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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三五”时期是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全面启动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农业绿
色发展作为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仍将是中国 “十四五”时期农业发展的主旋律。本
文选择美国、荷兰和日本等世界农业代表性国家，回顾和分析其农业绿色发展的实践
过程，比较和发现其具有的共性特点及经验，并提出 “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中国农业
绿色发展要明确 “农业可持续、绿色发展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促进农业生
产主体行为的绿色化”“扩大农业生态绿色技术研发和供给”“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政策
设计”“强化依法治农、通过法律手段将中国农业引入绿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政
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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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期间是中国农业贯彻绿色发展理念
取得明显成就的时期，这突出表现在２０１５年５月

２７日发布的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 （２０１５－
２０３０年）》中 “一控两减三基本”在 “十三五”

期间的任务都能顺利完成［１］。绿色发展不仅是中国

农业在经历长期依赖传统发展方式实现增长之后所
必须，同时还是实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实现中
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十四五”时期中国仍将
继续沿着绿色发展的道路来规划和谋划农业的
发展。

整体而言，就世界范围内农业绿色发展进程来
看，中国农业进入绿色发展阶段，这个进程一点也
不晚，尽管中国走上绿色发展之路的背景、动力、

措施、路径等与其他国家存在显著差异。另外，就
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和方法而言，中国农业传统的

朴素生态农业发展思想可提供大量丰富的营养。

未来，中国仍将继续汲取传统农业原有的朴素
的生态农业发展思想的营养。除此之外，还可以在
一些重大政策和制度方面向国际经验汲取营养。本
文以美国、荷兰和日本为案例，对其农业绿色发展
的历程和经验做一分析。之所以选择这３个国家，

主要还是从这些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及其对中
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可借鉴性视角出发来进行的。美
国是新大陆大规模的农业国家，荷兰是原居民经营、

但其规模相对东亚国家原居民农业又比较大的国家，

而日本是跟中国非常相似，原居民经营但规模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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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马克思界定为 “亚细亚生产方式”国家，它本
身也具有生态农业传统或者说富有农业绿色发展思
想的小农国家。

本文试图通过这些对世界农业有一定代表性的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实践过程的回顾和分析，比较和
发现其具有的共性特点和经验，以为中国进一步谋
划农业绿色发展提供参照和启示。

１　美国农业绿色发展

美国农业绿色发展大致可以分成３个阶段。美
国农业实际上在１９世纪末就进入到一个高速增长的
时期。在那个时代，化肥和农药大量使用，使用的
化学投入品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并导致对农
业自身及对周边环境的双重危机。到了２０世纪初，

美国社会，特别是农业主管部门的官员就开始思考
他们未来的农业之路究竟怎么走？２０世纪初，一个
叫富兰克林·金的美国农业资源局局长在考察了中
国农业、日本农业和韩国农业之后写成了 《四千年
农夫》这本书［２］。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寻求美国
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他经过考察发现，美
国农业要克服危机，可以从东方农业的传统智慧当
中寻找到扭转它不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和方法。由此
开启了美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美国农
业绿色发展的启蒙阶段 （２０世纪前期至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

美国农业绿色发展的第二阶段是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至９０年代，这是美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快速发展时
期。这一时期，有一些值得重视的标志性事件，一
是 《农产品贸易发展和援助法》《粮食安全法》《食
品、农业、水土保持和贸易法》等法律制定并实施，
“土地休耕计划” “通过土壤保护计划、沼泽地保护
计划、农夫条款、遵从条款等保护土地”“乡村发展
计划”等行动被采用；二是在１９８５年颁布和实施的
《食品安全法》中，首次将 “环境保护”纳入农业法
体系中；三是在１９８５年以后颁布实施的 《美国环境
教育法》《食品安全法》《联邦土地和管理法》等法
律中，农业政策工具从农业内部的 “污染治理”向
整体 “生态环境保护”转变［３］。正是由于这些措施，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大幅度提升、农业生产结构进一
步优化、农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抑制和
缓解、农业绿色发展在农户的普及程度开始逐渐显

现，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应用开始逐渐推广起来。

整体上看，在这一时期扭转了以往不可持续的农业
发展道路，绿色发展成为农业发展的主流形态。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是美国农业绿色发展
的第三阶段，是农业绿色发展的成熟及突破阶段。

