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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从国外现代农业的内涵特征看，中国经济发达地

区最具备从传统农业率先向现代农业升级的资源要

素。但是事实上这些地区的现代农业在工业化、城市

化、国际化加速推进过程中，发展境地颇为尴尬。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困难：（1）农业GDP总量和比重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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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农业的功能价值及其发展对策研究
——以江苏苏州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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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给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率先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从农业多功能性、农业外部性以及农

业生态服务价值等支撑现代农业发展的理论出发，以经济较为发达的苏州为例，论证在经济发达地区农

业具有调节农（副）产品供应、涵蓄农村劳动力就业、保护生态环境、增加农民收入、传承农业文化等五大

其他产业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提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应以基本农田保留为前提，以初级农产品适量

供给、人居环境保护、农业景观维护、农耕文化传承等多功能实现为目标，通过牢固树立现代农业价值

观，建立健全的现代农业制度，大力加强地方公共财政的投入，从技术和管理2个层面提升农业的功能

价值，实现农民增收，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的思路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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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and Developing Countermeasur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s Developed Areas
——Taking Suzhou City as an Example

Jin Weidong
(Suzhou Institute of Rural Cadre, Suzhou 215011,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n China’s developed areas (CDA), the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s, agriculture externality and agriculture ecological values were used as starting
points, and Suzhou City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five important functions of agriculture were discussed, i.e.,
regulating suppl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dopting labor force of rural area for employment, protec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creasing peasant income and passing down agricultural cultur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resented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lanc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nature. They are to firmly establish the values of modern agriculture, to
establish a modern agricultural system, to increase local financial support subsidies, to establish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upport system, to vigorously develop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reform.
Key words: China’s Developed Areas; Modern Agriculture; Multi-functionality of Agriculture; Externality;
Ecosystem Services; Developing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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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摆不上位置；（2）工业用地十分紧张，地价飞涨，农

业用地由于机会成本较高，大量耕地被开发和征用，耕

地面积锐减；（3）农业效益低，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这

些地区农民的主要来源，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下降；（4）大量农村青壮劳力被转移，滞留从事农业生

产的劳力素质较差，难以担当现代农业发展任务；（5）

传统的恋地心理，土地难以集中，农业生产效率依然难

以提高；（6）环境压力增大，农业的生态功能没有引起

足够的重视。这些现实和困难导致社会资源在农业上

的配置极度失衡，从而使得农业生产日趋萎缩。不仅

给这些地区的粮食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而且为可持

续发展带来障碍。从分析来看，不是这些地区不能发

展现代农业，而是不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归根到底

还是观念问题，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这些地区的农

业的功能价值进行深入的剖析，从而为发达地区政府

在发展现代农业这个重要问题上的决策提供一个新的

角度。

1 影响现代农业价值观形成的若干理论

不管农业如何发达，如果仅从经济角度考虑，那么

地位始终无法与工业或者第三产业相比。但是如果从

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角度考虑，农业的功能是其他产

业无法比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农业实践正在贯彻这

一理念。所以有人说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根本区别

在于理念是有一定道理的。只有当现代农业理念内化

为现代农业价值观时，现代农业才能得以发展和实

现。因此，要解决中国发达地区的现代农业问题，必须

首先要领悟当今影响农业地位和发展的一些价值理

论。农业多功能性理论、农业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农

业外部性理论无疑是形成现代农业价值观的核心理

论，正在影响和引导世界农业的发展潮流。

1.1 农业多功能性概念和农业的战略地位

农业多功能性是指农业除了提供食品、纤维等商

品产出的经济功能外，还具有与农村环境、景观、生物

多样性、农民生存与就业、食品质量卫生、国家粮食安

全、农业文化传承以及动物福利等非商品产出相关的

环境和社会功能[1]。20世纪 90年代初，农业多功能性

的概念开始出现在联合国重要文件之中。如 1992年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1996年

