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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一年，按照党的十八大要

求，我国农业正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

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加快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

用率、劳动生产率，实现集约发展、

可持续发展。

基辛格说，“如果你控制了粮食，

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农业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当前，随着国内外环

境条件变化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

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农业持续稳定

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2016 年是

“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作为县域经

济重中之重的农业工作会有怎样的布

局？本刊记者特意采访了中国农业问

题专家，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

管理司司长张红宇和四川省社会科学

院副院长郭晓鸣。

创新推进农村改革
确保中国粮食安全
——本刊对话中国农业问题专家
本刊记者 车文斌

对话嘉宾：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张红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郭晓鸣

张红宇

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司长。中国软科学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西南农业财经大学、华东农业

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农村研究院学

术委员会专家，本刊专家顾问。

郭晓鸣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

专家，四川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四川省“四个一批”人才，

四川省政府科技顾问团顾问，四川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兼

职教授，四川省中青年农村经济研究会理事长，四川省农

经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县域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期致力

于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的研究，先后获四川省哲学社科优

秀成果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等 20 余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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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县域经济》：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

的基础和支撑，与国际相比，目前仍是突出“短板”。

历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都在强调，要坚持把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确保谷物基本自给、

口粮绝对安全。那么，中国农业有哪些优势呢？

张红宇：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源

性国家，粮食、棉花油料主要靠面积大来生产，与

其相比，可以说我们没有丝毫的优势，或者说没有

丝毫的竞争力。但是，中国在农业资源禀赋多样化

方面，很难有一个国家能相比，有耕地、森林、湿地、

山区、丘陵等丰富的资源类型。对于中国的农产品

生产，其多样化的资源禀赋就决定了产品的多样化，

产业的多样化。中国物种资源也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产业的类型也是多样化的。除了大众的农产品，还

有玉米、小麦、水稻，棉花油料，以及很多的小杂粮。

我们的肉类品种也丰富，猪牛羊马。水产品生产，

除了捕捞还可以自己养殖。

多样化就是我们的优势。第一，由于资源的多

样化、多类型，产业产品的多样化，就决定了中国

有竞争的比较优势，比特色产业就很有优势，如茶

叶、药材、蚕桑等。有的茶叶非得种在山上，有的

药材非得到深山老林去采。第二，蔬菜的多样化，

很多从美国、日本回来的人说没有中国这么多的蔬

菜品种。第三，中国经济发达以后，人力资本突出，

技术资源也比较突出，那么，农业的高端农产品，

附加值高的农产品，靠资本、技术的农产品，我们

一定是很有优势的。

《当代县域经济》：四川也是农业大省，又有

哪些比较优势？

张红宇：四川到底怎么样？四川就是全国的一

个缩影。四川比种小麦，比得过湖南吗？水稻生产，

从品质来讲比得过东北吗？从面积来讲比得过湖南

吗？比不过。那么，四川有没有独到的东西呢？蔬

菜、茶叶、花卉、水果，观光旅游休闲产业，其他

地方比得过吗？以前“川猪打天下”，是用数量说话，

下一步，用什么打天下？我们得确定自己的比较优

势。比较优势，有资源、有人力、有技术，还有资本，

这方方面面做到了，优势就出来了。

郭晓鸣：张司长讲的是特色化、多样化，就四

川来说，还有几个问题。第一，传统农业生产形式

的衰落，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我们可以

以较低的成本，切入新型的生产模式，在这种背景

下，可以通过较低成本的实验，让土地相对集中。

没有这种衰落，每个人固守着土地，新的生产模式

就难以形成。关键是政策，还在两者之间摇摆。第

二是规模化的问题。多样化的土地形态，不可能形

成大规模的农业运作方式，可以将项目瞄准几百亩

的，比如 100 亩、200 亩这种规模的家庭农场。我

们的调查表明，这种规模更适合四川，但他们得到

的扶持比较少，这是我们的短板。第三是开放化。

农村内部的力量和资本来推动生产方式的转变是有

限的。现在城乡要互通，既要允许农民进城，也要

允许城里人下乡，两方面的流动都要畅通。解决农

业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我们的政策在这方面还有

一些欠缺。第四是规划。比较优势的发挥，特色化

规模化的实施，必须要从更高的层面来规划，最终

发挥出四川的比较优势。

特色化与多样化
是中国农业的优势 →

THINK TANK专家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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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华蓥市 10 万亩机械化旱育秧水稻丰收  图 / 邱海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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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县域经济》：当前，伴随着土