这一时期，美国农业绿色发展的范围和内容逐步扩
大，以农村发展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为重点，并制
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方案予以支撑。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美国农业部任务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农业绿色发展，

促进对自然资源的明智管理。１９９１年在原来 《有机
食品生产法》的基础上，制定了 《有机食品证书管
理法》。１９９６年，美国政府修改 《农业法案》，增加
了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管理办法。２００２年，美国出台
《２００２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通过实施生态
保护补贴计划对农业绿色发展进行支持。２００７年
《农场法建议》提出把农村发展的财政支持措施从
“相机投入”转变为 “经常投入”，设立能源资助平
台、商业贷款和商业担保平台、商业资助平台、社
区计划平台四大政策平台，合并、整合不同部门分
散的发展计划、援助项目以及其他政策工作。２００８
年，美国政府颁布 《食物、保护与能源法案》，增强
对有机农业的补贴；２０１０年，美国政府颁布 《健
康、无饥饿儿童行动》法令，提出有机贸易协会将
提供１０亿美元的资金用于进行有机食品的试验计
划，用于学校食品计划中有机食品的提供。２０１１年

１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ＦＤＡ食品安全现代化
法案》（ＦＳＭＡ）。

２　荷兰农业绿色发展

荷兰农业绿色发展与美国的背景不尽相同，但
也大致经历了以下３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表现为严格控制
畜禽养殖量。养殖污染治理是荷兰农业政策转型的
最初目标。种植业和畜牧业的高度专业化分工，改
变了传统种养结合的农业产业结构，使两者严重分
离。农业地区由于缺少有机肥料，不得不使用化肥
来提高产量，而化肥的过度使用也对土壤和水质造
成非常明显的负面影响；畜牧地区的动物粪便无法
处理，大量的粪污积压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根
据荷兰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１９７０—１９８０年，荷兰
生猪养殖数量增长了１倍，由５００万头增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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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０００多万头，鸡的养殖数量增长了３０％，由６　０００
万羽增加到８　０００多万羽［４］。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荷兰政府开始通过立法方式严格控制畜禽养殖
量，以稳定粪便的产生量。１９８４年，荷兰提出了猪
和家禽的生产权，禁止新建养殖场，并实行欧盟的
牛奶配额制度，以立法形式规定每公顷耕地的承载
规模 （即每公顷土地上牲畜粪便的Ｐ２Ｏ５总产出量不
能超过１２５ｋｇ），不再允许现有养殖户随意扩大经营
规模［５］。所有从事畜禽养殖的农场和公司必须登记
种养殖规模，申请粪便排放许可，超过标准的必须
缴纳粪便处理费。同时，政府还协助建立畜禽粪便
交易市场，支持建立大型粪便处理厂，集中处理过
剩粪便，对于剩余粪便采取统一管理、定向分流，

将畜牧业发达地区过剩的粪便向需要粪肥的大田作
物生产区输送，甚至出口到国外。

这一阶段，荷兰各类农业环境保护法规也逐渐
建立起来。除了养殖权外，荷兰先后出台 《土壤保
护法》、制订畜禽养殖国家环境政策计划，要求从养
殖结构调整、总量控制、粪便排放处理３个方面控
制畜禽养殖业对环境的污染，还提出了化肥法案和
农药削减计划，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农业生产中工业
化学品投入，提倡发展循环经济。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荷兰农业绿色发展的第二个
阶段，其特点是严格控制肥料和农药施用。自２０世
纪９０年代以来，在１９８７年化肥法案的基础上，同
时也是适应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目标，荷兰相继实施
了５个硝酸盐肥料行动计划。每公顷耕地和草地的
硝酸盐标准，分别由１９９０年的１２５ｋｇ和２５０ｋｇ，下
降到１９９５年的１１０ｋｇ和１５０ｋｇ；到２０００年时，对两
者的施用要求进一步下降到８５ｋｇ。如果农场主无法
达到以上标准，则将会被强制征税。在此基础上，