世纪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世纪粮食安全罗马宣言》、

《世纪粮食会议行动计划》，1999年FAO在荷兰召开的

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特点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中都较

早地出现了农业多功能性理念 [2]。在世界发达国家

中，日本、韩国和欧盟国家，是这一理论最早的积极倡

导者和实践者。

日本为了保护“稻米文化”，将农业多功能性纳入

1999年颁布的《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中。就日本

而言，如果仅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可能会放弃农

业。而日本政府认为，强调农业的多功能性，可以促使

人们重新审视农业的地位，有助于唤起国民对本国农

业的热情。此后，这一理念得到与日本相似的农业生

产条件和贸易立场的韩国响应，积极支持宣传农业的

多功能性。欧盟一些国家也相继加入日韩这一集团。

虽然，日本等发达国家利用了农业多功能性的概念实

施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但这些国家确实都认识到了农

业对保护遗产、确保粮食安全、保持空间上的平衡发

展、保护地面景观与环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世界各国对农业多功能性的研究和实践证实：（1）

农业多功能性是农业及其发展的客观属性；（2）农业多

功能性是农业战略地位的内在基础；（3）农业多功能性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2]。2007年中国中央一号

文件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农业，必须注重开发农业的

多种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促进农业结构不

断优化升级”。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把农业的多种功

能概括为6个方面，即：粮食保障功能、原料供给功能、

就业增收功能、生态保护功能、观光休闲功能和文化传

承功能。农业的多功能性表明农业的战略地位不可动

摇。

1.2 外部性理论与农业的外部性问题

“外部性”也称外在效应或溢出效应，主要是指一

个经济主体的活动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这种影响并

不是在以价格为基础的交换中发生的，因此其影响是

外在的；如果给旁观者带来的是福利增加（收益），则称

之为“正外部性”，反之为“负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

会对资源配置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经济主体的

行动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却不能因此得到相应的收益，

那么他就难以持久采取这类行动；反之，当一个经济主

体的行动能够使其自身受益而又不需要支付由此带来

的额外支出，那么他就会无所顾忌地扩大这种活动。

为了合理配置资源，增进社会福利，保持社会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必须解决外部性问题。经济学家解决外部

