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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理解新电商时代花卉电商平台顾客体验形成机理及体验营销模式,有利于提升

花卉流通效率,扩大花卉市场销售,促进花卉产业化进程.本文通过构建顾客体验５
因子模型,分析了花卉电商平台创造和传递知觉体验、情感体验、思维体验、行为体

验和关系 体 验 的 综 合 效 应.以 加 拿 大 Landeau、美 国 Putnam & Putnam 和 荷 兰

PagterInnovations等花卉电子商务平台为例,对比研究发现国外花卉电商平台通过新

产品研发、花卉文化挖掘、花卉科技创新、花卉休闲旅游推广、花卉供应链协同构建

等顾客体验方式实现了体验营销策略.立足中国花卉电商平台营销实际,比较借鉴花

卉电商平台基于顾客体验开展感官营销、文化营销、科技营销、节庆营销和精准营销

等综合营销模式的实践经验,提出产业升级奠定体验基础,线上线下打造体验平台,
科技驱动创新体验形式,观念培育激发体验需求,文旅融合提升体验价值,市场监管

保障体验环境等管理对策.
关键词:花卉电商平台;顾客体验;营销模式;管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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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新电商时代花卉电商平台机遇与挑战

中国是花卉种植大国,据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统计数据,２０１８年中国花卉种植面积２４４５万亩

(１亩＝１/１５hm２),位列世界第一.然而,中国花卉

消费与国际花卉消费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据云南日报

报道,２０１５年世界花卉人均消费约２０美元,而中

国花卉人均消费仅为０５美元,中国花卉市场空间

和消费需求有待开发[１].２０１８年中央１号文件提出

“健全农产品产销稳定衔接机制,鼓励支持各类市场

主体创新发展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产业模式”,

２０１９年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第

六十八条指出 “国家促进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

环节的互联网技术应用,鼓励各类社会资源加强合

作,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因此,大力发展花卉

新零售新电商模式,是推进中国花卉产业化进程,
提升中国花卉市场竞争力的必由之路.荷兰、英国

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花卉电商平台起步早、发展快,
在产品定制、物流配送和服务体验等方面树立了花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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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电商平台营销典范.新零售新电商时代改变了花

卉传统流通消费方式,花卉电商平台方兴未艾,它

们大大提高了花卉流通效率,有效拉动了花卉市场

消费需求.据艾媒咨询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中国鲜花电商

市场研究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中国实体花店约２０
万家,网上花店约５万家,花卉电商行业市场规模

达２３５５亿元.然而,中国花卉电商平台面临产品

同质化、消费体验差、运输保鲜成本高等窘境.作

为新电商销售模式,花卉电商平台必须基于消费者

需求探索个性化、情境化的电商平台体验营销模式.
学者们对花卉产业发展和营销管理展开了相关

研究.Tzavaras等研究发现,产品质量是影响花卉

消费者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２];Meike等研究表明,
外观、保鲜度、气味等是影响消费者花卉购买意愿

的重要前因[３];Sharmila和 Dhanishta指出,产品、
价格和分销渠道是影响花卉消费者购买决策的营销

因素[４].当前中国花卉产业在科技创新能力、基础

研究、花卉产品研发上取得了较大进展,但也面临

着结构性矛盾突出、生产效率低、科研支撑力不足

的严峻挑战[５],必须从需求拉动、文化推动、竞争

压力和产业融合视角促进花卉产业与旅游产业有机

结合[６],可借鉴美国玉米体验营销经验,开发休闲

花卉体验营销项目[７],学习荷兰开发花田景观、建

设花卉主题公园等农旅结合、文旅融合新模式[８].
然而,以往研究成果较少关注新电商时代花卉电商

平台营销管理模式,基于体验营销视角研究花卉电

商平台顾客体验形成机理和体验营销策略的研究成

果较为匮乏.基于此,本文从体验营销视角分析花

卉电商平台顾客体验形成机理,借鉴国际经验比较

研究花卉电商平台营销模式,提出中国花卉电商平

台体验营销管理对策,为推进中国花卉电商平台可

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２　花卉电商平台顾客体验创造

伯恩德H 施密特认为在体验经济时代,企

业以顾客心理需求为出发点,通过看 (See)、听

(Hear)、用 (Use)、参与 (Participate)等综合手

段,刺激消费者感性诉求和理性诉求[９],为顾客创

造和传递知觉体验 (Sense)、情感体验 (Feel)、思

维体验 (Think)、行 为 体 验 (Act)和 关 系 体 验

(Relate)[１０].Holbrook指出体验营销是通过产品创

新或服务增值,促进消费者想象、感官刺激和兴

趣,为顾客创造良好购物体验[１１].Ali等认为体验

营销是通过人员服务、有效沟通和购物场景,创造

身心 放 松 的 氛 围 促 进 形 成 满 意 的 顾 客 体 验[１２].

Alev等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体验营销中消费者与

产品或服务的交互过程形成良好的顾客体验[１３].
李辉实证研究发现,感官、情感和关联等体验营销

要素对消费者在线购买意愿、顾客忠诚度有显著正

向影响[１４].因此,顾客体验的形成是一个系统过

程,花卉电商平台在花卉体验营销实践中创造和传

递顾客体验,促进消费者购买决策.英国花卉电商

平台 Appleyard专业插花服务为顾客创造艺术化花

卉知觉体验;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FarmgirlFlowers
田园风格产品设计为顾客传递亲近自然情感体验;
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VenusETFleur研发玫瑰科技持

久保鲜技术为顾客带来创新思维体验;荷兰花卉电

商平台 DutchFlowerGroup高效全球电子拍卖方式

为顾客创造新零售新电商交易体验;哥伦比亚花卉

电商平台 TheEliteFlower构建世界花卉农场直采

联盟为顾客提供定制客户关系体验.可见,新电商

时代花卉电商平台基于消费者心理反应创造和传递

综合顾客体验,通过线上平台和线下商店创造知觉

体验,针对个性化需求定制产品创造情感体验,借

助新电商形式口碑传播创造思维体验,开展整合营

销传播创造行为体验,加强供应链纵向协同创造关

系体验.

２１　Sense:线上线下形成知觉体验

知觉体验是指通过观摩、聆听和尝试等方式使

消费者感知产品和服务质量,促使消费者形成认知、
偏好和购买意愿,最终实现企业和消费者双方满意

的体验营销方式[１５].知觉体验是顾客体验的前提,
基于感官形成体验引起消费者注意和兴趣,增加产

品附加值并促成消费者购买动机[１６].一方面,花卉

电商平台在线全方位展示图片和视频等,促使消费

者获得线上的关于花卉外观、包装、物流服务等知

觉体验.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AvasFlowers线上商城

全面展示假日花卉、生日花卉、葬礼花卉和热门花

卉等产品组合,同时配以详细、生动文字说明,帮

助消费者在线上获得全面的知觉认知和深刻的消费

体验.另一方面,花卉电商平台线下实体店通过花

卉零售陈列展示、花艺表演、顾客参与等开展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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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营销,帮助消费者将线上花卉电商平台的虚拟

体验 变 为 实 际 体 验.荷 兰 花 卉 电 商 平 台 Dutch
FlowerGroup在线上花店商城中充分展示花卉产品

外观、质量和护理说明的同时,致力于在线下开展

花卉会展营销,消费者可在展销区通过观赏获得愉

快感受,形成花园式顾客体验,从而进一步提升消

费者线上知觉体验.花卉电商平台线上线下顾客知

觉体验互相促进,是开展体验营销的重要前提.

