提高农业经营收入的重要经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现代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的双重任

务,应该以制定合理农业补贴作为抓手促进农民收入增长.一是进一步增加对农业的补贴空间,WTO 农业

协定的１２项 “绿箱”措施中,中国未启动的仍有６项,补贴空间巨大;二是要适时调整农业补贴政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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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箱”向 “绿箱”政策转变,调减价格支持为收入补贴,适应 WTO 规则的同时减少市场扭曲;三是要逐

步实现农业补贴政策的法制化与制度化,建立适应新发展阶段的农业支持法律法规,更好地与国际社会规则

衔接.
第四,完善乡村公共服务体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补充.依据发达国家经验,加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体系建设是发展农村现代化、缩小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的重要措施.基础设施和包括养老、医疗、
教育等在内的社会保障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础设施方面,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卫

生、交通、通信、网络等公共服务设施的保障与投入,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供给数量与质量的均衡,逐步实现

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管护运行,提升农村居民应用现代化基础设施的能力与机会.社会保障方面,应当探

索建立全民统一标准的社会医疗、养老保险制度,为城乡提供公平的教育、医疗与养老服务,积极培育慈善

组织,发挥第三次分配对促进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支持社会力量分担政府相关功能,丰富和发展农村的社

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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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柑橘在世界水果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运用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的

柑橘贸易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利用 Gephi可视化软件,构建了世界柑橘贸

易网络,分析了近２０年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格局的整体演变特征和其中个别国家的

属性变化.结果表明: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密度不断

提高.荷兰和西班牙分别在无权和加权柑橘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多年来中国在

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与其他核心国家之间的差距持续缩小.此外,研究还发

现,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产生了明显的冲击.最后,根据柑橘贸

易网络的特点和中国在全球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本文对中国柑橘产业和贸易

发展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柑橘;进出口贸易;贸易网络;社会网络分析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２０６００２

柑橘营养丰富,品种多样,耐运耐贮,鲜果供应期长,可通过品种搭配做到周年供应,既适合鲜销,又

可以制成果汁、罐头等多种加工品,综合利用效益佳,深受广大生产者及消费者欢迎,是国内外市场广泛需

要的果品.作为世界第一大类水果,全球柑橘分布广泛.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数据库的数据统计,

２０２０年全世界共有１３５个国家或地区生产柑橘,种植面积为１００７万公顷,总产量超过１５８亿吨,占世界

水果总产量的１７８８％,明显高于香蕉 (１３５１％)和苹果 (９７５％),在世界水果业中已独占鳌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柑橘产业发展迅速[１].２０１８年中国柑橘产量首次超过苹果,产量为４１３８１４万吨,

是１９７８年柑橘产量 (３８２７万吨)的１０８倍① .现在柑橘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水果,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首

位.２０２０年中国柑橘种植面积约占整个园林水果种植面积的１/４,产量为５１２１８７万吨② ,柑橘总产值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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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９０亿元①.柑橘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区广泛栽培,柑橘产业的发展对于柑橘主产地区发展 “一县一业”、巩

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全球第一大柑橘生产国,２０２０年中国柑橘种植面积占全球柑橘种植总面积的２９５３％,产量占全

球柑橘总产量的 ２７８４％②.此外,中国也是全球重要的柑橘贸易大国.２０２０ 年,中国柑橘出口额为

１５７８亿美元,占世界柑橘出口总额的１２％,位居世界第三位;进口额为４９２亿美元,占世界柑橘进口总

额的３４５％,位居世界第八位③.柑橘是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重要农产品,多年来柑橘贸易的持续顺差一定

程度上减缓了中国的水果贸易逆差.２０２１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２０周年,因此有必要分析中国柑

橘近２０年来的贸易发展情况和在全球柑橘贸易中的地位变化.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间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可以看作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贸易网络,构建贸易网络的

好处是凸显网络中的国家与网络本身的结构或系统特征之间的关系[２].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了世

界柑橘贸易网络,从全球视角出发对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变特征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变化

进行了分析,以期全面系统考察近２０年来全球柑橘贸易格局的演变特征及发展方向,明确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

中所处的地位、面临的主要竞争以及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助力中国柑橘产业和贸易的健康发展.