性的方法主要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解决两大途径。公

共政策主要包括政府管制（政府通过规定或禁止某些

行为来解决外部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收税（通过税

收或罚款，例如征收排污费治理污染等负外部性影响，

使私人成本增加到社会成本的水平）和补贴（通过补贴

补偿正外部性影响，使私人成本下降到社会成本的水

平）。私人解决的方式有道德约束、慈善行为、利益各

方签订合约包括企业之间的合并等[3-4]。

·· 58



农学学报
JOURNAL OF AGRICULTURE

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和国际化步伐

的加快，农业的外部性问题在未来农业发展中作用呈

不断加强趋势。其主要表现为4个方面：（1）农业商品

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使得农业生产

同农产品的加工、销售以及与农业生产资料等社会化

服务部门的联系日趋紧密，农民的收益及再生产规划

等更加容易受到农产品的交易或农业相关产业市场变

动的外部性影响。（2）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农业经济

属性随着农业GDP比重的下降而淡出，而社会属性明

显增加，农业的生态功能、生活功能等多功能性逐步为

认同，越来越显示出公共部门的属性，然而农业的这种

“正外部性”虽然增进了社会福利，但没有因此而得到

收益。造成农民的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萎缩。（3）传

统农业的耕作、饲养方式所造成的面源、点源污染仍然

是目前水体富营养化污染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之一。水

稻生产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是CH4、N2O等，

也是大气温室气体的主要来源。这些农业生产的“负

外部性”虽然通过科学的栽培方式可以降到最低，但由

于没有额外的支出，这种科学的方式不会采用。（4）工

业生产的“负外部性”，造成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公害增

多，对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经济造成影响。例

如，工业“三废”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正在由局部向整体

蔓延，农产品的品质质量正遭受严峻的考验。因此解

决农业外部性问题势在必行。

1.3 农业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量化评估

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

益，包括供给功能、调节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支持功

能。随着环境压力的加大，人们日益认识到生态具有

重要的价值。1997年Robert Costanza等在《Nature》杂

志上发表论文，首次系统地设计出测算全球生态系统

为人类服务的价值方式，认为“生态服务”价值是全球

国民生产总值（GNP）的 1.8 倍 [5]。2005 年 3 月 30 日，

《千年生态系统评价报告》（MA）正式发布，MA对“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给与了极大的重视，认为人类在进行

与生态系统有关的决策时，既要考虑人类的福祉，同时

也要考虑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

值研究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并成为生态补偿的

主要依据。欧阳志云等[6]得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的经济价值每年为 1.48×1014元人民币。这个价

值是2007年中国GDP的6倍。

农田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功能上看，不仅具有生产农产品和农副产品的经济

功能，同时具有碳蓄积、氧释放、土壤保持、水源涵养、

环境净化、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栖息地等生态价值，

还有就业、社会保障、旅游、美学、科学、教育、文化传承

等社会生活价值。这些价值目前绝大部分可以进行量

化评估，在中国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已经展开这方面

的工作。杨志新等[7]对北京郊区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

能价值进行评估，研究表明由于耕地面积的显著减少，

京郊农田生态系统总服务价值 2002年比 1996年下降

24.1%，从构成上看，生产价值只占12.4%，而调节大气

和净化环境的价值占77%。李菲云等[8]对沪郊农田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了价值评估，结果表明，上海郊区

2000—2004 年农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长了

6.23%，这主要得益于农产品价值和观光旅游价值的

增加，年增加率分别为 6.09%和 33.75%，而净化大气、

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持续下降，年下降速率为 6%和

4%，生态屏障越来越弱。通过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价

值量化研究，可以得出：（1）农民和农业承担了保护耕

地资源、维护区域生态环境的责任。（2）农产品价值可

以由其他区域提供，但生态功能、社会功能却是无法由

其他区域来替代的。（3）随着耕地的锐减，经济发达地

区生态维护和屏障功能在显著下降。因此，在经济发

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农田、保护农业实质

是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

2 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值

农业多功能性从理论和概念上阐释了农业的重要

地位，农业生态系统价值量化评估揭示了其经济内涵，

而农业外部性理论解释了发达地区农业萎缩的原因，

也反证了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的必要性和合理

性。这些都在理论层面，从实践来看，发达地区无论是

从粮食安全、劳动力就业、环境保护、农民增收和文化

传承等各个角度考察，农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价

值。

2.1 农（副）产品供应的调节缓解功能

经济发达地区是经济先行地区，必然也是人口密

集地区。目前，中国农副产品大流通格局基本形成，国

家贮备也很充裕，从总体层面上讲，中国的粮食安全不

存在问题。但从区域来看，不确定的因素也不能排

除。随着这些地区耕地面积锐减，要实现农产品自给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确保适量的农业生产面积，

使得地产农副产品在农副产品消费中发挥市场调节保

障作用，缓解市场供应的矛盾，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

局，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苏州是国务院确定的

较大的城市，2007 年 GDP 总量 5700 亿元，农业仅占

1.7%，人口密度 2305人/km2（不包括未登记的外来人

口），耕地面积23.965万hm2。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国

际化步伐加快，全市粮食生产的规模和保供率下降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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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1978 年，粮食生产面积 63.661 万 hm2、总产量