２２　Feel:定制需求实现情感体验

情感体验是指企业调动消费者情感和情绪中的

积极因素,满足消费者兴趣、偏好、爱和归属等感

性心理需求,以此为基础进行整合营销传播促成消

费者购买行为[１７].花卉电商平台通过花卉产品命

名、花卉礼物定制等创造和传递情感体验,提升花

卉产品附加价值,满足消费者在社交场合亲友馈赠、
礼仪 礼 节 等 特 殊 情 感 需 求,美 国 花 卉 电 商 平 台

UrbanStems以 “为顾客传递幸福”作为产品情感

诉求,推出节庆问候礼物 “情人节” “母亲节”计

划,关怀表达 “幸福往复”计划、定制纪念品 “庆
典”计划、馈赠亲友 “电子礼品卡”计划等一系列

情感订购计划,研发满足个性化情感需求的优质花

卉产品包装和服务,创造良好的情感体验.花卉电

商平台通过定制需求满足顾客情感体验,为体验营

销奠定重要的情感诉求基础.

２３　Think:网络口碑催生思维体验

思维体验是指首先激发消费者注意和兴趣,进

而促成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思考、评价和综合判

断,创造性地制定消费者需求满足方案,以此作为

体验营销策略提升的重要依据[１８].网络口碑是电商

平台购买情境下消费者获取对产品或服务质量和体

验综合判断的有效途径之一[１９].近年来网络口碑形

式不断创新,如苹果公司iMac销售广告、抖音的创

新小视频营销、小红书的创新评价模式等促使消费

者获得即时的、交互的网络口碑,催生消费者思维

体验.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VenusETFleur线上花店

一方面围绕花卉产品科普知识和护理技巧展开网络

口碑传播,引入体育明星、演艺明星等发挥名人网

络口碑效应,吸引消费者注意;另一方面,构建花

卉电商平台在线评价交流空间,为消费者创造花卉

购买过程和售后体验沟通平台,分享消费者消费心

得,构建花卉电商平台思维体验新模式.

２４　Act:整合营销促成行为体验

行为体验是指创新性地营造贴近消费者生活工

作情景,在实际感受和使用产品、服务的行为中帮

助消费者获得肢体行为体验,激发消费者购买需

求[２０].Chua等认为消费者行为体验有利于促进品

牌营销,增强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的信任和偏好,

对品牌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２１].宜家家居开展

整合营销,创造客厅、卧室、厨房和阳台等系列家

居主题场馆,将产品和服务有机融合在实地情景中,
让消费者获得身临其境的家居生活行为体验.花卉

电商平台通过线上虚拟情景和线下实体商店展示花

卉家居布置、花卉办公装饰等,通过在线视频和实

地示范展示插花等花艺技术,帮助消费者形成花卉

购买行为体验.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VenusETFleur
针对玫瑰花无法长时间保存的窘境,研发 “永生玫

瑰”新产品,培养消费者花卉消费新理念和新行为,
形成差异化花卉消费行为体验.

２５　Relate:客户管理构建关系体验

关系体验是指企业通过顾客数据库、关系营销

等与供应商、服务商和消费者等建立持续的互动关

联,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和服务价值,及时回应消费

者需求,通过减少交易成本和降低不确定因素形成

稳定 的 关 系 体 验,从 而 驱 动 消 费 者 产 生 购 买 行

为[２２].良好的关系体验可降低消费者购买决策过程

中的心理成本和时间成本,提升消费者感知价值,

降低消费者感知风险[２３].美国花卉电商平台 Urban
Stems通过与花卉种植户、物流企业、经销商等合

作伙伴建立良好合作关系,践行员工关怀战略和客

户回馈战略等,为花卉种植场工人、企业员工提供

医疗保健和良好的工作环境,为合作伙伴与消费者

提供参观花卉基地及田园体验旅游活动,从而建立

了和谐的客户关系,实现关系体验营销.
综上所述,新电商时代花卉电商平台通过发挥

线上虚拟平台和线下实体商店互补优势,针对消费

者个性化需求开展精准营销,创新网络口碑模式形

成消费者综合思维和评价,情景模拟引导消费理念

和消费行为,对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开展客户关系管

理,为消费者创造和传递知觉体验、情感体验、思

维体验、行为体验和关系体验,形成花卉电商平台

顾客体验５因子 (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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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花卉电商平台顾客体验５因子

３　花卉电商平台营销模式比较

国外花卉产业起步早、发展快.据世界贸易组

织数据统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世界花卉贸易额不足

３０亿美元,１９８５年增长至１５０亿美元.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世界花卉贸易额保持着快速增长,中国园林

网数据显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世界花卉消费额已

突破１０００亿美元.２１世纪初,荷兰等发达国家花

卉业已成为重要的农业产业和创汇产业.随着互联

网技术飞速发展,“互联网＋花卉”的新电商营销模

式不断发展,如荷兰的 “拍卖＋生产公司”模式、
美国的 “专业化电商平台＋生产公司”模式、哥伦

比亚的 “市场＋服务型组织＋公司”模式等.花卉

电商平台在体验营销中提升市场竞争力,对世界花

卉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体验营销是指企业

以消费者理性、情感、感官、行为、精神等需求为

中心,授权和满足其需求和欲望的过程,是双向互

动沟通的过程[２４].从顾客体验５因子模型视角借鉴

国外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经验,开展感官营销、
文化营销、科技营销、节庆营销和精准营销等多样

化体验营销策略组合,提升花卉产品和服务附加价

值,创造和传递顾客体验价值,提升品牌知名度和

美誉度,推动花卉产业可持续发展.

３１　产品研发探索感官营销新视野

Krishna和 Aradhna认为感官营销是指让消费

者形成触觉、味觉、嗅觉、听觉及视觉等感官体验

从而影响其对产品和服务的认知和综合判断,企业

基于消费者感官体验来制定营销策略[２５].加拿大花

卉电商平台 Landeau,为消费者研发简约时尚的家

居花卉装饰产品和服务.一方面,推出大红色、鲜

橙色、乳白色等６大色系、２５支每盒的玫瑰产品,
配以别具匠心的礼帽样式的自有品牌包装花盒,形

成吸引眼球的感官刺激.另一方面,进行花卉电商

平台品牌向上延伸,在美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开

设 “豪华花卉专卖店”,以高端花卉感官体验促进花

卉电商平台营销创新.