１　文献回顾

１９９９年,中国和美国签署了 «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同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 WTO签署了双边协议.
由于柑橘是美国最受关注的农产品之一,在这之后柑橘贸易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３].现有文献中关于

柑橘贸易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中国柑橘贸易格局及现状研究[４Ｇ５]、中国柑橘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因素研究[６Ｇ７]、提高中国柑橘出口竞争力的研究[８Ｇ９].现有对柑橘贸易的研究多采用某些指数来测算分析中国

柑橘贸易的竞争力或利用计量模型来研究中国柑橘贸易的影响因素,假设贸易主体间相互独立,较少关注贸

易主体间的相互关系,即各个国家间因柑橘进出口贸易而建立的贸易联系.而在社会网络分析中,社会网络

数据被看作是关系型数据,更加注重行动者之间的联系.
社会网络理论发端和成熟的时间较早,长期以来主要运用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直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才

成为国际贸易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之一[１０].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使得全球贸易逐渐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在

此背景下,贸易网络逐渐与社会网络相联系,学者们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工具研究世界贸易格局的动态演变

特征[１１],或者探究中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角色和地位的变化[１２].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更是成为区域贸易

关系研究领域的重要方法之一.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Zhang和Batinge分析了２００２—２０１７年非洲内部贸

易网络结构特点及其演化[１３];Chen和 Qiang探究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６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的结构和

特点[１４];Chen等构建了 “一带一路”沿线６６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网络,讨论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文化可持续发展问题[１５].
农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备受关注,因此有的学者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构建和分析各类农产品贸易网

络.马述忠等从网络中心性、网络联系强度和网络异质性三个方面刻画了一国农产品贸易网络特征,并实证

检验了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１６].聂常乐等对全球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

自然、经济、文化、政治等因素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格局形成与演化中所起的作用[１７].詹淼华构建了 “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出口关系网络、竞争性关系网络和互补性关系网络,并对其特征进行了说明[１８].
张莲燕和朱再清[１９]、韩冬和李光泗[２０]分别基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数据和粮食贸易数据,
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产品贸易整体网络结构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粮食贸易网络格局进行了研究.
在单个农产品贸易网络关系的研究方面:颜志军等利用１９８８—２０１４年小麦的国际贸易数据,分析了小麦国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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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FAO数据库.
数据来源:UNComtrade.



际贸易关系的特征和演化规律[２１];苏珊珊和霍学喜利用１９９２年和２０１７年苹果贸易截面数据,探究了近３０
年全球苹果贸易网络特征和中国地位的变迁状况[２２].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全球贸易的不断深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国

际贸易研究中,国内外许多学者基于此方法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农产品贸易网络等展开了丰

富的研究.但是现有文献对于单个重点产品的贸易网络关系的关注度还较低,目前在柑橘国际贸易研究中还

缺乏应用此方法的研究.此外,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关系错综复杂且不断变化,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在分析复

杂的贸易网络时具有一定的优势,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能更准确地刻画和反映出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特

征及中国在全球柑橘贸易中所处的地位.

２　世界及中国柑橘贸易发展形势

２０００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各国柑橘市场开放程度的提高,世界柑橘贸易迅速发展.如

图１所示,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柑橘贸易总额大体上按照线性趋势不断增加.２０００年世界柑橘贸易总额为

９２９３亿美元,到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总额达到２８９４４亿美元,２０年间世界柑橘贸易总额增加了两倍.

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全球柑橘贸易变化

数据来源: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Comtrade).图２同.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国柑橘贸易变化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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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柑橘贸易总额明显的线性变化趋势不同,由于中国柑橘产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柑橘贸易发展更为

迅猛,贸易总额增长趋势更为显著.２０００年中国柑橘贸易总额仅有７５９０万美元,到２０２０年中国柑橘贸易

总额已经达到２０６９亿美元,２０年间中国柑橘贸易总额增长了２６倍之多.与此同时,中国柑橘贸易总额占

世界柑橘贸易总额的比重也从２０００年的０８２％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７１５％.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

世界农产品贸易受阻的情况下,中国柑橘出口贸易额逆势上涨,出口额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２４１７％.这一系列数

字的背后反映了中国柑橘贸易在世界柑橘贸易中的地位不断提升,也说明了多年来中国柑橘产业发展卓有

成效.
无论从世界层面还是从国家层面来看,近２０年来,柑橘贸易都取得了可观的发展.这一发展趋势暗含

着近２０年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格局的变迁,同时也映射出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柑橘作