294.26万 t，是全国重点商品粮地区。到2007年，粮食

生产面积下降到15.345万hm2，总产量下降到107万 t，

而2007年苏州市粮食消费总量是359.5万 t，口粮供给

率（剔除人口增长因素）不到1/3，由主产区变成了主销

区。图 1是苏州市从 1978年到 2007年户籍人口人均

年粮食产量。如果计算外来人口，人均不足 100 kg。

虽然畜禽、水产、蔬菜、瓜果等农副产品有了较大的增

长，极大地丰富了农产品市场供应，但农产品市场流通

压力依然较大。一旦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动物

疫病或流通渠道不畅，当地产农副产品将承担缓解市

场供应矛盾、安定市民生活的重大责任。

2.2 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吸收涵蓄功能

曾有学者预言，21世纪中国要解决世界人口 1/6

的农民就业问题，比20世纪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难

度还要大[9]。苏州由于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方面出

台了较得力的政策，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要小于全国

和江苏省的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但也存在潜在的压

力。表 1是 2001—2007年苏州市GDP增长与从业人

员增长关系表。从表1中可以看出：（1）从2003年以后

苏州城镇登记失业率要好于全国，表明苏州在就业安

置问题上措施是得力的。（2）就业弹性系数近年有所增

长，表明经济增可以长拉动就业。（3）尽管从业人数和

在岗职工绝对数每年都在增长，但从业人员数年增长

率和在岗职工数年增长率明显低于GDP增长率，表明

就业增长要滞后于经济的增长。笔者分析就业弹性系

数增加的原因，可能与苏州近年产业结构有关，随着产

业从“苏州制造”向“苏州创造”过渡，低素质人群的就

业会出现很大问题。因为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

明，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业弹性系数不断趋于

下降。索洛增长模型表明，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

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

因为节约劳动型和资本密集型的经济增长会产生就业

挤出效应，降低GDP就业弹性。因此，从总体看，未来

苏州的就业压力不容忽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将日

益明显。苏州经济是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外资企业提

表1 2001—2007年苏州市GDP增长与从业人员增长对比表

年份指标

GDP年增长率/%

从业人员数/万人

从业人员年增长率/%

在岗职工数/万人

在岗职工数年增长率/%

就业弹性系数

城镇登记失业率/%

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

江苏城镇登记失业率/%

2001年

12.3

321.96

2.57

73.45

-0.86

0.209

3.65

3.6

3.6

2002年

14.5

323.75

0.56

74.16

0.97

0.386

4.08

4.0

4.2

2003年

18.0

346.19

6.93

81.09

9.34

0.385

3.93

4.3

4.1

2004年

17.6

358.82

3.64

87.18

7.51

0.207

3.69

4.2

3.9

2005年

15.3

393.72

9.72

100.44

15.21

0.635

3.42

4.2

3.6

2006年

15.5

429.46

9.1

111.39

10.90

0.587

3.22

4.1

3.4

2007年

16

483.4

12.6

122.97

10.40

0.788

3.0

4.0

3.19

581.1969188
609.6699029

486.8347826

200.4869339

171.3645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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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78—2007年苏州市人均年拥有粮食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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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但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高，本地

