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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 TOPSIS 法的农业高质量
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于  婷  于法稳

摘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农业现代化的核心要义，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步骤。基于TOPSIS

熵权法构建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测度2010—2019年中国省级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结果为：

（1）2010—2019年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整体呈“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东部

地区与中西部、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2）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

结果显示，四大区域之间和内部，以及各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细分维度指数均值存在较大差异，每个

省份的优势和短板不尽相同。（3）各省农业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存在显著差异，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障

碍维度集中于创新和开放维度。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其次是农业人力资源积累水平。为

进一步促进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应该从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促

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方面提高农业发展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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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高质量发展对于当前全面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截至 2020 年底，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6.695 亿吨，

比 2019 年增加 565 万吨，增长了 0.9%，中国粮食

生产实现了“十七连丰”。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

入新发展阶段，农产品有效供给不足，需求结构日

益升级，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安全优质农产品需要与

优质农产品供给数量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当前中国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均资源

消耗和环境污染远超发达国家，同时受国际农产品

市场波动的深刻影响，国内外粮价严重倒挂、粮

食市场持续低迷，中国粮食生产竞争力不断下降。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

了具体要求。2020 年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将国

内农业高质量发展视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关键。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

调要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

高质量发展。①中国农业发展逐渐步入晋档升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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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期①，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发

展战略的必然选择，是加强农业现代化、促进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当前对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存

在的问题及对策的定性研究，如丁声俊认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要贯彻落实“五大发展理念”，坚持质量

兴农、绿色发展的必然主题，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遵循创新驱动战略的基本路径，建立和强化农

业粮食创新的政策保障体系。②部分学者从细分视

角探讨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现实问题和

实践路径，如于法稳等基于现实基础从时代背景、

内涵特征和生态化取向三个方面对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的理论内涵和现实路径进行了分析。③二是农业

经济发展评价体系的相关文献研究。直接探讨农业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文献并不多，更多的学

者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和影响因素分析④、⑤。在

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研究方面，

辛岭等以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四个内在特征，即绿色

发展引领、供给提质增效、规模化生产、产业多元

融合为基础构建了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发

现农业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因素。⑥刘忠宇等运用熵权法解构了

2011—2018 年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地区差异和分

布动态演进特征，并结合 Dagum 基尼系数、Kernel

密度估计以及 Markov 链等方法分析了农业高质量发

展跨阶段转移的概率问题。⑦黎新伍、徐书彬等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构建了含有“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五个维度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并对2013—2017年全国和各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

平进行了测度和比较。⑧三是农业高质量发展影响

因素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国内外研究农业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文献日益增

多。国外学者主要从农产品消费需求结构变化视角、

农业供给侧结构调整改革视角、产业链分工与组织

创新视角、转变农业经营方式视角、构建农业生产

体系、产业体系和经营体系视角、技术进步和制度

创新视角开展了诸多研究。有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农

产品需求的多样化、高附加值取向正引导农业经济

从数量型发展向质量型发展转变。⑨Mergenthaler 研

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系统正经历着从单一低

端农产品生产向高价值农产品生产的深刻转变，这

是由消费需求变化带动农产品生产结构转变实现

的。⑩Sonntag 认为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高安全性和高

质量的需求会对农民、政策制定者和供应链中的所

有参与者所做出的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11同时，许

多学者认为技术进步偏好导向对农业高质量发展具

有重要影响。有学者认为政策干预和制度创新也是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保障。适宜的农业补贴政

策的实施是引领农业发展方式变革的重要手段，有

学者发现农业补贴政策能够通过改变经营风险、信

贷约束，以及政策的分配效应影响农地供给和需求

弹性，进而影响农业生产效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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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知，随着“农业高质量发

展”概念的提出，国内外学者利用政府政策和典型

案例进行定性分析的研究日渐增多，关于农业高质

量发展内涵的探讨也不断深入，在关注农业经济增

长的数量产出的同时，也开始对农业经济增长过程

的优劣和农业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的影响进行探讨。总体来讲，当前从中国农业发展

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角度提出对策建议的研究较

多，但从定量评价视角探究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和

空间变迁特征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构建农业

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运用熵权 TOPSIS 法测

度 31 个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揭示其时空格

局演变规律，并利用障碍因子模型诊断不同地区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素与阻力模式，进而探究提