为中国具有出口优势的重要农产品,柑橘贸易网络格局的演化特征也可以反映部分中国优势农产品贸易格局

的变化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全球柑橘贸易网络格局和中国的地位变化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

３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构建

３１　方法和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社会网络基础的构成元素是节点和边,其中每一个节点

代表每一个能动者,边代表节点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网络可以看作是由作为节点的社会行动者及节点之间

的关系构成的集合[２３].延续社会网络的相关概念,可以发现,全球经济中各个国家通过贸易关系组成了国际

贸易网络[１６].基于此,本文以世界各国的柑橘进出口贸易为研究对象,分别构建了无权和加权柑橘贸易网

络,直观地呈现了全球柑橘贸易网络格局.其中,无权网络可以反映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但不能描述国家

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或连接关系的紧密,而加权网络在这一方面则具有显著的优势,能够更好地展现真实的

贸易网络.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是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柑橘进出口贸易数据,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

库 (UNComtrade),其中柑橘属水果的 HS编码为０８０５.世界柑橘贸易的参与者众多.２０１９年①,UN
Comtrade中有柑橘出口贸易统计的国家或地区１１７个,有柑橘进口贸易统计的国家或地区１３６个,且这些国家

或地区之间的柑橘贸易额相差巨大.为了更好地反映两两之间的柑橘贸易,同时也为了简化复杂性,本文选择

了柑橘贸易额达到一定规模的国家或地区,即柑橘进口额或者出口额不低于１００万美元的国家或地区,包括了

绝大部分有柑橘贸易记录的国家,并将每年的柑橘贸易网络关系数据整理成如下的m×n矩阵 (表１).

表１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矩阵

国家或地区 j１ j２ j３  jn

i１ Xi１j１ Xi１j２ Xi１j３  Xi１jn

i２ Xi２j１ Xi２j２ Xi２j３  Xi２jn

i３ Xi３j１ Xi３j２ Xi３j３  Xi３jn

     

im Ximj１ Ximj２ Ximj３  Ximjn

表１中,第一列 (i１,i２,i３,,im)代表柑橘出口国 (或地区),第一行 (j１,j２,j３,,jn)代

表柑橘进口国 (或地区),每年符合条件的柑橘进出口国 (或地区)的数量并不一定相等,即m 一般不等于

n.在加权贸易网络中,Xij代表i出口到j的柑橘贸易额,若两者之间并没有贸易关系,则其数值为０;而在

无权贸易网络中,其数据类型为二值数据,即如果网络中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存在柑橘贸易联系,Xij＝１,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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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具有代表性,故以２０１９年为例.



否则,Xij＝０.整理后的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关系数据的简单描述性统计见表２.

表２　贸易网络数据的简单描述性统计

年份
出口国 (或地区)

数量

进口国 (或地区)
数量

出口额排名前三的国家或地区

(括号中数字为中国排名)
进口额排名前三的国家或地区

(括号中数字为中国排名)

２０００ ５２ ７６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１６) 德国、法国、日本 (２８)

２００１ ５７ ７７ 西班牙、美国、荷兰 (２０) 德国、法国、日本 (２９)

２００２ ６０ ７７ 西班牙、美国、土耳其 (１６) 德国、法国、日本 (３２)

２００３ ６３ ８０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１４) 法国、德国、英国 (２６)

２００４ ６５ ８８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１３) 法国、德国、英国 (２８)

２００５ ６８ ８８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１１) 法国、德国、英国 (２９)

２００６ ６６ ９４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９) 德国、法国、俄罗斯 (２８)

２００７ ７１ １０４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８) 德国、法国、荷兰 (３４)

２００８ ７２ １０６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７) 德国、法国、荷兰 (３５)

２００９ ７７ １０４ 西班牙、土耳其、美国 (５) 德国、法国、俄罗斯 (２６)

２０１０ ７６ １０８ 西班牙、美国、南非 (６)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２４)

２０１１ ７７ １０７ 西班牙、土耳其、美国 (５)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２２)

２０１２ ７５ １０８ 西班牙、美国、中国 (３)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２１)

２０１３ ７６ １１０ 西班牙、中国、美国 (２)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２０)

２０１４ ７５ １１０ 西班牙、中国、南非 (２)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１６)