城乡劳动者则无法满足，特别是那些被征地农民，在失

去土地之后，却无法进入在自己土地上新建的企业就

业。然而城市劳动者素质也不能满足外资及内资高新

技术企业需求。于是大量的外地大学生、研究生及其

他高级人才进入苏州劳动力市场，凭借良好的文化素

质与科技素质，获得了这些岗位。在苏州下岗工人及

失地农民中，那些年龄偏大，文化、技术素质较低的人

员，即“40”、“50”人员，再就业尤其困难。而在建筑工

地、环卫领域、卖菜等脏、苦、累、差的工作，本地劳动者

又不愿从事，于是这些就业岗位也被外地劳动者获

得。目前，外地在苏州打工登记的劳动者有 600万左

右。因此，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全部转向其他产业，只有

依靠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业的就业领域。

2.3 人居生态环境的保护支持功能

在经济发达地区有些发展问题不得不引起大家的

关注：（1）城市“热岛效应”日益明显；（2）生活垃圾、生

活污水的处理任务日益繁重；（3）防洪蓄水的能力日趋

下降；（4）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日益严重；（5）传

统的地方农业资源逐渐消失。人们惊呼：“蓝天碧水净

土离我们日益遥远，保护环境刻不容缓”。长期以来，

农业的生态功能和环境保护支持功能一直被忽视。有

人甚至会说农业生产造成了水源污染、温室气体的排

放，虽然这种说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并不是消灭农业

的充分理由。农田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随着MA的报

告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农业对城市以及

农业周边人们居住环境的贡献是不可替代的。苏州是

著名的“鱼米之乡”、“人间天堂”，随着经济的发展、城

市的扩大、人口的集聚，环境问题已经不能回避。苏州

因为是水网地区，城市规模总体不大，加上近年的大面

积的绿化，“热岛效应”不如上海、北京等大城市明显，

但生活垃圾、污水处理任务繁重，2000年每日处理量

1000 t 到 2007 年每日处理量超过 3000 t。水污染严

重，水乡苏州已经成为水质型缺水城市。随着水稻生

产面积的锐减，梅雨季节防特大洪涝灾害的能力在下

降。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已经很严重，农产品质量受到

威胁。苏州许多地方品种已经开始消失。城乡居民的

生存环境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这些情况依靠工

业化的手段来治理，经济代价是极其惊人的，而且也是

不可能实现的。人们需要农田来吸收CO2，释放O2；需

要农田涵蓄水源，防洪抗灾；也需要农田净化空气、土

壤和分解部分生活污水。

2.4 农民收入增加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功能

发展现代农业将是经济发达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

入差距、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渠道。2007年苏州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0300元，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

扩大，从1996年的1.44，到2007年的2.06（表2）。从收

入结构上看，工资性收入是苏州农民收入的主体，比例

占 60%以上，这主要是由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行业

转移带来的。但是工资性收入增长是有难度的，表现

为：（1）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度逐渐加大。截至

2006年末，苏州市农村劳动力转移比重达83.2%，未转

移的劳动力大都为妇女、老人。同时随着产业结构调

整，高新技术产业对劳动力素质要求逐步增加，农村劳

动力的技能素质、文化层次等难以满足劳动力市场日

趋专业化、技能化的需求，符合转移要求、能适应新就

业岗位的劳动力较少，进一步扩大转移的难度。（2）就

业压力日益增加，劳动力素质低，工资待遇较难提升。

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企业用工往往更偏重于对

薪资要求更低的外来人口，导致当地农民就业压力增

大，而且即使就业，素质较低，薪资也不可能很高，工资

性收入增长只能依赖于城市最低工资保障的提高。另

外，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另一条重要

渠道，但多数农户由于自身缺乏技术和资金，无能力发

展，很难开辟新的增收渠道。那么增加收入或缩小差

距的任务只能落到农业产业自身，通过发展现代农业，

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加涉农产业的就业岗位、增加农业

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

2.5 传统文化和农业景观传承功能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耕文化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

华儿女，农业中蕴涵着文化遗产。日本非常重视其“稻

米文化”，甚至不惜耗资国力来保护这种文化。城市化

不是消灭农业，城市和农业可以相容。农田景观具有

很高美感度，城市居民可以到农田中休闲。居民可亲

自种植、维护、采摘等活动，对青少年具有教育功能，对

老年人则是一种休闲和回忆，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地区

表2 1996—2007年苏州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一览表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元

城乡居民收入比率

1996年

6591

4574

1.44

1997年

7479

4924

1.52

1998年

7812

5089

1.54

1999年

8406

5248

1.60

2000年

9274

5487

1.69

2001年

10515

5790

1.82

2002年

10617

6140

1.73

2003年

12361

6750

1.83

2004年

14451

7460

1.94

2005年

16276

8393

1.94

2006年

18532

9316

1.99

2007年

21260

10300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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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游开始兴起，并表现出勃勃生机的原因。2007年