高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路径机制和政策启示。在

此基础上认识当前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问题、深入分

析、重点突破，探讨现阶段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可行路径，对于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框架与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理论框架

高质量发展是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未来发展趋势、发展模式、

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做出的深刻判断，体现着深刻

的理论意蕴。多数学者以新发展理念和解决社会主

要矛盾为切入点，任保平、文丰安认为高质量发展

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创新

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的特点，绿色是普遍的形态，

开放是必由之路，共享是根本的目标。①刘尚希、樊

铁侠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发展质量不断优化的状

态，它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

发展理念为指引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②可以看到，

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在宏观经济理论指

引下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应该既包括农业

经济增长的数量产出，又包括对农业经济增长过程

优劣和发展结果效益的研判，是从内在性质与规律

上对农业经济发展进行刻画的，需要构建综合评价

指标体系进行度量。农业高质量发展基本内涵应该

涵盖农业经济发展的三方面，即农业经济发展的数

量、质量和效益三方面。首先，农业高质量发展要

以确保粮食供给安全为首要任务和基本要义，只有

保障农业生产一定的产出规模才能够保证中国的粮

食安全，即农业粮食供给要与粮食产出需求相适应；

其次，在保证粮食产出规模的基础上，要以五大新

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指导，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转变农业发展方式，遵循创新驱动

战略的基本路径，保障农业经济发展过程的高质量。

最后，农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业发展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统一。因此，

笔者认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

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标的，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相融合的动态发展过程。

它主要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五个维度。

创新、协调和开放维度主要反映农业经济发展过程

的优劣程度；绿色和共享维度主要反映农业经济发

展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

（二）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

维度一：创新维度。较高的农业生产效率是农

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证。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产

出效率是农业经济增长考察的重要内容，也是农业

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方面。农业创新维度主要反映

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投入产出关系。与农业

创新密切相关的投入要素有机械动力、资本、劳动

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本文试图从创新基础和创

新效率两个方面测度农业创新发展水平。其中，创

新基础方面包括农业机械动力、农业财政投入和农

业科技人员情况。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衡量的

是农业的创新绩效。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农业技术

变动、农业技术效率变动通过 Malmquist 指数 SBM

模型进行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包含了远比

科技进步更为丰富的内容，包括要素质量提高、资

源配置优化、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等，而且各种

制度变迁、人力资本、环境规制、产权变化等政策

因素的作用，最终也都会体现在全要素生产率的变

动上，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又可分为农业技术变

动、农业技术效率变动。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

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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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生产率）增长率。

维度二：协调维度。经济结构与农业经济增

长质量有密切的关系。农业经济效益的好坏一方面

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高低，另一方面取决于生产

要素是否实现最优配置效率。Maddison（1987）的

经济增长核算模型认为要素转移和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①经济结构的优化本

身意味着经济增长由量变向质变演化和生产效率

的增进。本文重点考察农业经济增长的宏观结构，

包括产业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两个方面。产业结构

一般用农经占比、农业服务业占比、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指数和产业融合度等指标表示，但是农业服

务业占比和产业融合度指标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

未纳入指标体系。因此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指数。

城乡二元结构用二元对比系数进行表征。②

维度三：绿色维度。农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

的活动过程中包括资源的索取和对环境的影响两个

方面。自然资源一般包括土地资源、水资源、大气

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等。环境影响一般包括

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退化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减

少等。但在统计过程中有些指标无法获取，而且穷

尽所有指标也没有必要，因此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一

些指标反映问题的总体状况即可。资源利用方面主

要衡量指标包括耕地有效灌溉率、万元农业增加值

耗水量和农林牧渔增加值电力消耗；环境影响方面

包括农业碳排放强度、化肥和农药使用强度等人为

因素，以及农业成灾率等自然因素。

维度四：开放维度。农业国际贸易结构由农产

品外贸依存度表征，具体计算方式是农产品外贸依

存度 = 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方式总额或进出口量 / 农

业总产值或总产量。其中，农产品进出口总额单位

为千美元，乘以当年汇率除以 1000，换算成亿元，

GDP为当年价GDP�单位为亿元，用美元进行平减，

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维度五：共享维度。只有当农业经济发展的福

利和成果分配被社会绝大多数共享时，且农业现代

化生产条件有所改善时，才能进一步促进农业经济的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成果共享维度主要包括农业现代