为有效监测农业生产对水体造成的污染，１９９８年荷
兰还进一步推出了养分核算系统，监测农业生产活
动过程中矿物质成分的实际流失量。在这一阶段，

政府还建立了要求更为严格的农业环境保护政策，

在投入品减量、保护土壤质量、粪便和氨气排放控
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政府也鼓励农户采
取先进的饲养技术。另外，政府还积极支持研发可
以接受应用的高效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在政策
支持下，相关农场和企业积极采取措施，通过投资
改进种养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基本上达到了政府

规定的新的工业品投入标准和养分排放标准。

２０００年以后，荷兰农业绿色发展进入到第三阶
段，亦即农业资源全面管理的阶段。２０００年，欧盟
出台了水框架指令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目的是对水资源进行全面监管，即在保护好地下水
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保护好地表水，主要是针对
来自农药、化肥和重金属等领域的氮、磷和许多其
他化学污染物。长期以来，荷兰饮用水中农药污染
严重，其中检出的农药８０％是除草剂，因此，该指
令对荷兰农业发展的影响非常显著。以该指令为基
础，荷兰政府开始建立全面的浅层水、地下水监测
体系，对水资源质量进行全面监管，并由水质监管
倒逼农业投入监管，要求农业生产者建立详细的投
入产出记录档案，从而进入农业资源全面管理阶段，

鼓励发展循环农业，促进农业发展与自然保护相协
调。由于养分核算体系主要侧重于养分流失管理，

对于投入环节的监管有些不足，荷兰于２００５年取消
养分管理体系，随后建立了更为严格的农业资源投
入标准和监管体系。２００７年，荷兰政府还出台新建
动物圈舍低排放标准，将农业生产的环境保护要求
由传统的种养环节进一步延伸到圈舍设计、种养殖
管理、废弃物处理等全生产链条中。

在高度重视农业环境污染治理的基础上，荷兰
也更为重视农业发展的生态功能，大力发展观光休
闲农业、康养农业，支持有机农业、循环农业、自
然保护型农业发展。自２０００年以来，荷兰有机农场
数量增长了６０％，在所有农场的占比由２０００年的

１．６％提高到２０１２年的２．６％，虽然总体占比仍较
低，但在欧盟地区已经属于发展较快的地区之一。

２０１１年，荷兰政府启动可持续发展议程，开始探索
国家绿色增长模式，要求建立可持续的农业产业体
系和食物供给体系。２０１６年，荷兰进一步提出了
“循环经济２０５０”计划，将发展循环农业视为解决
气候变化和资源紧缺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８年，发布循
环农业发展行动规划，要求尽可能在当地、全国或
者全球范围内，构建种植、园艺、畜牧和渔业产业
间大循环体系，既减少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又显著
提升废弃物利用率，计划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农业废弃
物、食物消费等领域的循环利用率达到８０％，成为
全球领先的循环农业经济大国，到２０５０年循环利用
率进一步达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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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日本农业绿色发展

日本也是东亚拥有生态农业发展传统和智慧的
国家之一。同时，它也没有明显地经历过高投入高
污染的不可持续发展阶段。日本农业绿色发展可被
视为传统农业生态文明的延续和拓展。这其中，重
视绿色发展技术的研发和运用，是其农业绿色发展
的最大特征。概括地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农
业绿色发展，大致也可分为３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绿色农业的基础恢复巩固期，主要
发生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
日本工业化速度空前，然而造成的副作用就是农业
发展相对滞后。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日
本政府不断出台法律法规，鼓励以土地租佃为中心，

加快农业土地使用权流转，相继颁布了 《农业改良
资金助成法》《山村振兴法》，修订了 《粮食管理法》
《农业协同组合法》等法律。１９５２年，日本制定了
《农地法》，以法律形式对以上做法进行了规定，确
保了土地小规模家庭经营的合法性，为日本农业土
地的集中连片经营、共同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础，

也降低了农业生产中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为农业绿
色发展打好基础。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９０年代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
的第二阶段，也是绿色农业技术的提升期。日本对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政策的推行经历了较为艰辛的过
程，由于日本小规模土地所有者占主要地位，农民
在开发和利用先进科学技术上的困难更多。因此，