２０１５ ７３ １１４ 西班牙、中国、南非 (２) 俄罗斯、德国、法国 (１５)

２０１６ ７７ １１７ 西班牙、中国、南非 (２) 德国、法国、俄罗斯 (１２)

２０１７ ７９ １１６ 西班牙、南非、中国 (３) 法国、美国、德国 (８)

２０１８ ８０ １１２ 西班牙、南非、中国 (３) 美国、德国、俄罗斯 (７)

２０１９ ７３ １０６ 西班牙、南非、中国 (３) 美国、俄罗斯、德国 (７)

２０２０ ４８ ６８ 西班牙、南非、中国 (３) 德国、美国、法国 (８)

　　数据来源:UNComtrade.

３２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构建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原理,本文分别构建了无权和加权柑橘贸易网络.由于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贸

易关系是有方向的,出口和进口是截然不同的贸易方向,所以本文中的贸易网络为有向网络.本文以点和

边分别代表贸易国家或地区和贸易关系,在构建无权贸易网络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反映贸易网络的特

征,以两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柑橘贸易额作为连边的权重,进一步构建了加权贸易网络,并在下文中对柑

橘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网络中部分国家或地区的个体属性,包括贸易关系、贸易强度和贸易中心度等

进行了分析说明.利用世界各国柑橘贸易的进出口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使用 Gephi可视化软件

绘制的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如图３所示.
图３a和b分别是以２０２０年的数据为基础绘制的世界柑橘无权贸易网络和加权贸易网络.图中的每一个

节点代表一个国家,为了图形的简洁美观,图３中所有节点的标签名称都用其在联合国注册的ISO国家代码

表示,如CNH 代表中国、ESP代表西班牙、USA代表美国等.图中的边代表两国或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
箭头的出发节点代表出口国或地区,箭头的指向节点代表柑橘出口的目的地 (即进口国或地区).在加权贸

易网络中,边的权重是两国或地区之间的柑橘贸易额,反映了二者之间贸易关系的强度,其中,边的颜色越

深,代表其权重越大,即柑橘贸易额越大.从图３中可以直观地看出,荷兰 (NLD)和西班牙 (ESP)分别

在无权和加权贸易网络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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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无权贸易网络

b　加权贸易网络

图３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 (２０２０年)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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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分析

４１　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网络规模和网络密度来刻画柑橘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网络规模指的是网络中包含的所有

行动者的数目,即节点的数量.网络规模越大,代表参与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越多,其结构通常也就越复杂,
国家或地区间建立的联系也可能随之增加.网络密度也是对网络整体属性的一种描述,其定义为网络中实际

拥有的连线数与最多可能拥有的连线数之比,反映了一个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关联的紧密程度,取值范围为

[０,１],数值越大代表网络中各个节点之间的联系越紧密.由于柑橘贸易网络为有向关系网,其网络密度可

以表示为:

D＝M/ N N－１( )[ ] (１)
式 (１)中,D 表示网络密度;M 代表网络中包含的有柑橘贸易联系的实际关系数;N 代表网络规模,

即网络中的节点数量;N (N－１)是国家或地区间最多可以建立的柑橘贸易关系数.
利用 Gephi软件中的统计功能计算的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基本特征数据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基本特征

年份 网络规模 (节点)贸易关系数 (边) 网络密度 年份 网络规模 (节点)贸易关系数 (边) 网络密度

２０００ ９７ ９１７ ００９８ ２０１１ １２５ １５０２ ０１０７

２００１ ９８ １０４９ ０１１０ ２０１２ １２２ １６５８ ０１１２

２００２ １０１ １０１４ ０１００ ２０１３ １２１ １７２０ ０１１８

２００３ １０３ １１２２ ０１０７ ２０１４ １２４ １６８１ ０１１０

２００４ １０７ １２４４ ０１１０ ２０１５ １２６ １７４２ ０１１１

２００５ １１０ １３１２ ０１０９ ２０１６ １２９ １８３１ ０１１０

２００６ １１２ １４２０ ０１１４ ２０１７ １２９ １８３７ ０１１１

２００７ １２１ １４８８ ０１０２ ２０１８ １２４ １７８９ ０１１７

２００８ １２２ １６５６ ０１１２ ２０１９ １１４ １６７５ ０１３０

２００９ １１９ １５８２ ０１１３ ２０２０ ７２ ８２３ ０１６１

２０１０ １２３ １７０７ ０１１４

由表３可以看出,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网络规模总体上不断扩大,国家或地区间建立的贸

