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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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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是新常态下实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农业发展与水土资源及其环境

之间协调发展的有效措施。文章论述了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分析了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以

及需要破解的几个矛盾，并提出了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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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to realize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s of agriculture under the new normal state, but also the effective measures toe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soil and water resources and its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to realize the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analyzes the serious situation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s facing, and the a few contradictory needing to crack, and proposes th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alize the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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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管理。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

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发展理念。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强农业供给

侧改革，切实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从而推动农

业现代化进程。如何在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实现农业

绿色转型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业实现绿色转型发展的相关问题进

行思考，以实现农业生产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农业增效与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之目的。

1  引言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中央、国务院关注的重大问题之

一，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

对农业生产而言，粮食生产实现了“十一连增”，保证了国

家的粮食安全。农业长期持续增产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

境代价，农业生产对其生态资源基础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1]，

水资源、耕地资源长期处于“被剥夺”状态。同时，农产品

质量安全状况形势严峻，令人担忧。这不但影响了我国农

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而且严重威胁着国人的健康。

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也是学术界一直研究的重点、热

点问题之一，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农业可持续发展，

从不同的视角对相关层面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更多地是

以绿色农业发展为研究对象。简单地说，绿色农业是一种

以科技环保技术为支撑，集合保护生态环境、发展农业生

产为一体的经济模式，可以有效地提高农产品数量和质量

安全，促进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

进而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有效统一，并且为绿色食

品工业的发展提供基础原料 [2 ～ 4]。在新常态下，绿色农业

又成为农村生态文明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一二三产业融

合的主战场 [5]。在国内外消费市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关注

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绿色农业将会愈来愈适应农产品绿

色壁垒的发展趋势，通过生产的绿色化、区域化、产业化、

集约化、标准化和信息化来提升农产品品质，进而提升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6]。

从绿色农业发展的机理来看，绿色农业发展有其特定

的规律性和机理、阶段性特征、动力源泉和发展机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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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绿色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仅需要相应的动力机制，

来发挥关键动力因素的作用，而且也需要优化制度设计促

进绿色农业不断发展 [8]。除了上述机制与制度保障之外，还

需要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生态资源基础，特别是在资源与

环境双重约束下，对农业绿色生产率增长进行核算，阐释

绿色生产率增长背后的制度原因，从而探讨在推动绿色农

业发展过程中有效处理与资源、环境之间关系的途径 [9]。从

农业发展前景来看，生物农业可能会成为农业发展的新的

增长点，通过延伸农业产业链、开发利用生物质能源、发

展农业循环经济、促进生态产业发展与培育生物农业企业

等路径，引领整个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 [10]。

要实现我国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首先需要清楚我

国绿色农业发展的水平，为此需要从生态效益水平、经济

效益水平和社会效益水平三个层面分别建立评价指标子系

统，对我国绿色农业发展述评进行综合评价 [11]。

已有的研究在不同方面对绿色农业的发展进行了探

讨，并且提出了一些促进农业发展的有效措施。本文思考

的问题是 ：绿色农业理论上具有较多的功能，但现实中为

什么却未看到这些功能的发挥呢？相反，却是一系列农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呢？特别是在资源与环境双重压力之下，

如何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农业呢？为此，需要转变

思考问题的角度，从农业生产的绿色转型发展的角度研究

这个问题。

如何切实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农业的绿

色转型发展，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是“十三五”期间迫切

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之一。正是基于此，本文从阐述农业

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性入手，分析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所面

临的严峻形势、需破解的突出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

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2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之后的 30 多年，我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发展，但基于使用大量化学投入品的农业生产方式，也

对农业生产的生态资源基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使其长期

处于被“剥夺”状态的同时，也反过来极大地影响了农产品

的品质，进而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威胁。因此，农业必须

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其必要性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改善水土资源及其环境质量状况的迫切需要。农

业生产的水土资源及其环境面临的污染威胁，不仅仅来自

工业生产造成的“三废”，而且来自农业生产行为自身，后

者呈现出日益严重的态势。特别是过量化肥、除草剂、杀

虫剂等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导致了土壤及地下水体的污染。

水土污染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品质的下降。因此，要遏

制水土资源污染，迫切需要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

（2）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客观要求。与前面所讲的

紧密相关，水土资源及其环境的改善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前提。农业生产的目的不仅仅是提供足量的农产品，

