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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冲击与农业经济学的反思

胡冰川∗

　 　 摘要: 新冠疫情对全球农产品市场与农业政策带来很大的挑战ꎬ同样也给了

农业经济学在学科层面一个反思的机会ꎮ 从农产品市场连续性出发ꎬ可以观察到

在农产品及初级产品交易中存在着明确的价值容器ꎬ为市场交易提供特定载体ꎬ新
冠疫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改变了农产品市场ꎬ而是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

器ꎮ 面对疫情带来的超限风险ꎬ不同规模农业生产者所面临的损失比例大体相当ꎬ
农业的规模经营并没有显示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ꎬ这也需要对偏向农户生计的政

策支持体系进行重新思考ꎮ 更进一步地ꎬ在农业经济学中ꎬ政策因素已经深刻地内

嵌于市场体系ꎬ新冠疫情带来的冲击将会使得农业政策在工具和目标上发生很大

变化ꎬ对此应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新的分析框架ꎮ
关键词: 新冠疫情ꎻ价值容器ꎻ超限风险ꎻ农业政策

农业经济学是经济学在农业领域中的具体应用ꎬ其理论层面的基本框架是给定时空条

件下的农业资源优化配置ꎮ 在现实中ꎬ由于抽象层次上的理想化条件十分苛刻ꎬ农业经济运

行往往并不按照理论框架行事ꎬ显示出很强的人为干预色彩ꎬ更适用的解释框架来自政治经

济学ꎬ例如农业支持保护的设定ꎮ 在框架层面ꎬ农业经济学的解释力来自“市场”和“政府”
两只手的共同作用ꎮ

从学科发展来看ꎬ农业经济学自身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ꎮ 百年以来ꎬ从要素配

置角度ꎬ劳动经济学、土地经济学、资源环境经济学逐步从农业经济学中分化独立出来ꎮ 近

年来ꎬ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ꎬ学科细分与内容发展日趋纵深化ꎬ如食物经济学ꎮ 无论学

科如何分化ꎬ对象形式如何丰富ꎬ站在经济学视角ꎬ其核心解释力仍然来自“市场”和“政府”
两只手ꎮ 从亚马逊热带雨林的大火到刚果盆地的大火渊源ꎬ从美国中部大平原的农场主到

中国西南丘陵山区的小农户所面临的困境ꎬ在农业经济学的框架下ꎬ无论在价值判断上有何

种差异ꎬ但是底层逻辑却是一致的ꎬ这也是农业经济学能够作为独立学科存在的基础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ꎬ消费者出于对恐慌本能的避险情绪ꎬ开始大量

抢购ꎬ而生产却受到环境因素产生间断ꎬ产销的空间隔离构筑了市场鸿沟ꎮ 不仅如此ꎬ人们

开始关注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ꎬ如物资储备、农业支持等ꎮ 显然ꎬ农业经济学并不能解释和

回应市场断续与社会恐慌ꎬ势态最终平息来自现实发展ꎮ 当然ꎬ对于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相

关问题ꎬ绝大多数并不属于农业经济学范畴ꎬ但是并不妨碍学科自身做出相应反思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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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

在传统的市场理论中ꎬ并不存在价值容器ꎬ市场的一次性出清都是以价格涨跌进行平衡

的ꎮ 新冠肺炎疫情之后ꎬ一个极端事实是: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美国时间)美国原油期货市

ＷＴＩ５ 月合约收于每桶－３６.７９ 美元ꎬ除了技术性的“逼仓”因素之外ꎬ仓容约束成为负价格的

决定因素ꎬ价值容器概念进入讨论范围ꎮ 在抽象的商品市场上ꎬ并不存在价值容器ꎬ即便是

存货ꎬ存储与折旧费用在商品价值中的份额依然很小ꎬ可以忽略不计ꎮ 显然ꎬ这一抽象对应

的事实基础更偏向工业品与服务ꎬ对初级产品而言ꎬ价值容器的成本与商品价值的比例关系

并不是可以忽略的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价值容器并不同于交易成本(Ｃｏａｓｅꎬ １９３７)ꎬ而是市场交易的特定载体ꎮ