易关系数也随之增加.２０００年贸易网络中进口额或出口额达到１００万美元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数量只有９７个;

２００６年之后,除个别年份外,贸易网络中的节点数基本都在１２０以上.２０１９年贸易网络中边的数量为１６７５,
远远超过２０００年的９１７.从网络密度来看,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网络密度整体表现为在平稳

变化中略有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０９年,柑橘贸易网络的平均网络密度为０１０８,而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十年间贸

易网络的平均网络密度为０１１４,这个变化说明了世界柑橘贸易联系越来越紧密.
此外,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特征与之前年份相比,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整个贸易

网络的节点和边的数量迅速降低.笔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是导致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２０２０年,新冠肺炎疫

情对世界经济、国际农产品市场与贸易产生重大影响[２４],打击了市场主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积极性和一些国家

依靠国际市场保障国内农产品供给的信心,导致国际农产品贸易规模下降[２５].具体到世界柑橘进出口贸易,
新冠肺炎疫情降低了物流运输的速度,促使国家或地区间检疫的严格程度提高等因素,导致２０２０年符合条

件的有柑橘进出口贸易的国家或地区数量较之前年份出现了大幅下降.２０２０年的贸易网络规模为７２,贸易

关系数为８２３,这一数值甚至低于２０００年的水平.与之相反的是,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网络密度却

有了大幅提升,达到了０１６１,可能的原因是在疫情期间还保持贸易往来的国家或地区大都是在世界柑橘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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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网络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这些国家或地区间的贸易联系本来就很密切.

４２　贸易网络的国家或地区特征分析

中心性是社会网络分析的研究重点之一,个人或者组织在其社会网络中具有怎样的 “权力”,或者说居

于怎样的中心地位,这一思想是社会网络分析者最早探讨的内容之一[２３].中心度是中心性的量化指标之一,

测量中心度的指标有很多,本文选取点的度数中心度来反映某个节点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在社会网络分析

中,度数是指与一个节点有联系的边的个数.在有向网络中,某一节点的度数等于出度与入度之和,其中出

度是指从这个节点出发的边数,入度是指指向这个节点的边数.点的度数中心度又可以按照是否考虑了网络

规模而分为绝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度.其中,相对度数中心度主要用于比较节点在不同网络规模中

的中心度.在有向网络中,某一节点X 的相对度数中心度的表达式为:

CX ＝X 的点入度＋X 的点出度/ (２N－２) (２)
式 (２)中,C 表示相对中心度,N 是网络的规模.在同一个贸易网络中,N 是相同的,因此在同一年

中,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中心度进行排名时,不管采用绝对中心度还是相对中心度,并不会影响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排序结果,而在之后涉及同一国家或地区在不同年份网络中的地位变化时,则采用相对中心度指标衡

量.利用 Gephi软件的统计功能,本文分别计算比较了历年柑橘贸易网络 (无权和加权)中各个国家的度数

中心度,来反映其在网络中的中心性 (表４、表５).
在无权贸易网络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点出度、点入度和中心度反映了该国家或地区建立的贸易关系的

个数,其数值有着具体的含义,分别代表该国家或地区柑橘出口贸易伙伴的数量、进口贸易伙伴的数量和进

出口贸易伙伴数量之和.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柑橘出口贸易伙伴数量平均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为南非、西班牙和

荷兰;柑橘进口贸易伙伴数量平均排名前三的国家依次是英国、荷兰和德国.从中心度来看,在整个贸易网

络中,荷兰和西班牙是建立柑橘贸易关系数量最多的两个国家,荷兰最多,西班牙次之.因此,在只考虑国

家或地区间建立的贸易关系的数量而不考虑其贸易关系的强度时,荷兰和西班牙居于整个无权贸易网络的核

心地位,这说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或地区都与这两个国家建立了柑橘进口或出口贸易关系.
在无权贸易网络中,并没有考虑一个国家或地区对另一个国家或地区贸易额的大小.例如,假设 A只对

世界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柑橘,而不进口柑橘,B也是如此,则 A、B在整个贸易网络中的度数中心性是