化水平和福利分配两个方面。有关农业现代化生产

条件包括农村收入水平、农村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

公共卫生水平等指标。有关农业的福利变化包括家

庭恩格尔系数变化，城镇化率、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比重则主要反映了城乡居民经济发展成果分配的公

平性。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标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  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变量 维度层 要素层 代码 指标层 具体指标 属性

农业
高质
量发
展

创新
水平

创新
基础

a1
农业机械化

水平
农业机械化总动力（千

瓦时）/
正向

a2
农业财政
投入占比

农林水财政支出 / 财政
支出（%）

正向

a3
农业科技人员

人员状况
每万人农业科技人员数

（人）
正向

创新
效率

a4
农业全要素生
产率增长率

DEA—Malmquist指数计
算

正向

协调
水平

产业
结构

b1
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指数
1—（农业产值 / 农林
牧渔总产值）（%）

正向

城乡
结构

b2 二元对比系数
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
率 / 第二、三产业比较

劳动生产率（%）
正向

绿色
水平

资源
利用

c1 节水灌溉比重
节水灌溉面积 / 有效灌

溉面积（%）
正向

c2
万元农业增加

值耗水量
农业用水量 / 农业增加
值（立方米 / 万元）

负向

c3
万元农业增加
值电力消耗

电力能耗 / 农林牧渔增
加值（千瓦时 / 万元）

负向

环境
影响

c4
农业碳排放

强度
农业碳排放量 / 农业生
产总值 ( 吨碳 / 万元 )

负向

c5 化肥使用强度
化肥施用量 / 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吨 / 公顷）

负向

c6 农药使用强度
农药使用量 / 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吨/千公顷）

负向

农业成灾率
成灾面积 / 受灾面积

（%）
负向

开放
水平

对外开
放水平

d1
农产品外贸

依存度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 / 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万元）

正向

共享
水平

福利
分配

e1
农村收入

水平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e2
农村劳动力
受教育水平

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年
限（年）

正向

e3
公共卫生

水平
每千农业人口乡村医生

和卫生员数（人）
正向

效益
共享

e4 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

数（%）
负向

e5 城镇化率 城镇化率（%） 正向

城乡居民人均
消费之比

城乡人均消费支出之比负向

①  Maddison A. Growth and slowdown in advanced capitalist economics: techniques of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2, 1987, pp 649-698.

②  王颂洁、白永秀：《城乡要素错配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滞后：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3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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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鲁春阳、文枫等：《基于改进 TOPSIS 法的城市土地利用绩效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以重庆市为例》，《资源科学》

2011 年第 3 期。

②  徐丽婷、姚士谋等：《高质量发展下生态城市评价——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地理科学》2019 年第 8 期。

③  张锐、刘友兆：《我国耕地生态安全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3 年第 7 期。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熵权 TOPSIS 法。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

体系作为多指标、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需

要选取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将多项指标合成单一指

数进行考察。将多项指标综合成农业高质量发展综

合指数，核心在于对各项指标进行赋权，进而使用

加权函数法获得农业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指数和综

合指数。赋权方法可以分为主观赋权法（层次分析

法、相对指数法等）和客观赋权法（如因子分析法、

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经过文献综述的比较

分析，本文采用的熵权 TOPSIS 法进行赋权，熵权

TOPSIS 法在指标评价体系中，根据信息“熵”值

的计算确定权重，即根据各项指标初始值的差异程

度确定个指标权重。熵权 TOPSIS 法的主要步骤如

下：

第一步，原始数据矩阵归一化。构建农业高质

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设 m 研究对象 n 个评价指标

的原始数据矩阵为 A=（xij）mxn，对其进行归一化后

得到 R=（x'ij）mxn。评价指标体系中包含正向、负向

不同性质的指标，具体的代理指标变量之间尚存在

量纲差异缺乏可比性，因此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

原始数据进行标准无量纲化处理，消除量纲数据对

评价结果的影响，使得指标之间具有可比性。正向

指标和负向指标标准化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x'ij=（xij－min�xj）/（max�xj－min�xj）