３２　价值提升培育文化营销新理念

文化营销是指企业针对目标市场文化环境,在

营销活动中有意识地培养或创造某种核心价值观念

以实现企业营销目标的一种营销模式[２６].美国花卉

电商平台Putnam &Putnam 通过 “花语主题”推出

花卉情感体验营销活动.首先,基于花语设计希腊

神话花束、圣经故事花束等花卉文化产品;其次,
为学校、家庭等设计花语酒杯、花语烛台、花语蛋

糕等文化创意产品,提升花卉产品和服务的文艺价

值.此外,为婚礼、时装秀、新闻发布会等大型场

所事件营销提供花卉定制服务,并在著名连锁酒店

开设花卉旗舰店,通过花语文化产品提升情感体验,
提升花卉电商平台文化软实力.

３３　智慧农业开拓科技营销新空间

科技营销是基于科技理念,依托科技手段与产

品营销相结合而形成的营销方式,对塑造企业品牌

形象具有重要作用[２７].荷兰花卉电商平台 Pagter
Innovations探索研发从花卉生产到消费全过程的花

卉包装系统,以科技优势提高花卉生产效率实现智

慧化花卉生产营销,促进种植户、贸易商和零售商

降低包装和运输成本,为消费者提供优质花卉产品

及包装.PagterInnovations针对花卉包装系统创新

智慧农业,“保鲜包装运输系统”确保花卉产品质量

安全;“运输陈列防漏礼盒瓶”提高花卉产品体验价

值;“营销有形展示包装”刺激顾客消费心理,通过

培养消费者科技创新理念,创造消费者思维体验.

３４　农旅联动打造节庆营销新气象

节庆营销是指花卉电商平台在特定的节日庆典

时间,有计划地进行花卉产品节庆零售推广与整合

营销传播[２８].英国花卉电商平台 Bloom & Wild结

合情人节、母亲节等节庆推出信箱花束礼品、手捧

花束礼品等,根据四季花卉时令为消费者提供花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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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服务.此外,与旅行社和主题公园等合作,打

造以节庆花卉为主题的体验活动.厄瓜多尔花卉电

商平台BellaRosa,依托厄瓜多尔著名景观卡扬贝火

山景观与５２hm２ 的花卉种植农场有机结合开创农旅

融合花卉体验营销模式,节庆期间通过火山景观旅

游项目促进消费者花卉体验行为.

３５　战略合作实践精准营销新格局

精准营销是指企业通过大数据对用户个人信息

和产品搜索记录进行分析处理,以消费需求为导向,
针对性地设计营销策略[２９].花卉电商平台基于花卉

供应链信息共享和关系协同,与供应链上下游主体

建立战略联盟,精准分析花卉供给和需求状况,开

展大数据营销.英国花卉电商平台Flowerbx坚持客

户关系培养理念,一方面与全球３００多个花卉种植

基地建立直采联盟和订单模式,利用顾客数据库获

取消费者搜索历史和购买经历,开展个性化精准促

销,培养长效的客户关系;另一方面,与迪奥、路

易威登等品牌建立并培养持久的战略合作关系,推

广专属客户定制、企业定制、私人订制等服务,开

拓花卉电商平台精准营销新格局.
综上所述,国外花卉电商平台通过研发花卉礼

盒等新产品强化消费者知觉体验,挖掘花卉文化内

涵丰富消费者情感体验,创新花卉科技刺激消费者

思维体验,推广花卉休闲旅游引导消费者行为体验,
建立花卉供应链协同提供消费者关系体验,开展感

官营销、文化营销、科技营销、节庆营销和精准营

销等,由此形成花卉体验营销模式组合 (表１).

表１　花卉电商平台营销模式比较

营销模式 顾客体验 国家 代表性花卉电商平台 营销策略 具体内容

感官营销 知觉体验 加拿大 https://wwwgivelandeaucom/ 花束礼盒
　研发销售多样化的色调各异、主题鲜明的厄瓜

多尔优质玫瑰花束礼盒

文化营销 情感体验 美国 https://putnamflowerscom/ 花语主题
　为企业、学校、家庭等设计花卉艺术情景,挖

掘花语文化内涵

科技营销 思维体验 荷兰 https://wwwpagtercom/ 花卉包装
　基于供应链推广全过程的花卉注水、防漏、保

鲜等花卉养护技术

节庆营销 行为体验 英国 https://wwwbloomandwildcom/ 花香四季
　根据四季时令和节庆旅游定制信箱花卉产品和

服务套餐等

精准营销 关系体验 英国 https://wwwflowerbxcom/ 花艺护理
　建立全球花卉基地战略联盟,直采优质花卉产

品,开展数据库营销

　　案例和数据来源:笔者根据国外花卉电商平台网站整理所得.

４　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管理对策

４１　产业升级奠定体验基础

荷兰、法国等发达国家专业化、集约化的花卉

产业为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奠定了良好的产业基

础,为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产品创新创造了有利

条件.一方面,花卉产业基础提供了优质丰富的花

卉产品组合,实现了定制化体验营销.另一方面,
促进花卉产业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延伸,
拉动了以花卉产业为基础的旅游休闲产业发展,为

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开拓了市场空间.中国应统

筹规划花卉产业布局,重点区分优势花卉产业园,
发挥花卉区域集群品牌效应,促进花卉产业由粗放

化向集约化转型升级,打造花卉行业龙头企业,提

升花卉产业市场竞争力和出口创汇能力,培养花卉

从业人员专业服务技能,为中国花卉电商平台体验

营销夯实产业基础.

４２　线上线下打造体验平台

在新零售新电商背景下,花卉电商平台线上线

下优势互补,创造和传递全方位的顾客体验价值.
线上虚拟花卉门店运用三维模拟技术、人脸识别技

术等,综合运用视频、图像情景模拟等信息化手段,
结合微信、抖音和小红书等新媒体社交平台,创新

花卉电商平台营销模式.线下实体花卉门店创新花

卉零售陈列展示和零售氛围营造,拓展花艺护理、
花束包装、花语礼物等服务范围.厄瓜多尔 Bella
Rosa花卉公司构建线上花卉产品展示与交易电商平

台,打造线下火山旅游情境下的花卉种植基地与休

闲体验综合体.中国花卉电商平台应线上线下两手

抓,综合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新媒体营销平台,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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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花卉体验营销宣传推广和口碑传播,同时建立

产品实时定位系统和质量安全监测机制,提升花卉

物流配送服务能力和可追溯能力,打造良好的花卉

电商营销体验平台.

４３　科技驱动创新体验形式

现代农业科技进步为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提

供了科技支撑.发达国家花卉生产、销售和营销科

技水平高,如荷兰拥有７０多个花卉科研机构,建立

了先进的花卉产学研科技体系.中国应增强科技创

新意识,以科技带动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创新.
一是加大科研投入,推动花卉企业与科研机构、高

等院校共同搭建花卉科研体系,提高花卉生产、流

通、营销创新能力;二是推动花卉产品服务创新,
研发冷链物流技术、恒温保鲜技术保证花卉产品质

量,综合运用人工智能技术、VR 虚拟体验技术、

３D全息投影技术等创新花卉科技体验形式;三是培

养花卉科技专业人才队伍,推进花卉生产加工、营

销推广专业化分工,加强花卉营销管理技能培训.