政府在绿色农业技术方面投入较大力度支撑。一是
对科研经费的投入。自１９６０年以来，日本农业科研
经费不断增加，１９７６年达到１　５１８亿日元 （１日
元≈０．０６２人民币，２０２１），约占政府科研经费总额
的３０％。二是建立完善的推广制度。为了进一步推
进农业技术成果在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和推广，日本
政府在全国建立了完善的推广普及制度，研究成果
需在各地方的农业试验场进行试验，确定其推广价
值，再将其提交给当地农政局和基层农业试验场进
行论证认可。三是人才支撑。主要依靠基层农业合
作组织的农业指导员和在市盯村政府的农业技术员，

共同形成完整的技术指导和推广力量。

同时在此阶段，日本开始注重农业绿色发展的
多重效应模式探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多元路径，

日本农村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左右出现 “观光热”，这
也为农业绿色发展带来新的机遇。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大量民间资本开始大规模开发度假村和精心旅
游开发，日本各地农村开始发展综合修养地、农业
主体公园和模仿欧洲风情的庄园，为农业绿色发展
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渠道。

１９９０以来属于第三阶段，是日本农业绿色发展
的和谐共进期。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适应世界贸
易组织 （ＷＴＯ）农业贸易规则的约束，日本农业更
加重视农业多功能性的发挥。农业绿色发展与人类
经济、社会发展的融合度不断提升，日本政府充分
结合旅游业与绿色农业，提出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模
式，并且探索出协同推进的 “农业观光”式发展模
式，大大提升了农业绿色发展的多元效益转化，也
促进了人、自然与经济的互促互进。１９９２年６月，
“绿色观光”首次出现在日本农林水产省的政策文件
《新的粮食、农业和农村的发展方向》中，日本观光
农业的发展从此走上 “快车道”。在政府相关政策的
扶持下，以观光农园、市民农园和农业公园为主要
形式的绿色观光农业发展格局逐渐形成。与此同时，

日本绿色发展的政策支撑持续推进，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２
日，日本政府颁布 《食物、农业、农村基本法》，提
出创新的政策法规，其主要目的是确保食品的稳定
供给，发挥农业在保护国土与涵养水源、保护自然
环境等方面功能，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农村的
全面振兴。同时，日本政府还为农户提供灾害防治、

资源改良等技术信息，在提供财政补贴之余，还提
供无息贷款来支撑农业绿色产业的发展。日本农业
基本法规定了政府必须对农业予以财政补助的政策，

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地方绿色农业的发展
提供支撑。同时，日本政府筹建了政策性金融机构，

对绿色农业产业中的企业提供长达２０～３０年的长期
信贷资金，收取较低额度的利息，政府财政并给予
一定的补贴。此外，日本在农业绿色发展过程中，

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农业绿色发展的技术升级和对
农民的应用培训［６］。

４　世界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规律

从上述３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基本历程，大
致可以总结归纳出７个方面的共性特征和规律。

第一，尽管各国农业绿色发展的背景、动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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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技术等存在差异，但殊途同归，最终都走上农业
绿色发展之路，这是３个国家农业发展的不争事实。

第二，各国农业向绿色发展转型的起点有早有
晚，但大致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２１世纪初达到了
一个相对稳定的农业绿色发展格局。农业绿色发展
已经成为这些国家农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题中应
有之意。注重生态生产技术运用、贯彻绿色发展理
念已经成为农业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的共同自觉行动。

第三，各国农业在向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当中，

虽然整体上都是沿着农业绿色发展的诸多方面 （投
入品减量、节水节地、土壤肥力保持、农业多功能
性利用等）展开的，但是各国都根据本国农业发展
的实际，在不同时期，农业绿色发展的着力重点事
实上又是具有一定差异的，并非是齐头并进。以荷
兰为例，第一阶段重点在控制养殖数量和牲畜排泄
物与农地的比例关系；在第二阶段则将重点放在严
格控制肥料和农药施用；在农业资源全面管理的第
三阶段则将重点置于建立更为严格的农业资源投入
标准和监管体系［７］。

第四，各国农业在向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当中，

都高度重视绿色生态技术的研发和运用。绿色发展
从本质意义上说，就是要用绿色生态型农业技术替
代非绿色生态的传统和 “现代”农业技术。换言之，

绿色生态型农业生产技术的可获得性是农业绿色发
展的前提和基础。美国是世界农业技术的主要提供
者，其在注重绿色发展后，同样高度重视绿色农业
技术的研发和利用。荷兰一直高度重视支持研发可
以接受应用的高效低残留农药和生物农药。日本农
业并未经历明显的高投入、高污染时期，它是东亚
生态农业发展思想继承得比较好的国家，其农业绿
色发展的特点就在于其较注重生态绿色农业技术的
研发。