地流转进程的不断加快，土地非粮化现象非

常突出，有人担心会威胁到粮食安全，但也

有人说粮食安全是一个伪命题。市场可以根

据价格的变化来自动作出调整，只要价格上

涨，供应自然会增长，比如，如果粮食价格

涨到 50 元一斤，效益提升，种植面积就会

大幅增长，对此，该怎么看？

张红宇：说粮食安全是个伪命题我不

同意，这是所谓的专家们不负责任的表态，

我作为一个农业工作者，坚决拥护中央的粮

食安全政策，也愿意为粮食安全做出自己的

贡献。

中国历来重视粮食安全。要解决 13 亿

人口的吃饭问题，任务巨大，世界其他国家

无法解决，但中国做到了。按照总书记的要

求，中国人的饭碗要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

人的饭碗，要自己产。当今世界，不安全的

因素甚多，粮食安全现实存在。在粮食安全

的问题上，绝不要抱过多的幻想，以为现在

开放了，全球一体化了，中国真出现了粮食

问题，别的国家可以援手，且不要说有没有

援助之手存在，即使有，也会有很多问题。

全球粮食贸易量 3亿吨，占中国粮食总量的

一半儿。中国一旦缺粮，缺 10%，就意味着

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 20% 要用于中国，缺

20% 就意味着世界粮食总贸易量的 40%。不

要说哪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责任，即便是

运输也是很大问题。

粮食价格不好，那是阶段性的过剩，

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阶段性的过剩为结

构调整提供了极大的机遇。我们现在与过去

最大的不一样是，过去粮食是“种在田里边，

收在库里边”，这是最稳妥的办法，藏粮于

库。现在粮食出现阶段性过剩的情况下，重

视粮食安全，强调的是“藏粮于地”。换句

话讲，只要耕地、生产能力有保证，用半年、

一年种出粮食，没有任何问题。一旦需要的

时候，粮地可以迅速地恢复起来，主动权必

须把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目标是要保证

粮食的绝对安全。战略是以我为主，立足国

内，确保产能，科技支撑，适当进口。

确保产能很重要。比如说粮食阶段性

过剩，可以种菜或其他经济作物，但一旦需

要的时候，可以迅速恢复起来。但你说“我

种菜不行，能不能俢房子”，破坏土壤那绝

对是不行的，18 亿亩耕地不能减少，农民

的利益不能侵犯。

科技支持。中国与美国、加拿大、欧

洲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土地不足，先天

不足，人家要生产 800 斤一亩，我们就非要

1000 斤才行，这需要靠单位产出。

适当进口。在开放的情况下，在全球

一体化的背景下，适当地进口，缓解土地压

力，减缓水资源的地量消耗。充分利用进口

的条件，进口多一点少一点，这倒没有特别

担心的。

粮食安全
始终要作为首要任务 →

专家智库 THINK T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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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崇州市杨柳土地股份合作社 图 /王正云