从识别来看ꎬ可以采取反证的方式ꎬ即:如果脱离了价值容器ꎬ那么交易则无法实现ꎮ 交易成

本指的是为了完成交易而支付的成本ꎬ例如信息搜集、谈判议价等ꎻ价值容器则是商品交易

的市场载体ꎬ当商品属性越接近抽象事物ꎬ那么所需要的价值容器就越小ꎬ例如服务、知识产

权ꎬ其交易载体就接近理想条件ꎻ当商品属性越具体ꎬ尤其是形态受时空约束的事物ꎬ例如原

油、矿产、农产品ꎬ其交易所需的价值容器就会更大ꎬ而容器自身成本因为相对比例较高ꎬ因
此也会凸显出来ꎮ 现实中很多商品生产无法实现市场价值ꎬ原因也在于缺乏有效的市场容

器ꎬ在农业领域表现最为突出ꎬ例如“杀牛倒奶”、“菜烂在地里”等ꎮ
对于农产品市场而言ꎬ其价值容器包括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ꎮ
在空间维度上ꎬ仓储设施、交通运输及其他市场支撑手段ꎬ都会共同构建农产品市场的

价值容器ꎮ 例如巨大的粮食仓储可以使得“季产年销”的粮食形成连续交易ꎬ在一个比较静

态的截面上可以通过价格手段使得粮食市场得以出清ꎻ相反的事实是ꎬ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山东樱

桃集中上市ꎬ除了降价之外ꎬ仍有一部分樱桃陷入无人收获的境地ꎬ类似现象还有养殖户倾

倒牛奶等ꎮ 由此可见ꎬ如果缺乏一个可靠的价值容器ꎬ农产品市场的出清必然与理想状态不

符ꎮ
在时间维度上ꎬ农业生产的时间特征同样也构成了农产品的价值容器ꎮ 传统上ꎬ农产品

价值容器更多地表现为空间特征ꎬ例如仓容的作用ꎻ随着全球农产品市场整合ꎬ价值容器更

多地从空间维度转向时间维度ꎬ因为时间维度上的价值容器成本显然更低ꎮ 例如ꎬ日本小麦

自给率为 １０％ꎬ库存消费水平只有 ２０％ꎬ但是日本小麦通过分散进口来源ꎬ主要进口来源国

为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ꎬ通过收获时间的差异形成了连续交易ꎬ从而使得传统经济学的

理论解释仍然堪用ꎮ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粮食抢购、部分国家农产品出口禁令等并没有改变市场交易ꎬ而

是改变了农产品市场的价值容器ꎮ 当居民粮食抢购达到一定规模以后ꎬ农产品市场连续出

清的价值容器发生了改变ꎬ由此前的谷仓转到居民的家庭ꎬ那么在特定的截面上ꎬ消费变得

间断ꎬ如果这种间断保持一段时间的话ꎬ那么就会影响价格决定ꎬ从而向上游影响未来生产ꎮ
同样地ꎬ当前正值小麦收获季节ꎬ农户整体的惜售情绪很重ꎬ这不仅会对当前市场构成影响ꎬ
还会在未来造成更大的反复ꎬ金融时间序列中的自回归条件异方差对类似波动提供了量化

模型依据ꎬ但是在农业经济学讨论中ꎬ价格波动背后的价值容器有待进一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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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户生计背后的风险与规模关系

农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具体应用ꎬ其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是高度一致的ꎮ 但是在农

业经济学中ꎬ存在一个较为特殊的研究问题ꎬ即农户生计的外部性ꎬ这一点不同于福利经济

学讨论的收入分配ꎬ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公共经济学中税收与生产者行为ꎮ 其隐含的逻