�����������������������������������������������������������������（式 1）

负向指标：x'ij=（max�xj－xj）/（max�xj－min�xj）

������������������������������������������������������������������（式 2）

其中，xij 为第 i（i=1,2,3,...� ...,m) 个评价单元第

j 项指标的实际观测值，x'ij 为相应评价单元正向和

负向标准化值，max�xj 和 min�xj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

最大值和最小值。

第二步，定义熵值。在 m 个研究对象 n 个评

价指标的农业高质量评价体系中，第 j 个指标的熵

为hj=-k∑fijlnfij

m

i=1 ，其中fij=x'ij /∑x'ij

m

i=1 ，k=1/lnm（当 fij =0时，
fijlnfij =0）。

第三步，定义熵权。定义第j个指标的熵值之后，

可以得到第 j 个指标的熵权：

wj=
1-hj

n

j=1
n-∑hj

（0≤wj≤1,
n

j=1
∑wj=1）��������������（式3）

第四步，计算农业高质量发展各维度指数和综

合指数。公式为：
n

j=1
gi=∑xijwij，gi 为第 i 个地区农业

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2. 障碍度评价方法。有许多学者运用障碍因素

诊断模型对影响城市土地利用、耕地生态安全水平、

高质量发展生态城市评价等的分类指标和单项指标

进行了测评①、②。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包含不

同的维度，不同的维度包含有多项基础指标，各维

度和基础指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现实影

响存在差异性。为了进一步考察各维度和基础指标

对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引入障碍度模型对其进

行诊断和分析，从而找出制约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因素。障碍度模型采用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

和障碍度三项指标对分类指标和基础指标进行分析

诊断③。具体测算过程如下：

第一步，定义因子贡献度（Factor�contribution�

degree）。因子贡献度测度单向因素对总目标的影

响程度 Fj =�Ri·wj 。Ri 为综合评价模型中第 i 个子

系统的权重。wj 为第 i 个子系统中的第 j 个指标的

权重。

第 二 步， 定 义 指 标 偏 离 度（Index�deviation�

degree）。指标偏离度测度单项指标与农业高质量

发展该项指标理想目标之间的差距 Dj =1-Xj。其中

Xj 为经标准化后第 j 项指标的值。

第 三 步， 定 义 障 碍 度（Obstacle�degree）

Hj=Fj·Dj /
n

j=1
∑（Fj·Dj）×100%。n 表示系统指标个

数，Hj 越大，表示该项基础指标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障碍程度越高，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序可以确

定障碍因素的主次关系。

第四步，在分析单向基础指标对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限制程度的基础上，集成衡量各子系统对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障碍程度Sj=
n

j=1
∑ H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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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各指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

业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等资料，为剔

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文章中所涉及的如农林牧渔业

增加值等指标采用以 2010 年为基期的各类价格指数

进行平减。由于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存在

多项基础指标，因此在进行测算之前处理以下问题：

一是缺失值处理。本文采用线性回归的方法，依据已

有数据对缺失数据进行填补。二是方向一致性和数

据标准化。综合指标中包含正向和负向不同的指标，

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将指标方向同向化并标准化。

四、农业高质量发展测度及时空异质性分析

（一）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从表 2 可以看出，2010 年以来中国农业高质

量发展整体呈稳步上升趋势。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

综合指数从2010年的0.183上升至2019年的0.257，

上升幅度为 0.074。从具体维度来看，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和共享 5 个维度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其

中，创新维度的上升幅度最大，从 2010 年的 0.049

上升到 2019 年 0.075，上升幅度高达 0.026。协调

维度的上升幅度最小，10 年间仅上升了 0.002。5

个二级维度对农业综合指数的贡献度排序依次是共

享 > 创新 > 绿色 > 协调 > 开放，近 10 年来农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创新和共享维度的

拉动，协调和开放维度是中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薄

弱环节。因此，一方面应该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

革的持续深化，并根据区域特点，制定适宜性的农

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方案。同时建立健全促进城乡要

素流动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提升城乡要素的配置

效率。另一方面应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下，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

上分区域、分产业指定农产品经贸策略和方案，引

导中国农业价值链升级提升农产品竞争力。

表 2  2010—2019 年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及
各维度指数结果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综合指数 0.183 0.197 0.207 0.211 0.218 0.227 0.228 0.234 0.243 0.257