苏州生态休闲观光农业点达到 130多家，接待休闲观

光游客超过800万人，实现经营收入9亿元。日本筑波

科学城保留了大片的农田，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休闲和

教育场所，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

计研究所在沈阳建工学院新校区规划方案中，利用教

学办公区与运动娱乐区之间160 m的距离地块设置了

“稻禾景观带区”。随着近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人们对

城市中的生态环境日益关注，对原始的农业环境更加

注意保护。在城市建设中，城市农田与城市公园比较，

它可将废弃的土地利用起来，这些农田可通过社区居

民进行维护，大大降低运行成本，可使拆迁的费用降到

最低点，有利于居民的到访。表 3是英国同样位于国

会周边地区有2500儿童的居住小区内的3 hm2城市公

园和城市农田的成本效用比较 [10]。从表 3 中可以看

出，保持农业景观不仅经济而且是现代人的向望。

表3 城市农田与城市公园成本效用比较表

类别

城市公园

城市农田

投资/英镑

75000

5690

拆迁费用/英镑

24000

20

第一年运营费/英镑

10176

4200

年成人到访数/人

0

19000

年儿童到访数/人

35000

有组织的49640和随机的25000

3 经济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思路和对策

农业在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中占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当前这些地区的农业产业升

级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在路径选择上必需根据当地

的资源和禀赋，因地制宜走适合当地发展的现代农业

之路。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如荷兰、以色列等人

多地少耕地资源紧缺型国家，走提高土地生产率和种

植高附加值农产品之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人

少地多、劳动力短缺型国家，走依靠农业机械化提高

农业生产率和农产品总量之路；而法国等土地、劳动

力适中型国家，走农业制度变革创新之路。现代农业

没有统一的模式，也没有统一的标准 [11]，但发达的国

家有 4个农业指标值得思考：（1）科技对农业的贡献

率在 80%以上；（2）农产品商品率在 95%以上；（3）农

业投入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至少在 40%以上；

（4）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20%以下。中国

发达地区在借鉴国外现代农业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

应该对发展现代农业进行战略部署，利用后发优势，

实现跨越式发展。

3.1 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

中国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是

以基本农田保留为前提，以初级农产品适量供给、人

居环境保护、农业景观维护、农耕文化传承等多功能

实现为目标，通过牢固树立现代农业价值观，建立健

全的现代农业制度，大力加强地方公共财政对现代农

业建设的投入和补贴，从技术和管理 2个层面上不断

提升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农产品商品率，提高农业劳动

生产率，实现农民增收，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

极性，进一步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城乡经济

的统筹发展、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3.2 经济发达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对策