更重要的是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这是农业生产的根本

所在，也是农业生产的最高目标，更是实现第一、二、三

产业融合的基础。

（3）确保国人体质健康的根本要求。优质安全的农产

品是确保国人体质健康的基础。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消费需求逐渐从物质需求、

精神需求，上升到生态需求，更关注自身体质的健康，从

而迅速地扩大了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消费市场。由于我国农

产品主要还是面对国内消费市场，农产品质量的好坏直接

影响国人的体质健康，为此，农业必须实行绿色转型发展，

为国人提供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4）提升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有关研

究表明，我国的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正在降低，特别是土地

密集型农产品已经基本丧失了竞争力，而劳动密集型农产

品还相对具有竞争力。更重要的是，加入 WTO 之后，我

国农产品面临着更严格的绿色壁垒。实事求是地讲，我国

农产品质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太弱，农产品出口每

年都会出现因质量达不到进口国的绿色标准而被退回的事

件。因此，农业必须实现绿色转型发展，切实提高农产品

质量，提升我国农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3  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面临的严峻形势及需要

解决的矛盾

要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首先要确保水土资源及

其环境的质量，但在现实中，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污染状况

十分严重，极大地影响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3.1  水土资源的严峻形势分析[12]

（1）水资源形势分析。

谈到水资源，以往的研究多关注水资源是否能够满足

农业生产的需要，对水资源的质量关注不足。这里重点论述

我国水资源的质量状况。总体上来讲，我国水环境污染日益

严重，清洁水源更加短缺。《2014 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

全国 423 条主要河流、62 座重点湖泊（水库）的 968 个国控

地表水监测断面（点位）开展了水质监测，Ⅰ、Ⅱ、Ⅲ、Ⅳ、Ⅴ、

劣Ⅴ类水质断面分别占 3.4%、30.4%、29.3%、6.8%、9.2%，

主要污染物指标为化学需氧量、总磷和五日生化需氧量。

从地下水质来看，2014 年全国 202 个地级市开展了地

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监测点总数为 4896 个，其中国家级

监测点 1000 个。监测结果表明，极差级水监测点 790 个，

占 16.1% ；较差级水监测点 2221 个，占 45.4% ；而优良级

水监测点 529 个，占 10.8%。前两者占据了 61.5%。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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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地下水水质状况非常差，特别是在地表水资源

短缺的区域，农业生产依靠地下水资源的灌溉，从而导致

农产品品质的下降。

（2）耕地资源形势分析。

进入快速工业化、城镇化阶段之后，各地对耕地的

占用将呈现强劲态势，特别是对土地生产率较高的优质耕

地的占用将会有增无减。在中国耕地资源构成中，优质耕

地面积所占比例仅仅为 2.9%。在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

优质耕地所占比例将会进一步下降。从长期来看，中国农

产品数量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在优质耕地严重不足的同时，我国耕地资源污染日益

严重，呈现出从局部向区域蔓延的态势，特别是土壤重金

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的结果表明，中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

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耕地土

壤的超标率为 19.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

点位比例分别为 13.2%、2.8%、1.8% 和 1.1%。

3.2  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需要破解的矛盾

（1）农业用水需求增加与水资源保障程度下降之间的

矛盾。众所周知，粮食生产离不开灌溉，但水资源的有效

保障程度不但影响着粮食数量安全，同时也影响着粮食质

量安全。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越来越多

的水资源被配置到工业生产、城镇生活或景观灌溉中，农

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水资源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水资源短缺的同时，中国水污染日益严重。由此可见，

粮食安全要求与清洁水资源对粮食生产的保障程度日益下

降之间的矛盾将会更加突出。

（2）农业生产的技术需求增加与技术生态风险评估缺失

之间的矛盾。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技术的广泛应用，特别

是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业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业技术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也在不断提升，但同时这些新