创新维度 0.049 0.054 0.058 0.061 0.064 0.069 0.066 0.067 0.071 0.075

协调维度 0.021 0.022 0.022 0.023 0.022 0.022 0.023 0.022 0.021 0.023

绿色维度 0.047 0.047 0.049 0.047 0.048 0.049 0.048 0.049 0.051 0.051

开放维度 0.015 0.016 0.018 0.016 0.016 0.018 0.02 0.024 0.026 0.032

共享维度 0.052 0.057 0.059 0.064 0.068 0.07 0.071 0.071 0.072 0.076

（二）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如表 3 所示，2010—2019 年中国四大区域农

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均呈稳步增长的态势。整体上中

国农业高质量发展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

从增加幅度上可以看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

区的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分别从0.258、0.170、

0.158、0.146 增加到 0.381、0.222、0.222、0.202，

增幅最大的是东部地区，提升了 0.123。东部地区

与东北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之间的差距在不断

扩大，从 2010 年的 0.112 的差距扩大到 0.179。

表 3   2010、2019 年四大区域农业高质量发展
水平及比较

年份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东部地区 0.258  0.277  0.293  0.288  0.292  0.311  0.311  0.332  0.347  0.381 

中部地区 0.170  0.180  0.188  0.194  0.199  0.207  0.207  0.207  0.218  0.222 

西部地区 0.159  0.172  0.180  0.187  0.199  0.204  0.206  0.207  0.212  0.222 

东北地区 0.146  0.158  0.166  0.174  0.183  0.187  0.188  0.188  0.193  0.202 

注：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浙江、江
苏、山东、福建和广东 9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
河南、江西、湖南和湖北 6 个省份；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
林和黑龙江 3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陕西、广西、
海南、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和西藏 13 个省区。

（三）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采用熵权 TOPSIS 法对 2010—2019 年 31 个省

市自治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如表 4 所

示，2010—2019 年各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

及各项细分指数平均值方面存在很大差别。农业高

质量发展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是上海，得分最低的

是贵州，相差 0.305。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居前三

位的是上海、北京和天津，均处于东部发达地区，

协调维度是共同的薄弱环节，但各维度对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贡献度有所不同。上海和北京农业高质量

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体现在开放维度上，上海和北

京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主要依赖于高水平

的对外开放。天津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驱动因素体

现在共享维度上，主要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增加，农村受教育水平、公共医疗水平的提高。

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排名后三位的是青海、宁夏和

贵州，均位于西部地区，其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

因素和薄弱环节较为一致。青海、宁夏和贵州农业

高质量发展主要依赖于高水平的农业绿色发展。薄

弱环节主要体现在开放维度上。受地理位置和地形、

交通等条件的限制，青海、宁夏和贵州的农业对外

贸易几乎没有。总体而言，四大区域之间、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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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各省份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和细分维度指数均

值存在较大差异，每个省份的优势和短板不尽相同，

应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农业高质量发展

战略。

表 4  2010—2019 年省份和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指数
测度均值结果汇总