第五，各国农业在向绿色发展转型的过程中，

都非常重视运用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的政府计划和
专项行动，来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如荷兰，２０１１年
启动可持续发展议程；２０１６年提出 “循环经济

２０５０”计划，将发展循环农业视为解决气候变化和
资源紧缺的重要途径；２０１８年发布循环农业发展行
动规划，计划在２０３０年前实现农业废弃物、食物消
费等领域的循环利用率达到８０％，成为全球领先的
循环农业经济大国，到２０５０年循环利用率进一步达

到１００％。同样，在美国和日本，也有类似的专项
行动和计划。

第六，各国农业在向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高
度重视将绿色发展、保持农业可持续性作为农业政
策目标调整的一项重大内容来推进。荷兰在经历绿
色发展的３个阶段过程中，一直是将绿色发展与农

业发展的政策目标调整相结合的。他们的农业政策
目标在之前粮食供给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环境保
护、自然景观保持、增加动物福祉、降低气候变化
影响等内容，农业政策目标更为多元化。美国在

１９８５年颁布的 《食品安全法》里，首次将环境保护

纳入农业法体系中，并将农业环境保护确立为重要
的农业发展政策目标之一。日本在１９６１年的 《农业
基本法》、１９９９年的 《食品、农业和农村基本法》

中，均将农业环境保护纳入日本农业政策目标。

第七，各国农业在向绿色发展转型过程中，高

度重视运用法律法规促进农业绿色发展，用好政策
工具和手段执行或落实法律要求。在促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国家依法治农的特征极其突出。

以上从７个主要方面对国际农业绿色发展的特
征进行了总结。从这３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历程
看，在经历农业高速发展后，都有一个向绿色发展

转化的过程，并且在推动农业进入绿色发展阶段过
程中具有一些共性做法和特征，这些共性特征和规
律，是非常值得重视和借鉴的。

５　“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
的方向

　　参照上述３个国家绿色农业的发展特征，整体

上看，中国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基本符合世界农业
发展的潮流和规律。比如说，根据中国农业的时代
特点、地域特征，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 “十三五”

期间，有选择、有重点地实施了一些国家计划，推

进了一些农业绿色生态技术运用等，并在 “十三五”

期间圆满完成了农业绿色发展在 “一控两减三基本”

方面的任务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农业绿
色发展的进程并不晚，而且中国农业转向绿色发展
还有经历了长期生态透支支撑增长的情况下，不得

不转的独特背景。

农业绿色发展将是一个长期持续的历史过程。

借鉴国际经验，“十四五”时期及未来中国绿色发展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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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沿着以下几个方向继续努力。

第一，明确农业可持续、绿色发展为中国农业
发展的基本目标。国际经验表明，农业绿色发展不
应仅仅停留在 “发展理念”的视角上，也不应仅仅
停留在将其作为实现其他基本目标的手段和措施上，

而是必须要将其上升到 （或融入）基本发展目标里
来。基本目标是一种硬约束，目标是必须实现且可
以考核的。农业发展目标是多元的，可以从诸多工
作层面设立农业发展目标。但什么是基本发展目标
呢？基本发展目标是超越一切其他目标、必须优先
保障实现的目标。过去中国农业在基本目标上一直
强调的是两个，一个是农产品的稳定供给 （包括粮
食安全），另一个是保障农民 （农业生产者）的收入
提高，这些直到今天都仍是非常必要、无可厚非的。

但中国农业发展到现阶段，更要强调农业绿色发展，

有必要把 “保持农业可持续性”作为农业发展的第
三个基本目标，要将这个目标跟农民收入、农产品
稳定供给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认识和对待，只
有这样，中国农业发展才能真正向 “绿”、才能
“绿”得更好。关于什么是 “农业的可持续性”，《中
国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形成和实现》中曾有过明确和
具体的界定，即施加于农业生产资料，也就是土地
上的任何的技术措施，包括化肥、农药、种子、机
械等技术的使用，既不对农业生产资料 （土地）和
农产品本身 （“农业之内”）产生负面作用，也不对
农业生态环境系统 （“农业之外”）产生破坏性影
响，也就是说农业生产过程不产生负外部性，从而
使农业作为一个整体，成为一个可以连续和可以重
复的过程的状态［８］。这样的状态就是保持了农业可
持续性 （当然，可以建构一套指标，来衡量 “可持
续性”），也就是农业绿色发展真正要实现的目标。