４４　观念培育激发体验需求

在中国花卉消费结构转型升级背景下,应进一

步引导消费者转变花卉消费观念.一方面,促进传

统花卉礼品消费、花卉节庆消费观念向花卉日常消

费观念转变,促进花卉消费结构由高端消费、集团

消费向大众消费转变.另一方面,随着 O２O等新零

售新电商模式不断发展,进一步提升花卉消费的时

空便捷性,从线下消费单一模式向线上线下融合消

费模式转变.推进花卉消费市场数据库营销,建立

客户在线评论、随时反馈机制,根据用户搜索历史

和购买经历精准分析消费习惯和消费频率,基于花

卉消费需求设计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策略.

４５　文旅融合提升体验价值

发展花卉文化与旅游体验相结合的花卉体验营

销模式,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荷兰花卉产

业挖掘传统郁金香文化打造国家名片,将文化产业

与旅游产业有机结合,开展花卉主题公园、花卉街

道景观、花卉巡游节等花卉体验营销.中国花卉文

化源远流长,旅游资源禀赋丰富,应促进花卉文化

营销与旅游产业高度融合.首先,挖掘花卉文化内

涵,结合花卉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文化精髓,加

强花卉电商平台文化宣传,打造四季花卉品牌名片.
其次,与花卉种植基地联合打造花卉休闲旅游综合

体,基于花卉旅游景观开设花卉科普中心、花卉主

题公园、花卉主题酒店、花卉特色餐厅等产业化链

条,以文化和旅游带动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

４６　市场监管保障体验环境

完善花卉市场监管机制,维护花卉市场营销竞

争环境.首先,政府部门应依法加强花卉市场质量

监测管理,制定花卉行业标准,规范花卉经营行为,
构建花卉电商平台经营信用档案和征信平台.其次,
加强花卉电商平台行业交流,发挥行业协会协调、
培训等作用.第三,建立新闻媒体、社交平台网络

监督机制,培养消费者市场监督意识,开设消费者

监督反馈热线,构建政府、企业、行业协会、新闻

媒体、消费者等市场主体共同参与的花卉营销环境

共治共享格局,营造花卉生产经营良好环境,确保

中国花卉电商平台体验营销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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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是有关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乡村振兴战略则是新时期 “三农”
工作的总抓手,而乡村发展离不开金融体系的支持.从中国的金融发展状况来看,其

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更多地体现为城乡金融服务的不平衡,金融支持 “三农”的不

充分,而这恰恰严重制约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本文对美国、加拿大、日本和

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金融体系服务于乡村建设的先进经验进行了总结,并主要从农

业信贷体系、农业担保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和资本市场等４个维度出发展开讨论,研

究发现:各国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均设立了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和金融体系运

作机制,严格把控风险,大力实施补贴政策,并不断开发出针对不同农业经营主体的

金融产品.在此基础上,本文对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以期农村金

融体系在未来更好地支持与服务于乡村振兴战略.
关键词:乡村振兴;农业信贷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农业担保体系;资本市场

DOI:１０１３８６５/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２

１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

将其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所需坚定实施的七大战略之一[１],这

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于 “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
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运

行的血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自然离不开金融的支

持.２０１８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意见»中指出,农村金融改革任务繁重,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必须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因此,
推行农村现代金融体制改革,让金融更好地服务于

农村经济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课题.发达国

家和地区在农村金融体系建设方面起步较早,对其

体系机制和运作模式进行研究将为中国金融支持乡

村振兴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近年来关于金融支持乡村振兴的相关研究不断

丰富,但对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金融体系进行

对比分析的研究仍亟待充实.目前国内部分学者对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信贷体系[２Ｇ３]、农业担保体

系[４]、农业保险体系[５Ｇ７]和资本市场的某个农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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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８Ｇ９]进行了研究,但未概括农村金融体系的全

貌;还有部分学者对某个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金

融体系进行了总结[１０Ｇ１２],但缺乏对不同发达国家和

地区农村金融体系建设经验的比较研究;虽有部分

学者对不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金融体系进行了

系统归纳[１３Ｇ１５],但往往忽略了体系的某个主要组成

部分,尤其是容易忽略资本市场在农业经营主体长

期融资、分散风险方面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本文从

农村金融体系的４个重要维度出发,对美国、加拿

大、日本和欧盟的先进建设经验进行了全面的系统

梳理,以期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建设提供一定的

现实参考.

２　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建立科学规范

的现代农村金融支持体系成为推动中国乡村发展的

重要任务之一.然而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农村金融

支持体系还不够完善和高效,农村金融弱化问题仍

十分突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发达国家和地

区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来看,政府均采取了强力有

效的措施引导金融体系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其发

展模式既存在共性又各具特色.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农村金融支持体系主要由农业信贷体系、农业担保

体系和农业保险体系组成,此外资本市场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环 (图１).
农业信贷体系主要由商业性信贷机构、合作性

信贷机构和政策性信贷机构组成,商业性信贷机构

能够为农村龙头企业提供主要的资金支持;合作性

信贷机构能够为中小农业经营主体提供较为稳定的

资金来源;政策性信贷机构则主要负责实施国家相

关农业政策,扶持农业发展,并创造良好的外部金

融环境.在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无法提供合格的抵

押物以获得信贷资金时,农业担保机构的重要性便

得以凸显.担保是第三方机构提供信用保证的一种

服务活动,一般由专门的担保机构为中小企业或者

图１　乡村振兴战略的金融支持体系

农户提供担保,信贷机构则负责提供贷款,当企业

或者农户不能偿还贷款时由担保机构代为偿还.而

农业保险,则是农民转移风险、稳定收入的重要工

具,农业保险一是能够改变农户的种植和投入结构,
提高农户经营性收入;二是能够降低农户风险应对

成本,提高农户转移性收入;三是农业保险能够优

化要素配置,提高农户的要素收入.金融体系支持

乡村振兴同样离不开资本市场,农产品期货市场是

农业经营主体套期保值、分散风险的重要场所,农

村土地证券化市场是农业发展重要的资金融通场所,
而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则是扶持有潜力的农村中小企

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３　农业信贷支持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农业作为一国的基础产业,其发展需要充足的

资金支持,而信贷资金是农业发展资本的重要来源.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建立农业信贷体系时注重完善相

关法律法规,以保证信贷业务顺利开展和降低风险.
在体系构建过程中,３类机构既各司其职,又相互

配合.美国、加拿大、日本以及欧盟的农业信贷体

系建设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各国和地区农业信贷体系

国家/地区 法律 (政策)
涉农信贷体系

政策性信贷机构 合作性信贷机构 商业性信贷机构

美国

　 «联邦农场贷款法案»«农业信贷法»«紧
急农业抵押贷款法案» «联邦农业抵押公司

法»和 «农场信贷法»等

　商品信贷公司、农村电

气化管理局、农场服务局

及小企业管理局

　联邦土地银行、联邦中

期信用银行及合作社银行

　商业银行及其他私人信

贷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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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地区 法律 (政策)
涉农信贷体系

政策性信贷机构 合作性信贷机构 商业性信贷机构

加拿大

　 «农民债权人安排法» «退伍军人土地管

理法»«农村贷款提高法»和 «农村提高和

市场合作社法»等

　联邦政府性农业信贷机

构及省属政府性农业信贷

机构

　农业信用合作社
　特许银行、私人信贷公

司及个体私营供给公司

日本

　 «农业协同组合法» «农林中央金库法»
«农业信用担保保险法»及 «日本政策金融

公库法»等

　农林渔业金融公库

　农林中央金库、信用农

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信农

联)和基层农协

　商业银行等

欧盟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AP)及 «巴塞尔协

议»
　农业抵押银行 (以德国

为例)

　中央合作银行、区域合

作银行、地方合作银行和

基层农业信用合作社 (以
德国为例)

　 商 业 银 行 等 (以 德 国

为例)　

　　资料来源:根据各国农业部数据、相关文献整理所得.表２和表３同.