一样的,具有相同的地位;但假设 A情况不变,B虽然也只对世界上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柑橘,但其出口额

远远大于 A的出口额,则在加权贸易网络中,B具有更高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反映各个国家或地区之

间贸易联系的强度,有必要计算加权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并进一步与无权贸易网络进行对比.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心性排名前１０的国家或地区 (无权)

点出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西班牙 南非 荷兰 美国 土耳其 意大利 希腊 以色列 埃及 法国

２００５ 南非 埃及 荷兰 西班牙 美国 阿根廷 土耳其 意大利 巴基斯坦 以色列

２０１０ 南非 埃及 西班牙 阿根廷 土耳其 荷兰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以色列

２０１５ 荷兰 南非 埃及 西班牙 土耳其 阿根廷 法国 美国 中国 意大利

２０２０ 西班牙 南非 荷兰 美国 土耳其 意大利 希腊 以色列 埃及 法国

点入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英国 荷兰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美国 俄罗斯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瑞士 中国香港

２００５ 荷兰 英国 德国 法国 西班牙 俄罗斯 加拿大 意大利 美国 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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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点入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１０ 德国 荷兰 英国 俄罗斯 法国 意大利 加拿大 西班牙 波兰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２０１５ 英国 荷兰 德国 西班牙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法国 意大利 美国 中国 中国香港

２０２０ 英国 荷兰 德国 法国 加拿大 美国 俄罗斯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瑞士 中国香港

绝对点度中心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荷兰 西班牙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比利时 希腊 英国 南非

２００５ 荷兰 西班牙 法国 美国 意大利 德国 英国 南非 希腊 比利时

２０１０ 荷兰 西班牙 意大利 德国 美国 南非 法国 英国 埃及 土耳其

２０１５ 荷兰 西班牙 法国 南非 美国 意大利 英国 德国 埃及 土耳其

２０２０ 荷兰 西班牙 美国 法国 意大利 德国 比利时 希腊 英国 南非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关系强度排名前１０的国家或地区 (加权)

加权出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西班牙 美国 荷兰 南非 摩洛哥 土耳其 阿根廷 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２００５ 西班牙 美国 南非 荷兰 土耳其 摩洛哥 阿根廷 墨西哥 比利时 意大利

２０１０ 西班牙 美国 南非 土耳其 荷兰 中国 埃及 摩洛哥 阿根廷 意大利

２０１５ 西班牙 中国 美国 土耳其 荷兰 埃及 摩洛哥 墨西哥 南非 阿根廷

２０２０ 西班牙 美国 荷兰 南非 摩洛哥 土耳其 阿根廷 比利时 意大利 澳大利亚

加权入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德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比利时 俄罗斯 波兰

２００５ 德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俄罗斯 美国 加拿大 比利时 日本 意大利

２０１０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荷兰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波兰 日本 沙特阿拉伯

２０１５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美国 荷兰 英国 加拿大 意大利 波兰 泰国

２０２０ 德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日本 加拿大 美国 比利时 俄罗斯 波兰

加权中心度

年份 第１位 第２位 第３位 第４位 第５位 第６位 第７位 第８位 第９位 第１０位

２０００ 西班牙 美国 德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日本 比利时 意大利 加拿大

２００５ 西班牙 美国 法国 德国 荷兰 英国 南非 比利时 俄罗斯 土耳其

２０１０ 西班牙 荷兰 美国 德国 法国 俄罗斯 南非 土耳其 中国 英国

２０１５ 西班牙 美国 中国 德国 荷兰 法国 俄罗斯 土耳其 意大利 英国

２０２０ 西班牙 美国 德国 法国 荷兰 英国 日本 比利时 意大利 加拿大

由表５可以看出,在综合考虑贸易关系数量和贸易关系的强度之后,各个国家或地区在贸易网络中的中

心性与表４相比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在考虑到权重之后,西班牙一直是加权出度最大的国家,这说明西班牙

在世界柑橘贸易中占据最重要的出口地位,除西班牙外,美国、荷兰等也是加权出度较大的国家.在柑橘进

口方面,德国和法国的加权入度最大,这说明德国和法国是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最重要的进口国家,除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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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国之外,荷兰、俄罗斯、英国等在世界柑橘进口贸易中的地位也不可忽视.综合考虑出度和入度,在加

权贸易网络中,西班牙一直处于中心度首位,这表明西班牙一直是加权柑橘贸易网络中中心性最高的国家,
是加权柑橘贸易网络的核心.由图３b可以看出,西班牙建立的出口贸易关系不仅多,而且关系强度也最高,
尤其是其与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柑橘进口国 (德国和法国)之间有很强的贸易联系,这进一步强化了其在整

个柑橘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地位.