辑是:农户破产将会影响农业生产ꎬ进而影响粮食安全ꎮ 那么ꎬ面对粮食安全的公共政策时ꎬ
农户生计就具有了外部性ꎮ 这也使得价值判断发生了畸变ꎮ

就学科本身而言ꎬ价值中性本应是唯一尺度ꎬ正是因为农户生计负外部性的存在ꎬ使得

学科的价值判断尺度产生分歧ꎮ 这种分歧有时候甚至还会带来认识偏差ꎮ 在新冠肺炎疫情

冲击下ꎬ有必要重新讨论农户生计背后的农业风险与规模之间的关系ꎬ或者说超限风险冲击

之后的价值判断问题ꎮ
从直观事实出发ꎬ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ꎬ其可以承担的风险损失往往越大ꎬ正

如轮船吨位越大抗风浪能力越强ꎮ 这一直观事实在经济学层面的表达也是更倾向于工业领

域ꎬ毕竟大企业拥有更高的效率ꎬ同等条件下风险控制能力更强ꎮ 有观点认为ꎬ大规模农业

投资有利于升级风险应对措施ꎬ甚至可以平抑一部分市场风险ꎮ 事实上ꎬ在农业领域中ꎬ风
险与规模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Ｒｏｓｅｎｚｗｅｉｇ ａｎｄ 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ꎬ １９９２)ꎬ或者说现有农业生产

的规模仍然不足以平衡自然和市场风险ꎬ意即:现有的农业风险对不同生产主体而言往往都

是超限的ꎮ
举例来说ꎬ在“非洲猪瘟”扩散过程中ꎬ从损害比例和损失数量来看ꎬ生猪养殖的大规模

生产者并不比中小生产者更低ꎬ这也说明:现有的投资和技术条件尚未完全越过自然风险的

门槛ꎮ 并且在全球农产品市场一体化的条件下ꎬ不再会出现依靠寡占稳定价格的市场主体ꎮ
可以认为:在现有条件下ꎬ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与风险损失之间没有太大关系ꎮ

进一步地ꎬ在农业领域ꎬ规模与投资之间关系是特征性的ꎬ而投资更多地表现为风险中

性ꎬ并不是越大的投资越存在“赌徒”心态(Ｂｉｎｓｗａｎｇｅｒꎬ １９８０)ꎮ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投资规模

越大ꎬ其风险态度往往是更趋谨慎的ꎮ 就行为的主观性而言ꎬ在理论上并不存在风险偏好与

规模决定的特定范式ꎻ那么客观结果就是规模与损失之间的关系并不存在特定性ꎮ
如果不存在规模与损失的简单负向关系ꎬ风险中性应当成为不同农业生产者投资行为

决定的共同起点ꎮ 那么ꎬ新冠肺炎疫情以来ꎬ不同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造成的损失是否需要平

等对待就成为一个现实问题ꎮ 当前ꎬ尽管中国生计农业模式规模仍然庞大ꎬ但是主要的农产

品市场供给者却来自商品农业生产ꎬ而非一家一户的生计农业生产ꎮ 传统意义上ꎬ农户生计

的负外部性可以通过一定的产业政策予以平衡ꎬ但是现代意义上ꎬ农户生计的负外部性更应

当作为公共政策ꎮ 在学科的讨论层面ꎬ如果将公共政策部门化、价值尺度多元化ꎬ显然是不

利于学科发展的ꎮ

三、农业政策的工具讨论

农业经济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提供政策工具ꎬ并对不同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ꎮ 从政

策本身来看ꎬ由于政策供给的有限性ꎬ其分配必然服从利益集团博弈均衡结果ꎬ“精英俘获”、
“逆向选择”等不良结果往往成为现实选择ꎮ 这种结果并不因政治制度而改变ꎬ只是表现方

式和工具强度存在差异ꎮ 能够观察到的ꎬ对部分最不发达国家的粮食援助恶化了本地的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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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全ꎬ其原因在于粮食援助加大了本地粮食供给ꎬ压低了本地粮食价格ꎬ造成本地粮食生