3.2.1 牢固树立现代农业价值观，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

思想保证 树立现代农业价值观，不仅是解决要不要发

展农业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如何发展现代农业的

问题。什么样的价值观是现代农业价值观？就是建立

在现代性的农业价值理论基础上的农业认识观和经营

观。现代性的价值理论就是农业多功能性、农业外部

性理论和农业生态系统价值化理论。这些理论极大地

拓宽了人们对农业的认识。农业的经济价值，不仅应

该包括初级产品的生产价值，而且应该包括生态价值

和生活价值。农业不仅是经济体，同时是公共体，从而

清晰地看到农业投入的必要性和对农业补贴的合理

性，否则必然酿成“公地悲剧”。图 2是这种价值体系

下逻辑行为。当这种价值观从专家价值观到农业部门

价值观、政府价值观，一直到公众价值观的时候，现代

农业不可能不实现。为了树立现代农业价值观，迫切

需要做好 4件事情：（1）开展农业生态系统价值评估，

对农业的生态价值和生活价值进行量化，成为树立现

代农业价值观的切入点。（2）大力挖掘农耕文化，深入

抢救农业非物质遗产，确立对农业的关注点。（3）大力

实施科普、宣传、教育、讨论，改变社会对农业的心态，

从而形成对农业重视的持久度。（4）必要时应采取强势

的规范和制度约束。如重建政绩考核体系，进行经济

上的奖惩强化等。

3.2.2 探索现代农业制度安排，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制

度保证 传统农业升级到现代农业，是农业生产力提高

的过程，必然也是生产关系发展的过程。建立现代农

业制度，就是要建立与现代农业生产力相适应的农业

制度安排，属于制度创新范畴。经济发达地区对现代

农业制度的探索应该立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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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着有利于农业商品化、市场化发展的方向，努力排除

阻碍这种发展趋势的制度约束，为全国涉农法律的制

定修改、完善健全提供司法实践。（1）在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土地流转出让机制，使得土

地向农业规模经营集中。（2）积极探索新型农田保护制

度，既为城市化发展留有空间，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吃饭

的土地，不做减法做加法。（3）积极探索加强农业投入

的制度和多元化投入机制，建立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探

索农业保险、担保、融资，引入农业风险投资。（4）积极

探索促进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物流等市场化机

制。（5）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治理结构和分配

机制，提供组织化程度、组织绩效和组织作用。（6）探索

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工业反哺农业的渠道，研究WTO

框架下的农业补贴问题，切实解决农业外部性问题。

（7）积极探索有利于激发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制度

环境，提高农业科技和管理水平。（8）积极探索培养新

型农民的制度，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3.2.3 大力增加地方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和补贴，为发展

现代农业提供资金保证 农业补贴是政府对农业生产、

流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性支付。对农业实施补贴是发

达国家支持农业、保护农业、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通

行做法。2004年通过的WTO《农业协议》将农业补贴

分为2种，即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协议生效后，发达

国家利用补贴政策，大幅度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补

贴。如日本的农业补贴已经超过了农业收入，欧盟

2005年用于农业方面的支出占2004年预算的近一半，

美国也是大幅度调高农业补贴[12]。中国虽然实施了一

系列支农惠农政策，包括免交农业税、实施粮食直补、

良种补贴、农机具补贴等，但是限于国力这些补贴与发

达国家相比微乎其微。作为发达地区，在落实国家支

农惠农政策的同时，应该依照WTO绿箱政策，扩大补

贴的广度和强度。（1）确保支农资金总量，当年农业投

入总量不应低于农业GDP的40%，年递增速度不低于

地方财政增长速度。（2）扩大农业补贴范围。在 11类

属于“绿箱”补贴范围内的项目，中国使用了6类，还有

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支持、政府参与的收入保险和收

入安全网计划、对生产者退休或转业补贴、资源停用或

储备的补贴和农业结构调整投资补贴等 5类未使用。

（3）提高补贴和支持力度。有些项目如政府的一般性

服务项目中的农业科研、农业防病治病、农民培训、农

业技术推广应用、农业政策咨询、信息服务、气象服务、

农产品检疫、市场推广和促销、基础设施建设等补贴和

支持力度还不够，必须继续加大。（4）开展农作物生态

补偿。发达地区一般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可以在生态

价值评估的基础上，利用开征生态消费税的形式（类似

于有些地区实施的生活垃圾处理费），通过政府转移支

付向农作物生产者补贴，实现外部价值内部化，提高农

民收入和生产积极性。另外还可以尝试对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发展进行补贴，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3.2.4 构建现代农业技术支持体系，为发展现代农业提

供科技保证 从技术层面上看，现代农业具有以下技术

特征：（1）农业生物技术不断突破产业化生产，成为农

业产业升级的动力；（2）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农业逐

步成为可控性产业；（3）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体的食品

制造技术迅猛发展，使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4）农业

装备技术迅速发展，使农业的生产手段不断提高；（5）

可持续、生态农业技术越来越受到重视；（6）材料技术、

航天航空、核技术等高新技术在农业领域得到广泛应

按照WTO绿箱、蓝箱政策扩大和增加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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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13]。发达地区构建现代农业技术支持体系应与国家