４３　贸易网络中国家或地区间关系分析与特征比较

为了更好地对比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表现,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选取

了一些核心国家,即在柑橘进口或出口贸易中有相当地位的国家,并综合分析了这些核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

系特征以及在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差异.按照出度和加权出度的排名综合选择重要的柑橘出口国西班牙、
南非、荷兰和美国,按照入度和加权入度的排名综合选择柑橘进口国英国、德国、法国和荷兰,中国虽然在

整个贸易网络中的中心度排名相对较低,但其柑橘出口额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一直处在全球前三的位置 (表２),
因此也将中国看作是柑橘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

图４　核心国家之间的柑橘贸易网络

作为世界上重要的柑橘进出口国家,这些国家之

间也存在着贸易往来.在分析一个国家的贸易关系时,
不仅要考虑其个体特点,还要考虑其与环境的相互作

用,即实际或潜在贸易伙伴及其在贸易网络中的地位.
由于图３中涉及的国家关系数量众多,难以看清具体

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些有代表性

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利用同样的方法,以２０１９年

数据为基础,构建了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之

间的贸易网络 (图４).图４的网络规模为８,即只包

括８个核心国家 (西班牙、南非、美国、德国、法国、
英国、荷兰、中国),网络密度为０８３９,该值与之前

计算的贸易密度值相比大很多,且更趋近于１,说明这

８个核心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非常密切,大部分国家

之间都存在着两两贸易往来.另外,从图４可以明显

看出,西班牙对德国和法国的柑橘出口贸易额巨大.相关计算表明,西班牙对德国和法国的柑橘出口贸易额

之和可占到西班牙柑橘出口总额的１/４以上.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的平均出入度对比

不同核心国家在柑橘贸易网络中的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图５展示了８个核心国家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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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平均入度和出度.平均来看,荷兰是世界上建立柑橘贸易伙伴数量最多的国家,既是重要

的柑橘出口国,也是重要的柑橘进口国.另外从中不难看出,虽然西班牙和南非都是柑橘出口大国,但是在

柑橘贸易网络中的特征却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表现为:西班牙在出口柑橘的同时,也进口较多的柑橘,因此

入度较大;而南非的出度虽然略大于西班牙,但是入度很低,平均入度只有７,属于典型的柑橘出口偏向型

国家.德国和法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具有相似的特征和地位,两国的出度和入度都很接近;中国和美国

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国都是柑橘出口额较大的国家,在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出度也都明显大于入度.英国与

德国和法国相比,其入度更高、出度更低,更接近柑橘进口偏向型国家.
由前面的分析可知,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为了更直观准

确地说明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以及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变化,笔者计算了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中

国及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的相对中心度 (图６).从图６可以看出,除美国外,自２０００年以来,各个国家在

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相对中心度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中国上升的趋势最为明显,这说明中国在世界柑

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与其他贸易大国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核心国家的相对中心度

但是,与第一大柑橘出口国和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核心———西班牙相比,中国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

一,中国柑橘的出口额与西班牙相差巨大.２０２０年,西班牙柑橘出口额为４１９１亿美元,是中国柑橘出口额

的２６６倍.其二,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建立的有柑橘出口贸易联系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也明显低于西

班牙.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西班牙柑橘出口贸易伙伴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数量为６２个,而中国只有４０个.其三,
西班牙的出口目标市场主要是德国、法国等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占据相当地位的国家,而中国的柑橘多出

口到越南、菲律宾、泰国等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非核心国家.从以上对比分析来看,中国柑橘贸易还有较

大的发展潜力和发展空间.