３１　配套完善的法律法规

在商业银行不愿进入农村地区开展业务的情况

下,政府介入以弥补市场失灵尤为重要.美国政府

为农业信贷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完善的法律法规,如

«联邦农场贷款法案»«农业信贷法»«紧急农业抵押

贷款法案» «联邦农业抵押公司法» «农场信贷法»
等,保证了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相互衔接[９].为了

应对农民融资困境,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法律

法规支持农业信贷体系建设,如 «农民债权人安排

法»«退伍军人土地管理法» «农村贷款提高法»和

«农村提高和市场合作社法»等.日本政府为了满足

农业方面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也逐渐形成了一套

完善的法律体系,如 «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

金库法»«农业信用担保保险法» «日本政策金融公

库法»等.欧盟各国均有一套有关农业信贷的规章

制度,通常由中央银行建立管辖[１６].除了各成员国

内部制定的规则和条例外,农业信贷机构还必须遵

守国 际 规 则 及 条 例.一 项 是 欧 盟 共 同 农 业 政 策

(CAP);另一项是 «巴塞尔协议»,该框架规定了监

管信贷市场的国际标准.

３２　建立健全合作性信贷机构

美国的农业信贷体系以商业性信贷机构为基础,
以合作性信贷机构为主导,以政策性信贷机构为补

充.农业合作性信贷体系主要由联邦土地银行、联

邦中期信用银行和合作社银行３大机构组成[１７].联

邦土地银行是合作性信贷体系的主体,其通过利用

农户所持有土地进行融资,为农业经营提供中长期

信贷支持.联邦中期信用银行则主要负责为农业经

营主体提供中短期信贷,贷款期限一般为１年,最

长为７年.合作社银行则是为支持农业合作社运营

而专门设立的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为合作社的日常

经营提供贷款.
加拿大的合作性信贷机构主要为信用合作社,

其采取的是社员持股的区域性合作模式.信用合作

社只为社员提供服务,存款利率较高而贷款利率较

低,因此吸引了大量农户参与其中.加拿大是信用

合作社成员比例最高的国家,信用合作社遍布加拿

大的各个地区.加拿大政府当局也设立了专门部门,
负责监督信用合作社的运行,并予以相应支持.

日本的农村信贷供给主体为农村合作性信贷机

构和政策性信贷机构,商业性信贷机构则作为补充.
日本农村合作性信贷机构已较为完备,内嵌于综合

农协,但同时也是层级分明的具备独立融资功能的

信用合作机构.其内部结构细化分明,可以归结为

“二三三”模式.一是日本农村合作性信贷机构的资

金来源分为政府投入和农民投入 “双重渠道”;二是

机构共分为 “３个层次”,即基层农协、信农联和农

林中央金库;三是机构还包括 “３个子系统”,即农

业系统、林业系统和渔业系统.
目前,欧盟近乎所有的合作银行均已开始为农

业发展提供服务.以德国为例,德国是最先成立农

业信用合作机构的国家,其于１８９５年便创立了中央

合作银行,并于１８９９年颁布了 «合作银行法».德

国以合作性信贷机构和政策性信贷机构为主体,

６０％的信贷资金都来源于这两类机构.德国农业合

作性信贷机构的层级结构为 “中央合作银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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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银行—地方合作银行—基层农业信用合作社”,
从高到低各级独立运营,不存在隶属关系[１８].中央

合作银行提供的贷款主要用于实施国家农业政策;
区域合作银行主要为地方合作银行提供贷款及结算

业务,不直接与农场主接洽;地方合作银行直接为

农场主发放贷款;农业信用合作社则直接为参股成

员办理信贷业务.除此之外还有行业自律组织农业

信用合作联盟,其为合作性信贷体系提供多种服务,
并履行审计和培训职能.

３３　注重农业政策性信贷机构建设

美国农业政策性信贷机构主要由４部分构成,
一是商品信贷公司,主要目的是为农民提供贷款及

补贴,在保护其收入水平的同时降低经营风险.二

是农民家计局,已于１９９４年合并到农业部农场服务

局 (FSA).其最初目的是为贫困农户等提供信贷或

担保,后来服务范围逐渐扩大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

面.三是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其通过为农村电气设

施项目发放低息贷款,并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进

而实现农村地区电气化目标[１９].四是小企业管理

局,主要为涉农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服务,除此之外

还提供担保服务及相关的金融咨询服务等.
为了落实政府对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性金融支持,

加拿大联邦政府和省属政府均成立了政府性农业信

贷机构.联邦政府的金融支农项目主要由农业与农

业食品部负责实行,主要项目为加拿大农场信贷

(FCC).FCC作为政策性金融支农服务项目,其业

务范围主要为涉农信贷、风险管理与投资以及对农

户进行培训和农业知识的推广等.加拿大各省也依

据农民和农业发展需要,形成了符合各省农业现状

的政策性信贷供给主体.
日本的农业政策性信贷机构较为完善,供给主

体主要为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日本政策金融公库主

要负责为农林水产产业者提供业务内支持,确保其

融资安全,同时为农业和食品产业合作的加工流通

领域提供融资支持,以及咨询和匹配等经营支援服

务.日本政策金融公库所提供的信贷业务种类齐全,
涵盖乡村振兴、农业改良、农业抗灾以及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
欧盟的诸多国家为了解决农业信贷资金供给短

缺问题,在政府的全面支持下建立农业政策性信贷

机构.以德国为例,其政策性信贷机构以农业抵押

银行为主体,与此同时政府还成立了一系列辅助性

政策金融机构,如土地信用协会、土地信用银行、
农业中央银行、地租银行等,均不以营利为目的,
承担着政府扶持农业发展的责任.