产者的利益损失ꎬ从而降低了生产积极性并产生了对粮食援助的进一步依赖ꎮ 这也是政策

工具与市场机制之间的现实矛盾ꎮ
对中国农业政策的工具来说ꎬ这一情况也不鲜见ꎮ 一方面是农业投资中的锦上添花ꎬ例

如各种形式的农业项目申报ꎬ使得一批并不具备经济可行的项目得以实施ꎬ进而促成了专门

以项目申报为名的灰色产业链ꎬ最后带来的结果要么是不可持续的烂尾项目ꎬ要么是“一鱼

多吃”的光环项目ꎬ造成了大量的政策资源浪费(冯猛ꎬ ２００９)ꎮ 另一方面是农业支持中存在

的价值偏向ꎬ使得相当数量的非效率生产得以延续ꎬ从而在整体上进一步推高了农业生产成

本ꎬ例如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土地流转方式ꎬ将价格支持政策析出为级差地租ꎬ从而使

得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从良好愿望变成更残酷事实(胡冰川ꎬ ２０１６)ꎮ
由此可见ꎬ政策与市场在互嵌过程中的矛盾是一般意义上的ꎮ 除中国之外ꎬ各国的农业

政策或多或少也存在类似问题ꎬ其中日本农业政策尤为极端ꎬ并最终使得农业政策在农业经

济学的框架下无法获得解释ꎬ只能通过政治学和社会学框架进行解释ꎬ政策工具不仅改变了

产业形态ꎬ同时也对学科发展形成了侵蚀ꎮ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ꎬ对中国农业政策的讨论与反思到达一个新的层面ꎬ原因在于原先的

政策工具与手段面临很大的挑战ꎬ表现为:财政补贴的不可持续ꎬ农业产出的结构性矛盾ꎬ生
物安全风险等环境压力加剧ꎮ 其中一部分政策工具可以在学科的框架内进行讨论ꎬ并得到

优化ꎬ还有一部分政策工具的评价与讨论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论探讨或者新的分析框架ꎬ如前

所述的价值判断问题ꎮ
由于农产品市场存在特定的价值容器ꎬ寄希望于理想的市场逻辑来解决农产品市场出

清与价值链衔接ꎬ在现实中未必尽然ꎮ 农业政策的工具创设在本源上是为了解决市场机制

的缺陷ꎬ但是在工具运用过程中ꎬ由于价值偏向的存在ꎬ往往使得农业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创

设目标之间存在一定分歧ꎬ有时差异还会很大ꎮ 在此背景下ꎬ学科理应为政策改进提供可靠

的科学支撑和思想指引ꎮ

四、简要小结

农业经济学的学科发展在横向上表现为专业知识体系的不断分化ꎬ使得新学科不断涌

现ꎮ 现代农业经济学的核心在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及政策系谱分析ꎮ 就中国农业实践而

言ꎬ以取消农业税为标志ꎬ农业发展模式快速转型为高度的政策依赖ꎬ其背景在于:经济社会

高速发展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的同时ꎬ农业产出比例的相对下降ꎬ使得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农

业政策工具成为主导力量ꎮ 如果细究ꎬ不难发现ꎬ相当数量的农业政策不仅工具是非效率

的ꎬ甚至目标也是非效率的ꎮ 当然ꎬ在财政相对宽松的背景下ꎬ效率服从效果ꎮ
新冠肺炎疫情以来ꎬ从学科发展角度ꎬ在农业资源配置领域ꎬ需要对传统农产品市场交

易中的价值容器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ꎬ这一点并不是颠覆传统的分析框架ꎬ而是将农产品自

身特征纳入市场交易机制ꎬ从而提供更为合理的逻辑解释ꎮ 此外ꎬ新冠疫情对现行农业政策

带来的冲击更大ꎬ传统的农业政策工具在财政收缩背景下很难继续维系ꎬ进一步政策改革的

方向显然需要效率优先ꎬ从学科发展角度ꎬ也需要更新思想ꎬ为新冠疫情以后的农业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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