 17  当代县域经济
2016.1 DANG DAI XIAN YU JING JI



THINK TANK专家智库

《当代县域经济》：四川土地流转率不

到 25%，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三个百分点，很多

地方存在流不起来，转不到的情况，背后的问

题何在？如何破解？

张红宇：并不是说土地流转的比例高、

面积大的农业才可以搞，规模化才可以搞，土

地流转比例很低，甚至不流转的情况下，规模

经营同样可以搞，现代农业同样可以实现。比

如家家户户种地，重要的生产环节、作业环节

社会化，通过社会化的经营性组织，解决机械

化的耕作和收获，包括统一的播种，统一的田

间管理，统一的灌水排涝，同样可以形成规模

化生产，提高服务人员的劳动生产效率，甚至

可以提高一定程度上的土地生产效率，土地配

置效率，降低平均到每块地上的服务化成本，

包括物质投入成本，人工作业成本。所以，我

认为土地流转的比例高，如果符合实际是好；

不高，如果符合实际也是好。

郭晓鸣：第一，很多地方瞄准的是龙头

企业，较大规模的流转土地。在偏僻一点的地

方，基础设施薄弱，反而是这些地方，更加注

重发展农业合作社，向大户、家庭农场等适

度规模地流转土地，形成多种层次的土地流转

需求。第二，土地流转，不单纯是流转之后发

展农业的问题，还必须依靠技术依靠机械化的

耕作。如果一个农户，一个家庭农场，流转了

200 亩地，最终还是靠请农民来耕种的话，这

只是一种简单的合并，对产出没有提升。必须

用机械来替代人工，如果实施不了，就没有发

展的空间。所以流转后，农业的基础设施必须

改善。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到流不动，还要看到

流不动背后的原因。土地流转有内在规律起作

用，不能看流转中有多大规模，规模大就发展

得好，那不一定。有的地方，流转的规模越大，

潜在的风险也就越大。

《当代县域经济》：30 年前，农村改革

关系到生死，是自下而上的改革，而当前，农

村改革的使命是实现农业的由弱到强，自上而

下。不同的使命注定了农村改革的动力不够，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推动农村改革的不断前

行？

张红宇：农村改革一直在进行，是农业

现代代的强大推动力。我从来不认为农村改革

进展是缓慢的。我认为，农村改革在中央的要

求下，三中全会的部署之下，有条不紊地推进。

无论是土地制度改革，经营制度改革，还是金

融保险制度的改革，现在都呈方兴未艾之势。

改革发挥了两个方面的作用：资源配置

方面，市场经济起决定作用；通过改革，刺激

了不同经济主体的活力。产权制度改革，赋予

农民真正意义上的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让

离开土地的农民转移出来，保留经营权，从而

放心大胆地进城；转移出来的经营权，会更大

程度地得到利用，优化配置，为规模经营提供

了基础。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组织化程

度大大提升，这是检验改革成败、好坏的结果，

其他都是空谈。

土地流转率
不是越大越好

农村改革
必须创新性地推进 →

→

PART3

PART4

当代县域经济
DANG DAI XIAN YU JING JI  2016.1 18  



专家智库 THINK TANK

《当代县域经济》：农村金融

抑制的问题一直非常突出，土地经

营权收益抵押贷款试点以来，四川

也在大力推进，但总体来说，参与

的银行还很少，贷款的总量偏少，

如何消除银行这方面顾虑，有什么

建议？

张红宇：规模化发展现代农

业，需要金融的数额是偏大的，而

且贷款的期限是相对较长的，现在

金融对农业的扶持，特别是在量上

较小，时间短，三万五万，三个月

两个月，解决不好现代农业的规模

化问题。

信用担保解决不了规模化的

问题，就必须要抵押担保，但是农

民可资抵押的财产有限，甚至没有，

农房、农机具，承包地，过去较长

时期在政策上、法律上都有障碍。

现在在经营权抵押方面，中央政策

开始明确允许探索进行相关的实

验。所以改革从这个角度来讲，它

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也是值得充分

肯定的。

在实践层面看来，农村经营

权抵押，有一个区域问题，东北人

均耕地比较多的地方，一个家庭平

均就是 20 亩、30 亩、50 亩，再流

转 10 户、8 户，100 亩、200 亩，

甚至更多，那么抵押物就比较有意

义。而四川人均耕地一亩、两亩，

单块地的抵押根本就没有意义，它

的操作成本也很高。规模流转的大

户，100亩、200亩还有点现实意义。

但是，这仅仅是有意义，抵

押以后有几个问题：出现坏账怎么

办？从事的产业失败了怎么办？抵

押物怎么变现？有没有下家？这些

都是问题。这些实验如果萎缩不前，

缩手缩脚的，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

第一，要有一个平台，换句话讲，

我们要求各个地方，起码以县为单

位要有包括土地经营权抵押变现的

市场，公开、公正，不搞暗箱操

作，有自愿的、法律要求的缔约关

系。第二，抵押的时间，抵押的地

块的比例要有规定。你转保别人的

10 年期限，你不能把 10 年都拿去

抵押了，拿出一半的时间，或 1/3

的期限来抵押。出现问题，银行变

现，还可以找到另外一家，这样风

险就规避了。转包别人1000亩地，

拿 500 亩来抵押，出现风险，剩下

的 500 亩还可以补偿银行的损失。

一个平台，一个约束，一个信

用制度，甚至包括担保、保险，都

要介入。与保险连在一块儿，保险

公司介入，双方缴纳保费，一旦出

现风险，由保险公司支付。这是下

一步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视野

在开阔，拓展抵押物范围，这些路

径是可行的。

盘活资产
需金融担保保险协同发力 →
PART5

四川崇州市兴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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