４　农业担保支持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除农地抵押外,农业担保常被当作另外一种解

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信贷配给问题的方式.担

保机构作为信贷机构和农户或企业之间的信用桥梁,
其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能够利用某些信贷机构不具有

的优势对企业和农户进行信息收集,或者能够接受

金融机构无法接受的抵押物.通过担保,农户和中

小企业的信用水平得到提升,信贷机构的风险也得

到了分散和转嫁,从而有利于农户和中小企业获得

信贷支持.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农业担保作

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持政策,设计了完善的担保服

务体系,并严格把控风险,具体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各国和地区农业担保体系

国家/
地区

相关机构 风险管理

服务体系 合作方式 担保额度 费率及期限 保证成数

美国 　农场服务局＋金融机构 　农场服务局负责审核并代偿
１３９２０００

美元

　经营性担保贷款期限７年,所

有权担保贷款不得超过 ４０ 年;
担保费率为１５％

　９０％, 部 分 可 放 宽

至９５％

加拿大
　农业与农业食品部＋银

行/信用合作社

　农业与农业食品部担保,合作

金融机构负责审核,银行/信用

合作社发放贷款

５０００００
加元

　担保费率为 ０８５％;担保贷

款期限为１５年
　９５％

日本

　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农

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全

国农协保证中心 ＋ 金 融

机构

　农业信用基金协会提供担保,
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提供保证

保险和融资保险,全国农协保证

中心进行再保证,金融机构提供

贷款

贷款的部

分或全部
　担保费率为０１５％~０４０％

　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

会可 代 位 偿 还 贷 款 的

７０％,保证中心支付比

例为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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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国家/
地区

相关机构 风险管理

服务体系 合作方式 担保额度 费率及期限 保证成数

欧盟

　欧洲投资银行＋地方银

行和 欧 盟 农 村 发 展 农 业

基金

　欧洲投资银行担保,地方银行

和欧盟农村发展农业基金提供

贷款

— 　担保费率为１５％;担保贷款

期限大多为６个月
　大于或等于８０％

　　注:１加元约合５３４元人民币,２０１９.

４１　坚持农业担保机构的政策性

美国将农业担保作为一项农业支持政策,利用

财政资金为难以获得信贷资金的农场主和合作社提

供贷款担保.担保贷款用途分为所有权担保贷款和

经营性担保贷款两类,立法规定两类担保贷款到期

时借款人必须仍为农业经营主体.加拿大所颁布的

«加拿大农业贷款法案» (CALA),其本质是政府

支持农业发展的贷款担保项目,其目的在于增加农

民和农业合作社获得信贷资金的概率.日本设立农

业担保协会的目的在于应对农业经营主体贷款担保

不足的问题,以保证融资业务可以顺利进行.担保

协会的资金来源主要有各会员出资、储备金余额、
都道府县补助金等.欧盟的担保资金主要来源于欧

盟农村发展农业基金 (EAFRD)和成员国地方银

行配套资金,其担保对象不限于传统农业项目、农

民以及农产品公司,还包括林业公司以及农业咨询

公司.

４２　完善的农业担保合作服务体系

美国的信贷担保项目主要由农场服务局 (FSA)
负责实施,其对贷款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通过后

为其提供信贷担保,信贷资金则由相关金融机构提

供.加拿大信贷担保项目的主要负责机构为农业及

农业食品部,具体执行方面,农业与农业食品部负

责提供担保,合作金融机构负责审核,特许银行、
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则负责发放和管理贷款.日

本的信用保证保险体系设有双重担保 (保险)系统,
第一层级为农业信用基金协会提供的贷款担保;第

二层级为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提供的保证保险和

融资保险,并由全国农协保证中心进行再保证[４].

欧盟的农业担保项目主要由欧洲投资银行负责开展

并提供农业担保,地方银行和欧盟农村发展农业基

金则负责提供贷款.

４３　制度设计完善,严格把控风险

美国为农业贷款担保项目设计了一套完备的制

度,包括被担保人要求、担保条件、贷款用途、担

保限额、费率、反担保物、金融机构合作机制以及

资产证券化等.其中,制度规定经营性担保贷款期

限不得超过７年,所有权担保贷款不得超过４０年,
担保费率一般为１５％;担保比例会由农场服务局

根据贷款风险进行调整,大部分贷款可获得的最大

担保比例为９０％,部分可放宽至９５％.加拿大通

过 «加拿大农业贷款法案» (CALA)对有关风险

条款进行了一系列规定,其中,联邦政府为农场主

提供的 担 保 比 例 最 高 为 ９５％,最 高 贷 款 限 额 为

５０００００加元,担保费率为０８５％;就贷款期限而

言,用于土地购买的贷款期限为１５年,而用于其

他贷款用途的最长期限为１０年.日本的信用保证

保险制度规定,贷款费率为０１５％~０４０％,担

保额度为贷款的部分或全部;若贷款人在逾偿还期

限３个月后仍无法偿还贷款,则农业信用基金协会

可要求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代位偿还贷款金额的

７０％,而全国农协保证中心的支付比例为５０％.
欧盟担保项目所规定的担保费率为１５％,担保比

例不低于８０％,且贷款项目大多为６个月的短期

贷款.

５　农业保险支持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农业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有财务风险的行业.多

数农业生产活动易受天气变化的影响,而农业供需

变化常常引起市场价格波动.由发达国家和地区的

发展经验可见,农业保险不仅仅是 “保险”,更是国

家支持农业发展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自身肩负着

多种制度功能和使命[２０].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建设农

业保险体系时通常对相关立法进行了补充完善,并

设计了配套的服务体系和多样化的保险产品.在运

行过程中,政府和相关机构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

保费补贴、税收减免以及再保险支持等补贴措施,
具体情况如表３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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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各国和地区农业保险体系

国家/地区 法律 (政策)
相关机构 保险产品

负责部门 服务体系 产品种类 主要产品
补贴形式

美国

　 «联邦农作物保险

法» «克林顿农作物

保险改革法» «美国

农业法案»等

农业部

风险管理局

(RMA)

　政府监管＋商业保险公司＋
再保险＋农产品期货市场

　农作物收益保险,产 量 保

险,收入保险,指数保险,冰

雹险等

农作物

收益保险

保费补贴＋
再保险支持

加拿大

　 «草 原 农 场 援 助

法»«农业稳定法案»
«大草原粮食预付款

法案» «农业保险法

案»等

联邦政府

农业部

　联 邦 政 府 农 业 部 ＋ 各 省

(州)政府管理下的非营利性

保险公司

　 作 物 产 量 多 灾 害 险

(MPCI),冰雹险,西部畜牧

价格指数保险 (WLPIP)等

作物产量

多灾害险

(MPCI)

保费补贴＋
再保险支持

日本

　 «家 畜 保 险 法 »
«种植业保险法»«农
业灾害补偿法» «农
业保险法»等

农林水产省

　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府、
县一级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
农林水产省的农业共济再保险

特别会计处

　农作物保险业务;家畜保险

业务;果树保险业务;旱田作

物保险事业;园艺设施保险业

务;建筑物和农机具保险业务

农作物

保险业务

保费补贴＋
再保险支持

欧盟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

(CAP)
欧盟 (EU)

　一般都为私有化 (只有希腊

和塞浦路斯是政府支持和强制

参与)
　单一险 (冰雹险),产量险 单一险

减免税收,保费

补贴,再保险支持

５１　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发达国家和地区大多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农业保