的现代农业技术支持体系的功能有所不同，国家的技

术体系应该偏向于研究，而地区技术体系应该侧重于

引进、消化、再吸收。其主要功能是围绕区域农业产业

发展需求，发掘影响区域农业发展的共性技术和关键

技术，通过引进、集成和示范，然后推广；收集、分析农

产品的产业及其技术发展动态与信息，为政府决策提

供咨询，向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为用户开展技术示范和

技术服务，为产业发展提供全面系统的技术支撑，推进

产学研结合，提升农业区域创新能力。为此，建立农业

科学研究院，充实调整职能，大力开展应用研究，引进

消化吸收新技术，与基础研究单位开展广泛合作，行政

关系应该隶属农业主管部门；建立农业产业信息中心，

整合分析农业各项信息，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为社会

提供信息服务；调整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激发农业

企业创新主体；建立农业科技园区。

3.2.5 大力发展生态型都市农业，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

方向保证 经济发达地区发展现代农业既要考虑农村，

又要兼顾城市，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因此从农业形态

上应该是生态农业和都市农业的集成，即生态型都市

农业。生态农业强调发挥农业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

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

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相结合，

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按“整体、协调、循

环、再生”的原则，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

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

经济上的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

一。发展生态农业能够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污

染，维护生态平衡，提高农产品的安全性，使农业和农

村经济持续发展，把环境建设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

来，在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的同时，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增强农业发

展后劲。“都市农业”的概念，是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首

先提出来的，是指在都市化地区，利用田园景观、自然

生态及环境资源，结合农林牧渔生产、农业经营活动、

农村文化及农家生活，为人们休闲旅游、体验农业、了

解农村提供场所[14]。都市农业的特点主要表现在：（1）

它所包括的范围是指都市城市化地区与周边间隙地带

的农业，不同于一般城郊型农业；（2）都市农业的生产、

流通和消费，农业的空间布局和结构安排，农业与其他

产业的关系等，必须首先服从城市的需要并为此服

务。这种由城市需要决定农业的发展，体现了大都市

对农业的依赖性，并进而实现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

互促进的一体化关系；（3）都市农业不仅是经济功能的

开发，而且要进行生态、社会等功能的开发，进而实现

全功能性的大农业；（4）农业生产经营明显的表现为高

度集约化的经营方式，实现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

营，进而达到高度的农业发展形态和为都市服务的特

殊功能。发展生态型都市农业就是发展服从城市需要

的生态农业。

3.2.6 大力采用先进的农业运行管理方式，为发展现代

农业提供效率保证 发展现代农业关键是提高农业和

社会资源要素的集成配置能力。也就是说要转变传统

农业的运行和管理模式，管理运行科学化是现代农业

的最大特征，笔者认为，这一特征可能比现代农业的技

术特征更为重要。农业集约化生产、专业化分工、组织

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市场化流通，就是现代农业科学

管理思想下的具体体现，也是用工业理念指导农业产

业的具体实践内涵：（1）大力培训新型农民，切实提高

农民素质，为现代农业的各项管理措施的实施提高执

行力；（2）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强农民的组

织化程度，既可以抵御农业风险，又提高了农业专业化

程度。（3）建立有效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一方面确保区

域粮食安全，另一方面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延

伸农业产业链，增加农民就业岗位，提高农产品的附加

值。

4 结语

十七大报告把“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目标的新要求，这不仅彰显出中国共产党推进科学发

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新思维，而且也是

中国面对全球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

诺。“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规律，

推进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

的总和，其蕴涵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价值观、生态系统可

持续发展的生产观以及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

消费观。经济发达地区不仅要做物质文明发展的先行

者，更应该做生态文明的开拓者。建设现代农业、发展

现代农业就是践行生态文明最现实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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