５　结论与讨论

５１　主要结论

利用 UNComtrade数据库中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世界各国的柑橘进出口贸易数据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本文

分别构建了无权和加权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分析了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和其中各个国家的个体属性,同时对

核心国家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特点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的主要结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网络整体特征来看,２０００年以来,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的网络规模不断扩大,网络密度也有所提

高,这说明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格局不断复杂化,各个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柑橘贸易关系也愈发紧密.此外,新

—８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2郾06（总 518）



冠肺炎疫情使得世界柑橘贸易网络格局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表明世界柑橘贸易网络具有不稳定性,易受不

确定性因素的影响.
第二,从网络个体特征来看,在无权贸易网络中,荷兰居于贸易网络的中心地位,而在加权贸易网络

中,西班牙则是整个贸易网络的核心.西班牙、南非、美国是整个贸易网络中重要的柑橘出口国,德国、法

国、英国是整个柑橘贸易网络中重要的柑橘进口国,荷兰既是重要的柑橘进口国、也是重要的柑橘出口国.
第三,从核心国家之间的对比分析来看,自２０００年以来,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但是与西班牙这样的贸易网络核心大国相比,差距仍不容小觑,中国柑橘

贸易还存在一定的发展潜力.

５２　对策建议

综合本文研究,针对中国柑橘产业和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抓住机遇,发挥柑橘贸易潜力.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不断提高的地位和影响力为中国柑橘

贸易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要利用好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不断上升的影响力,继续深化与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柑橘贸易,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柑橘产业有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空间、扩大国际贸易规模的潜力.因此,需

加强中国柑橘出口企业的组织培育,充分利用中国与各个国家或地区,尤其是柑橘贸易网络中的核心国家间

的合作潜力,抓住 “一带一路”建设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签署带来的机遇,发展柑橘

贸易.
第二,提高质量,转变柑橘贸易增长方式.中国与在世界柑橘贸易网络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西班牙相比,

还存在着一定差距.目前,中国柑橘仍存在 “量大而质不优”的问题,要想从柑橘 “贸易大国”转变为柑橘

“贸易强国”,其本质是柑橘贸易增长方式由依靠规模扩大向依靠质量提高的转变,是以品质效益取代规模效

益.要立足于柑橘产业和贸易长远发展,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柑橘生产发展布局,学习先进国家生产管

理经验,科学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加快转变柑橘产业发展方式,推动柑橘产业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发

展,提高中国柑橘的质量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第三,防范风险,减少柑橘贸易不确定性.随着世界柑橘贸易网络结构更加复杂,其不确定性和不稳定

性也随之增加,中国柑橘贸易也面临着一定的外部风险.目前世界柑橘贸易网络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一是系统性风险,如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二是国家间贸易摩擦、贸易壁垒所带来的非系统

性风险,如２０２０年,一方面美国开始批准进口中国柑橘,另一方面中国重要的柑橘出口市场———俄罗斯暂

停进口中国柑橘[２６].对于系统性风险,中国应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建立富有韧性并能够抵御系统冲击的农产

品供应链;对于非系统性风险,中国应积极拓展柑橘进出口市场,强化柑橘质量监测,对柑橘出口产品推行

国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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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EvolutionofWorldCitrusTradePatternbasedonSocialNetworkAnalysis
KUIGuoxiu　QIChunjie

Abstract:CitrusoccupiesapivotalpositionintheworldfruitindustryUsingthecitrustradedataofcountries
aroundtheworldfrom２０００to２０２０,thispaperadoptsthesocialnetworkanalysismethod,andusesthe
Gephivisualizationsoftwaretoconstructtheworldcitrustradenetwork,andthenanalyzesthe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oftheworldcitrustradenetworkandtheattributechangesofIndividualcountriesinthepast
２０yearsTheresultsshowthatsince２０００,thescaleoftheworldcitrustradenetworkhasbeenexpandingand
thenetworkdensityhasbeenincreasingTheNetherlandsandSpainareattheheartoftheunweightedand
weightedcitrustradenetworks,respectivelyOvertheyears,China’spositioninthetradenetworkhasinＧ
creasedsignificantly,andthegapwithothercorecountrieshascontinuedtonarrowInaddition,thestudy
alsofoundthattheCOVIDＧ１９in２０２０hadasignificantimpactontheworldcitrustradenetworkAccordingto
thecharacteristicsofthecitrustradenetworkandthechangeofChina’spositionintheglobalcitrustrade,
suggestionsaremadefortheChina’scitrusindustryandtrade
Keywords:Citrus;ImportandExportTrade;TradeNetwork;SocialNetwork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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