险立法进程.１９３８年美国国会通过了 «联邦农作物

保险法»,标志着美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正式建立[２１];
之后美国颁布了 «克林顿农作物保险改革法»和

«美国农业法案»等,２０１４年 «美国农业法案»计

划将农业保险作为未来几年联邦支出最多的农业项

目[２２].加拿大于１９５９年正式立法推行政策性农业

保险,这一阶段的主要法律有 «农业稳定法案»«大
草原粮食预付款法案» «农业保险法案»等;２００３
年,加拿大推出了针对商业农场的商业风险管理框

架 (BRM),其中,农业保险计划处于核心地位;
目前,加拿大农业支持政策已形成以农业风险管理

为核心、非风险管理为补充的农业支持框架.日本

于１９２９年颁布了 «家畜保险法»,１９３８年颁布了

«种植业保险法»,并于１９３９年正式实行农业保险计

划;１９４７年日本政府将上述两项法案完善后合并,
颁布了 «农业灾害补偿法»,现行版本为２０１４年重

新修订的版本.欧盟于１９６２年开始推行共同农业政

策 (CAP),主要分为两个模块 (pillar１与pillar２),
在pillar２中包含针对农业风险管理的一系列工具;

２００１年欧盟发布了 «欧盟农业风险管理工具»,强

调农业保险作为风险分散工具的重要性[２３];欧盟近

年来一直致力于在CAP框架下整合各成员国的风险

管理措施,建立共同应对农业风险的管理机制[２４].

５２　以提高保险、保费补贴水平吸引农户参保

发达国家和地区吸引农业经营主体参与农业保

险的方法主要有两种:提高保险水平和提高保费补

贴水平.目前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均达到了

较高的保险水平和保费补贴水平.

５２１　提高保险水平

１９３８年 «美国农业法案»中提及的农业保险产

品为产量保险,保险水平分为历史平均产量的５０％
和７５％两档;目前的主要产量保险水平分为５０％~
８５％共８档,逐档提高５％.１９５９年加拿大 «联邦

农业保险法»中设计的保险产品同样为产量保险,
最高保险水平为历史平均产量的６０％;目前的产量

保险水平分为 ４ 档,分别为 ５０％、６０％、７０％ 和

８０％.１９４７年日本 «农业灾害补偿法»中规定的农

业保险产品为成本保险,最高保险金额为历史平均

产量的７０％乘以５０％;此后日本将保险产品升级为

产量保险;２０１０年,日本政府引入了产值保险产

品;２０１９年１月１日,日本开始正式实行农业收入

保险.欧盟各国的保险水平不尽相同,一般来说,
欧盟各国的保险水平在６０％~７５％.

５２２　提高保费补贴水平

１９８０年 «美国作物保险法案»颁布后,美国农

业部风险管理局开始实施覆盖管理经营支出和最高

３０％精算公平保费 (均衡纯保费)的补贴型农业保

险计划;１９９４年 «作物保险改革法»将保费补贴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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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 ４０％;２０００ 年 保 费 补 贴 率 进 一 步 提 升 至 ６０％;美国农业保险现行细分补贴标准如表４所示.

表４　美国农业保险现行细分补贴标准

保险水平 (％)

CAT ５０ ５５ ６０ ６５ ７０ ７５ ８０ ８５

多数政策的保费补贴

(包括基本单位和可选单位) １００ ６７ ６４ ６４ ５９ ５９ ５５ ４８ ３８

企业单位保费补贴 —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７７ ６８ ５３

地区规划 (产量)溢价补贴 — — — — — ５９ ５９ ５５ ５５

地区计划 (收入)保费补贴 — — — — — ５９ ５５ ５５ ４９

全农场单位保费补贴 —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８０ ７１ ５６

　　注:对于灾难性保险 (CAT),超过５０％的损失按预期价格的５５％赔偿,因此特别列明;其他类型保险则根据保险水平的不同,按预期价

格的１００％进行赔偿.全农场单位保费补贴是指对拥有３种或３种以上商品的农场给予补贴;如果商品数量少于３种,则按８０％和８５％的比例

给予补贴.
资料来源:ShieldsDA,FederalCropInsurance:Background,２０１５,https://wwwfasorg/sgp/crs/misc/R４０５３２pdf.

　　１９５９年加拿大 «联邦农业保险法»规定的保费

补贴水平为总保费的２０％,之后加拿大一直上调保

费补贴水平,２０００和２００１年曾达到７０％;２００６年

后又回调到６０％[２５].加拿大政府对于农业生产者购

买保险一直保持较高的支持水平,由于现行 WTO

政策框架下对于保费直接补贴有一定的限制[２６],

２０１８年加拿大政府的保费直接补贴水平总体有所下

降,转而使用脱钩补贴.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加拿大政府

对农业生产者购买保险的直接支付总额如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加拿大政府对农业生产者购买保险的直接支付总额

单位:千美元

保险类型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作物保险 ７７７４４６ １１０７４７１ １０４５１８４ １２２６４０８ ８９３０００

牲畜保险 ２３０６ ５８１６ ３２２７１ ３６８５ １０１５７

私人冰雹保险 ２５９１３０ １７６７６３ ２７６３８７ １０７５７４ １６６０４３

其他私人项目 ４３９２ ２４６４ ２５７７ ４９４７ ４６３０

　　资料来源:加拿大统计局 (https://wwwstatcangcca/eng/start).

　　日本的农业经营者可以根据加入农业收入保险

的年限选择不同的保险补偿额度,加入年限越长的

农业经营者可选择的保险补偿额度越高,但其保险

费率也会相应提高,不同保险补偿额度的保险费率

如表６所示.１９９４年以来,日本政府对农业保险的

补贴比例基本维持在总保费的５０％~５５％.

表６　日本农业保险不同补偿额度的保险费率

补偿额度 保险费率 (国库补助后)

５０％ １０８０％

６０％ ０３３５％

７０％ ０５８７％

７５％ ０７９２％

(续)

补偿额度 保险费率 (国库补助后)

７８％ ０９５３％

８０％ １０８０％

　　资料来源:日本农林水产省 (http://wwwmaffgojp).

欧盟各国对农业保险补贴的水平各不相同.基

于２００９年可得数据,欧盟２５国的农业保险补贴总

额约为４９７亿欧元 (占总保费的３２％),平均专

项援助资金约９亿欧元 (不包含对畜牧部门的援

助).受 WTO 政策的影响,大部分农作物保险的

直接补贴受到限制,欧盟目前开始全面实行绿箱补

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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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政府引导,提供再保险支持

发达国家政府往往会提供再保险支持,以分散

保险机构的运营风险.美国已经形成由政府监管、
商业公司提供保险并由政府提供再保险支持的农业

保险运作模式[２７].加拿大农业保险产品的提供主

体为非营利性的省属农作物保险公司,联邦政府和

省属政府则共同设立再保险基金,负责办理农业再

保险业务.日本形成了 “村一级农业共济组合＋
府、县一级农业共济组合联合会＋农林水产省的农

业共济再保险特别会计处”的市场结构,３个层

面相互联动,形成了互助、保险、再保险的三级

体.欧盟国家的农业保险体系分为公有化主导型

体系、私有化主导型体系和公有与私有合作型体

系,运作模式各有特色,但均由政府提供再保险

支持.