技术在推广应用之时，只关注对农产品生产的正面影响，而

对潜在的负面影响缺乏生态风险评估，从而导致了农业新技

术应用后的生态安全事故，形成农业绿色转型发展对技术需

求的增加与技术生态风险评估缺失之间的矛盾。

（3）农业生产的质量安全要求与耕地资源污染日益严重

之间的矛盾。随着农业生产过程中大量化学投入品的使用，

以及这些投入品的低效使用，将对农业生产的土壤、地下

水资源造成一定的污染，进而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同时，工业生产的“三废”也对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构成威

胁。因此，实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4  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政策性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农业绿色

转型发展。加强推动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确保农产品质量

安全，是关系到国人身体健康、中华民族能否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应将其作为我国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关键问题来看待，并上升到国家层面，常抓不懈。

为此，需要加强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实现农业绿色转型

发展的路线图，确定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重点领域、重点

产业、重点区域，并配以切实可行的有效机制与政策设计。

（2）厘清农业绿色转型发展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实现农

业绿色转型发展，需要厘清几个关键问题，即转什么、如何

转、谁来转？首先，应转变农业发展的理念、发展目标、发

展模式、发展内容、技术应用以及机制与政策；其次，应切

实加强产前生产资料的生产行为，产中农民的生产行为，以

及产后产业的选择行为；最后，农业绿色转型发展涉及到不

同层面的群体，政府、企业、科技人员、农民都在其中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因此应根据农业绿色转型发展的要求，发挥

其各自的功能，不能越俎代庖，更不能推卸责任。

（3）强化农产品生产的水土资源及其环境的保护。良好

的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基，一旦失去了

基础，再先进的技术都难以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为此，应

加强水土资源及其环境的保护。首先，采取综合有效的技术

措施，加大耕地土壤污染恢复治理的力度；对于小规模的污

染农田，可以采用换土办法，把城镇化过程、道路建设以及

其他占用的基本农田的表层土进行剥离，转移到污染农田，

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其次，降低化肥等化学投入品的施

用强度，减少对水土资源的污染；再次，建立农药包装物、

塑料薄膜的回收机制，降低其对水土资源的二次污染；最后，

建立种植业、养殖业协调发展的产业体系，提高规模化养殖

废弃物的资源化率，降低化肥的施用量。

（4）规范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行为。规范农业生产资料

的生产行为，是解决水土资源及其环境污染的关键，为此，

应采取如下措施：首先，化肥生产企业要根据农业部推行

的测土配方施肥的要求，生产满足区域需要的肥料；其次，

杜绝剧毒农业的生产，加大生物农药的技术推广，减少对

农产品及其生产环境的污染；再次，推广可降解薄膜生产

技术，降低其生产成本，以减少白色污染的发生 ；最后，

在饲料生产方面，杜绝铜、锌、砷等重金属元素的添加，

以减少其随养殖废弃物进入土壤或水体造成重金属污染。

（5）规范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行为。在实现农业绿色

转型发展中，政府需要发挥好引导、服务功能，为此，应

做好如下工作 ：首先，加快制定严格的农产品质量标准体

系，使产前、产中、产后的质量监督、管理都能与国际市

场接轨 ；其次，要建立与完善农产品生产的服务体系，提

高农产品生产化解自然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最后，强化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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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的安全检测监督。建立一支专业技术人才服务队

伍，发挥其在农产品质量检测的作用，强化检测监督力度。

企业、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直接主体，应按照农业生产的

技术规范进行生产，以确保农产品的安全。

（6）加强农业生产技术的生态风险评估。随着农业科

技投入的日益增加，科研人员推出的农业新技术也越来越

多。为确保农业的绿色转型发展，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农业技术研发人员应为所研发的技术负责，对技术的潜在

负面影响有科学的评估。

（7）建立农产品生产产业链条监管的长效机制。首先，

在农产品生产资料的生产环节，要注重监管，严禁生产国家

明令禁止的生产资料；其次，在农产品生产环节，要加强引导，

从而使其生产行为逐渐走向标准化的轨道；同时，提供有效

的服务；再次，在农产品认证环节，要严格认证行为，一旦

发现某些认证机构违规操作，应及时注销其认证资质；最后，

在农产品的销售环节应加强监管，应对冒充认证产品的行为

加大处罚力度，以促使诚信机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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