第二，促进农业生产主体行为的绿色化。要充
分发挥家庭农场、合作社，包括农业土地托管等在
内的社会化服务组织在促进农业向绿色发展过程中
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在这里面，还要突出强调家庭
农场作为中国农业最主要的新型农业生产主体的作
用。这源于对家庭农场的基本认知———家庭农场是
最符合中国未来农业取向要求的农业生产主体。一
个产业繁荣兴盛与否、能否实现现代化，核心在于
这个产业的从业 （生产）主体的状态。就农业绿色
发展要实现的目标而言，特别是就农业绿色发展由

谁来具体实施和落实而言，农业生产主体更具有核
心地位。对此，中国能否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农业
绿色发展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来说，都将取决于
能否形成一支具有生态自觉意识和绿色发展理念、

兼具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能够对不断变化的市场
迅速实施冲击反映式调整、能够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而
不是主要依赖政府的政策支持、能够自主发展且自主
发展能力强的、既区别于传统的小规模农户、也区别
于企业化大规模农场，符合未来农业发展整体目标实
现的新型生产主体的培育。这些新的生产主体，现阶
段最应看重、最需要培育的是家庭农场［９］。

第三，扩大农业生态绿色技术研发和供给。要
使农业生产者既有可替代的绿色生态农业技术可用，

同时，使用者的成本也实现最小化，从而使绿色生
产技术被采纳具有足够的刺激。具体而言，以下３
类农业绿色生态技术需要加速创新进程，以适应绿
色发展需要。第一类是绿色育种技术，就是通过育
种技术促进农业绿色发展，换言之，种业发展要能
够提供出适合绿色发展需要的新品种。第二类是低
毒农药、高效化肥，包括生物肥技术的研发和运用。

第三类是前述所有农业技术的总体集成性技术，如
数字信息化农业技术等。这３类绿色技术的创新和
应用，应该齐头并进。在这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上，

发挥市场力是根本，但政府可能也需要在一些领域
和环节上发挥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优化农业绿色发展政策设计。一方面要
从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化学投入品减量等突
出问题入手，逐步建立以地定畜、养分平衡制度体
系。另一方面要逐步建立严格的监管体系，鼓励新
型经营主体建立农业生产投入产出记录，引导种养
主体不断提高有利于绿色发展的管理技术和水平。

第五，强化依法治农，通过法律手段将中国农
业引入绿色、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各国农业绿色
发展实践来看，通过法律构建农业绿色发展目标和
发展措施，同时又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农业绿色发展
的相关者，特别是生产者的行为，确保绿色发展目
标实现，是较为普遍和成功的做法。中国早已进入
依法治国的新时代，而依法治农也是依法治国的重
要体现。在下一步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推进的进程中
运用好法律手段，也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下转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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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稳定增长。发展粮食精深加工，延长粮食产业
链条，提高粮食生产效益。二要稳定粮食库存和坚
持粮食适度进口。改革和完善粮食收储制度，强化
粮食库存管理，加强流通监管，注意防范化解风
险，保证中国的粮食储备充足、供应充裕。统筹考
虑国际局势和世界粮食供需情况，充分利用国外资
源和国际市场，把握进口时机和节奏，缓解国内粮
食生产约束、平衡粮食供需，保证粮食安全。三要
提高绿色优质粮食产品供给。以质量兴农为导向，

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种植结
构和品种结构，引导优质品种向生产优势区集中，

提高优质产品有效供给，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消费
需求。

从需求角度来看，一要重点降低粮食全产业链
的损耗。优化全产业链管理，提高粮食生产、收储、

加工和流通等各个环节的管理质量，尤其是提升粮
食加工转化率，尽可能减少粮食损耗。二要坚决杜
绝餐饮浪费。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止餐饮
浪费行为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教育引导、树立节
约风尚，强化制度监管、整治浪费之风。