地区
综合
指数

Rank 创新 rank 协调 rank 绿色 rank 开放 Rank 共享 rank

上海 0.487 1 0.025 30 0.019 23 0.060 3 0.268 1 0.115 1

北京 0.474 2 0.038 26 0.025 13 0.082 1 0.232 2 0.097 2

天津 0.307 3 0.061 19 0.021 21 0.058 5 0.073 3 0.095 3

山东 0.292 4 0.141 1 0.024 16 0.051 15 0.019 6 0.057 24

黑龙
江

0.276 5 0.124 2 0.032 6 0.052 14 0.002 17 0.066 12

浙江 0.273 6 0.071 13 0.035 3 0.056 9 0.018 7 0.093 4

江苏 0.264 7 0.102 4 0.028 8 0.046 22 0.011 8 0.077 8

内蒙
古

0.248 8 0.097 6 0.021 20 0.064 2 0.002 22 0.064 17

河北 0.245 9 0.107 3 0.025 11 0.056 7 0.004 13 0.053 27

四川 0.244 10 0.099 5 0.025 12 0.055 11 0.001 28 0.064 16

吉林 0.229 11 0.088 8 0.028 9 0.044 23 0.004 12 0.065 14

辽宁 0.228 12 0.063 16 0.033 5 0.050 17 0.011 9 0.070 10

福建 0.222 13 0.033 29 0.038 2 0.046 21 0.019 5 0.086 7

新疆 0.216 14 0.083 9 0.016 26 0.057 6 0.002 18 0.058 21

广东 0.214 15 0.045 24 0.025 14 0.032 31 0.022 4 0.091 5

云南 0.211 16 0.080 10 0.020 22 0.049 19 0.006 11 0.056 25

安徽 0.211 17 0.073 12 0.029 7 0.040 26 0.003 14 0.065 15

江西 0.207 18 0.062 18 0.034 4 0.043 24 0.001 27 0.068 11

湖南 0.205 19 0.079 11 0.023 18 0.038 27 0.001 24 0.064 18

河南 0.200 20 0.091 7 0.019 24 0.042 25 0.002 21 0.047 31

广西 0.190 21 0.050 23 0.022 19 0.051 16 0.007 10 0.061 20

山西 0.189 22 0.064 15 0.010 29 0.056 10 0.000 30 0.058 22

陕西 0.187 23 0.071 14 0.008 30 0.055 13 0.002 20 0.051 29

海南 0.185 24 0.016 31 0.045 1 0.034 30 0.003 16 0.087 6

西藏 0.182 25 0.051 22 0.026 10 0.038 28 0.002 19 0.066 13

湖北 0.182 26 0.057 20 0.024 15 0.037 29 0.002 23 0.063 19

甘肃 0.179 27 0.063 17 0.005 31 0.059 4 0.001 26 0.052 28

重庆 0.177 28 0.036 28 0.017 25 0.046 20 0.003 15 0.075 9

青海 0.172 29 0.038 27 0.023 17 0.056 8 0.000 31 0.054 26

宁夏 0.172 30 0.043 25 0.015 27 0.055 12 0.001 25 0.058 23

贵州 0.167 31 0.055 21 0.011 28 0.050 18 0.001 29 0.050 30

五、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诊断

由于农业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层

因子较多，为深入探讨影响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关键障碍因素，笔者筛选了各个地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障碍度排名前五位的关键障碍因素作为识别主

要障碍因子的依据。考虑到 2010—2019 年长达十

年的数据样本量较大，选取了 2010 年和 2019 年的

数据作为样本进行障碍因素分析，便于对比时间趋

势上主要障碍因素的变化。

表 5  2010 和 2019 年 31 个省（市、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障碍因素排序

地区 年份
障碍因素排序

地区年份
障碍因素排序

1 2 3 4 5 1 2 3 4 5

北京 2010 a3 a2 a1 e1 e3 湖北 2010 d1 a1 a3 e1 a2

2019 a3 a1 e3 a2 b2 2019 d1 a3 a1 e3 c1

天津 2010 d1 a3 a2 e1 c1 湖南 2010 d1 a1 e1 a2 a3

2019 d1 a3 a2 e3 a1 2019 d1 a1 e3 c1 a3

河北 2010 d1 a2 e1 a3 e3 广东 2010 d1 a1 a3 a2 e1

2019 d1 a3 e3 e1 a1 2019 a1 a3 c1 e1 e3

山西 2010 d1 a2 e1 a3 a1 广西 2010 d1 a1 a2 e1 a3

2019 d1 a1 a3 e3 e1 2019 d1 a1 a3 e3 e1

内蒙古 2010 d1 a2 e1 a3 a1 海南 2010 d1 a3 a1 a2 e1

2019 d1 a3 e3 e1 a2 2019 d1 a1 a3 e3 e1

辽宁 2010 d1 a1 a2 e1 a3 重庆 2010 d1 a1 a3 a2 e1

2019 d1 a1 a3 e3 a2 2019 d1 a3 a1 a2 c1

吉林 2010 d1 a2 a1 e1 a3 四川 2010 d1 a1 e1 a2 c1

2019 d1 a3 e3 a2 e1 2019 d1 a1 e1 e3 c1

黑龙江 2010 d1 a1 a3 a2 e1 贵州 2010 d1 a1 e1 a2 a3

2019 d1 e3 c1 e1 a2 2019 d1 a1 a3 e3 e1

上海 2010 a3 e3 a1 a2 e1 云南 2010 d1 a1 e1 a2 c1

2019 a3 a1 a2 e3 c1 2019 d1 a1 e1 e3 c1

江苏 2010 d1 a1 e1 a3 a2 西藏 2010 d1 a3 a2 c1 e1

2019 d1 a3 e3 c1 a1 2019 d1 a3 a2 c1 e1

浙江 2010 a3 a2 a1 e1 e3 陕西 2010 d1 a1 e1 a2 a3

2019 a3 d1 e3 a2 c1 2019 d1 a1 e3 e1 a3

安徽 2010 d1 a1 a3 a2 e1 甘肃 2010 d1 a1 a2 e1 a3

2019 d1 a3 a1 c1 e3 2019 d1 a1 e1 e3 a3

福建 2010 d1 a1 a3 a2 e1 青海 2010 d1 a3 a2 a1 e1

2019 d1 a1 a3 a2 e3 2019 d1 a3 a2 a1 e1

江西 2010 d1 a2 a3 e1 a1 宁夏 2010 d1 a3 a2 e1 a1

2019 d1 a1 a3 e3 c1 2019 d1 a3 a2 a1 e3

山东 2010 d1 e1 a2 a1 e3 新疆 2010 d1 a2 a1 e1 a3

2019 e3 d1 c1 e1 b2 2019 d1 a3 e3 e1 a1

河南 2010 d1 a1 a3 e1 a2 均值 2010 d1 a1 a2 a3 e1

2019 d1 a1 e3 a3 e1 2019 d1 a2 a3 a1 e1

资料来源：1，2，3，4，5 分别表示排名前五的障碍因素。
障碍因子代码见表 1。

由表 5 可知，（1）总体上农业高质量发展的

主要障碍维度集中于创新维度和开放维度。其中，

农产品外贸依存度是最主要的障碍因子，其次是农

业人力资源积累水平。（2）不同时间段的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性障碍因素有所变化。相较于2010年，

2019 年除了青海和西藏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排序

没有发生变化以外，其他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主

要障碍因素及其排序均发生了变化，但区域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主要障碍维度仍然集中在创新和开放领

域，主要障碍因子仍然是农业外贸依存度。存在的

新变化主要是创新水平有所提高，绿色维度的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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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比重，协调维度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共享维度的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成为了主要障碍因素，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障碍因子更加多元。当前应重点关注对

于农业高质量发展障碍度较大的关键性限制因素，

应重点关注农业外贸依存度、农业机械化水平、农

业财政投入绩效、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农村人均收

入分配，农业高质量发展障碍维度和基础障碍因素

是基本匹配的。另外，虽然农业协调发展维度当前

障碍度水平低于其他维度，但其对农业高质量发展

障碍度上升趋势明显，应重点关注并加以抑制。

六、研究启示

一是应实现农业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推动形

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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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构建高

质量农业开放型经济；建设高水平农业开放的新经

济形态，始终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两手并重；创新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勾勒出农业国际合作新格

局；完善农业对外合作信息服务平台和信用体系；

积极参与全球农业治理，提高全球农业话语权。

二是降低二元经济结构刚性，促进城乡协调发

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二元对比系数呈现较大波

动趋势，二元经济结构呈现“弱化—强化—弱化—

强化”的周期性波动趋势，当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

刚性存在强化趋势。应致力于一、二、三产业融合，

促进第三产业即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一方面为农

业剩余劳动力流动转移提供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为

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进步提供设备和技术支

持，为农产品适度规模化生产和价值链延伸提供市

场需求。同时构建城乡要素充分流动的体制机制。

重点从户籍、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入手，降

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转移的成本，通过产业发

展为农民非农化提供渠道。鼓励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方式创新，实现专业化、集约化的产业经营。实施

刺激农业经营者增强推动技术进步的意愿和能力的

政策措施。

三是提升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在农业高质量发

展的新阶段，重点解决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难

题，通过支持建设公益性、经营性农机推广组织和

经营单位，引导产学研和农技推广和转化组织和龙

头企业等多元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广泛参与，形成

一体多元的基层农机推广体系。

四是增加农业人力资本积累。农业人力资本是

农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当前农村人力资本积累

严重不足，已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首先应完善农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教育培训体系。

应大力发展开放式、多层次、多元化的农村职业技

术教育，通过理论学习和实用技术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提高农村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际操作技

能。其次应健全有利于农村人力资本提升的激励机

制。健全农村劳动力流动机制，降低农村劳动力流

动成本，努力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市场，形成

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

五是各地区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省份农业高

质量发展水平测评结果显示，各四大区域之间和内

部，以及省份之间的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由于受资源条件、历史变迁、产业结构、技术基础

等综合影响，制约各地区农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因

素也有很大的不同。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特征制定差

异化的农业高质量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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