参考文献
［１］马晓河 ．粮食结构性供给过剩造成 “新”的不安全［Ｊ］．

黑龙江粮食，２０１７ （６）：１３－１６．
［２］曾福生，周静 ．新常态下中国粮食供求平衡新思路［Ｊ］．

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７，３８ （４）：５５３－５６０．
［３］黎东升，曾靖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挑

战 ［Ｊ］．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１５，３６ （５）：４２－４７＋１１０．
［４］宋洪远 ．实现粮食供求平衡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Ｊ］．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１６ （４）：１－
１１＋１５５．

［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韩俊，徐小青 ．我国粮食
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的整体性战略框架 ［Ｊ］ ．改革，

２００９ （６）：５－３５．
［６］马晓河 ．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问题 ［Ｊ］．世界农业，

２０１６ （８）：２３８－２４１．
［７］尹成杰 ．粮食安全问题的几点思考 ［Ｊ］．经济导刊，

２０１９ （１０）：７７－８０．
［８］张义博 ．新时期中国粮食安全形势与政策建议 ［Ｊ］．宏

观经济研究，２０２０ （３）：５７－６６＋８１．
［９］李国祥 ．新中国解决粮食问题的７０年探索 ［Ｊ］．中国

粮食经济，２０１９ （１０）：２７－３１．
［１０］秦昌波，苏洁琼，容冰，等 ．我国水资源安全面临的

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 ［Ｊ］ ．环 境 保 护，２０１９，４７
（１０）：４６－４８．

［１１］王敬华，钟春艳 ．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促进农业
发展方式转变 ［Ｊ］．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２，３３ （２）：

１９５－１９８．
［１２］汪希成，谢冬梅 ．中国粮食发展４０年 ［Ｍ］．北京：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９．
［１３］吕新业，孙瑜 ．我国粮食库存规模研究 （１９８０—２００３）

［Ｊ］．农业经济问题 （２００９年增刊），２００９：３０－３４．
［１４］中国农业科学院 ．中国粮食之研究 ［Ｍ］．北京：中国

科技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５］韩俊 ．中国食物生产能力与供求平衡战略研究 ［Ｍ］．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　程　燕　卫晋津）


（上接第１２页）

参考文献
［１］金书秦，牛坤玉，韩冬梅 ．农业绿色发展路径及其 “十

四五”政策取向 ［Ｊ］．改革，２０２０ （２）：３１－４０．
［２］ＫＩＮＧ　Ｆ　Ｈ．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ｆｏｒｔｙ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ｏｒｇａｎｉｃ　ｆａｒｍ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Ｋｏｒｅａ，ａｎｄ　Ｊａｐａｎ ［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Ｄｏｖｅｒ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０４．
［３］冯丹萌，王欧 ．发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演进及启

示 ［Ｊ］．农村工作通讯，２０１９ （４）：５８－６１．
［４］ＢＵＩＳＯＮＪＦ，ＭＥＬＳＥ　Ｒ　Ｗ，ＨＯＥＫＳＭＡ　Ｐ．荷兰禽畜

粪便处理之战 ［Ｊ］．世界环境，２０１６ （２）：４１－４５．
［５］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ＥＣ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２０１５ ［ＥＢ／ＯＬ］．（２０１５－１１－２５）［２０１９－０８－１５］．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ｏｅｃｄ－ｉｌｉｂｒａｒｙ．ｏｒｇ／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ｏｅｃｄ－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２０１５ ＿９

７　８　９　２　６　４　２　４　０　０　５　６－ｅ　ｎ ．
［６］王志刚，许栩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期农业法律与政策调

整的经验及其借鉴意义 ［Ｊ］ ．理论探讨，２０１２ （５）：

７４－７７．
［７］张斌，金书秦 ．荷兰农业绿色转型经验与政策启示 ［Ｊ］．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２０２０ （５）：１－７．
［８］杜志雄，金书秦 ．中国农业政策新目标的形成与实

现 ［Ｊ］．东岳论丛，２０１６，３７ （２）：２４－２９．
［９］杜志雄 ．家庭农场发展与中国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建

构 ［Ｊ］．中国发展观察，２０１８ （Ｚ１）：４３－４６．

（责任编辑　卫晋津　程　燕）

—８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1郾02（总 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