５４　农业保险产品趋于多样化

美国是农业保险产品种类最多的国家,农业保

险种类基本可以分为５类:农作物收益保险、产量

保险、收入保险、指数保险、冰雹险等;其中,农

作物收益保险参与率最高,占美国农业总保费收入

的７０％以上.加拿大农业保险产品种类主要有３种:
第一种为作物产量多灾害险 (MPCI),约占农业保

险总保费收入的８０％;第二种为冰雹险,约占农业

保险总保费收入的２０％;第三种保险产品是近年推

出的西部畜牧价格指数保险 (WLPIP),该产品作

为一种农业保险的创新形式,目前市场规模非常有

限.日本在农业共济制度下,其农业保险产品根据

风险补偿对象差异,主要分为农作物、家畜、果树、
旱田作物、园艺设施、建筑物和农机具保险７大种

类.新增的农业收入保险则不再局限于单一险,农

业经营主体的所有农业经营项目都可以得到保障.
欧盟国家的农业保险产品则以单一险为主,除此之

外还有产量险,是一种风险管理工具[２８].

６　资本市场支持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而资本市场则是当代

金融的核心,培育和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是建设农村

金融支持体系的重要任务之一.农产品期货市场具

有套期保值、分散风险等功能,农村土地证券化市

场则是农业经营的重要融资渠道,而农业产业发展

基金是农村中小企业实现持续经营的坚实后盾.

６１　农产品期货市场

以１８４８年世界首家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货

交易所的成立为标志,真正意义上的农产品期货市

场发源于美国.美国的农产品期货市场经过１００余

年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中心.美

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成功之处在于:①期货市场与

规范的现货市场紧密关联.美国的农产品现货市场

具有科学的质量标准体系,并且农业技术和农产品

流通体系十分发达,使得美国的现货市场和期货市

场在技术标准、交割方式等方面可以顺利对接,而

期货价格和现货价格也密切关联.②农产品期货种

类丰富,并与产业结构相协调.美国是全球农产品

期货上市交易种类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涵盖了各类

适合期货交易的农产品.上市品种常常与产业结构

保持一致,期货成交额也与现货产值保持在一定比

例,两者协同发展.③市场参与主体结构合理.随

着美国金融政策和市场准入条件的逐步放宽,越来

越多的投资者和投机者进入农产品期货市场,包括

个人、企业、机构等众多参与主体.其中,在美国

相关政策的鼓励下,美国逾九成的农场主和几乎所

有的农业相关企业都参与其中[７].④市场机制完善

规范.一是为了顺应现货市场发展状况,相关机构

不断对农产品期货交易规则和制度进行更新完善;
二是考虑到期货市场对于信息更新速度及范围的需

求,美国政府将各种农业信息都纳入了联邦农业信

息网以及国际农业信息网[２９];三是美国设置了专门

化的监管机构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严格把控

风险.

６２　农村土地证券化市场

农村土地证券化是在保留农民土地产权的前提

下,以土地收益权作为担保发行证券,通过资本市

场筹措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的资金融通方式[８].发达

国家和地区很早就开始了对农村土地证券化模式的

探索,如今已形成了较为成熟完善的运行体制.对

德国、美国和日本建设农村土地证券化市场的成功

经验进行归纳,发现其共同优点在于:①农村土地

产权明晰.明确区分公有和私有土地可以避免在土

地收益分配等方面产生利益纠纷,保证证券的顺利

发行及流通.②政府采取多种形式支持农村土地证

券化.例如,德国的土地银行是在各州政府的支持

下建立的,并且其运营资金大多来源于财政资金;
—８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1（总 489）



美国的联邦土地银行成立资金的８０％来自联邦政

府;日本对农工债券的发行提供了资金上的大力支

持.③以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为运作基础.无论德国、
美国和日本的农村土地证券化运作模式如何,其共

通之处在于都以农村信用合作组织为中介桥梁,连

接农民和资本市场.④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农村

土地证券化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法律法规的支撑,如

美国的 «联邦农业贷款法案»和 «农业信用法»,日

本的 «农地法»和 «农林渔业金融公库法»等.

６３　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是一种产业投资基金,其采

取现代信托关系机制,通过发行基金券的手段集聚

投资分散的资金[３０],以股权或准股权形式投资于具

有一定市场潜力的未上市农业企业,并参与该企业

的经营管理,在企业发展成熟后转让所持股权以实

现资本回报.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早已建立起农业

产业发展基金,以实现由财政直接投入农业农村发

展到金融资本发挥主导作用的转变.
欧盟为了支持农村产业发展,自２０１４年以来正

式建立运营３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包括欧洲农业

保障 基 金 (EAGF)、 欧 洲 乡 村 振 兴 农 业 基 金

(EAFRD) 和 欧 洲 海 洋 及 渔 业 基 金 (EMFF).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欧盟的３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支出总

额如表７所示.

表７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欧盟３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支出总额

单位:百万欧元

欧盟产业发展基金 ２０１４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欧洲农业保障基金 ４４２８８１ ４４９３９６ ４４０８４５ ４４６９４８ ４４３１０４

欧洲乡村振兴农业基金 １１１９００ １１７９３３ １２３７０２ １１１１３４ １２４６６６

欧洲海洋及渔业基金 ６８３６ ７８５９ ４１５９ ３８８７ ７７４５

　　资料来源:欧盟官方网站 (https://europaeu/europeanＧunion/index_en).

　　日本政策金融公库针对不同的生产经营领域设

置了不同的发展基金,其中,针对农业领域主要设

置了６大产业发展基金,分别为超级 L基金、青年

农业基金、农业改良基金、加强管理发展基金、超

级 W 基金和畜牧业经营环境协调推进资金.日本政

策金融公库对这６大农业产业发展基金的适用条件

和融资条件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如表８所示.这一

做法的目的在于通过基金引导农业产业向规模化、
生态化和科技化发展.

表８　日本主要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农业产业发展基金 适用条件
融资条件

还款期限 贷款限额 贷款利率

　超级L基金
　制定农业经营改善

计划
　２５年,最长可延期１０年

　个人企业:３亿日元 (特别批准６亿

日元);会社:１０亿日元 (特别批准２０
亿日元,最高可达３０亿日元)

一般利率:００７％;
特殊情况:免息

　青年农业基金 　制定青年农业计划 　１２年,最长可延期５年 　３７００万日元 (特别批准１亿日元) 免息

　农业改良基金 　生态农民
　１２年,可延期３年,符合

特定条件时可延期５年

　个人企业:５０００万日元;

　会社:１５亿日元
免息

　加强管理发展基金 　制定经营改善计划 　２５年,最长可延期３年
　个人企业:１５亿日元;

　会社或团体组织:５亿日元
００７％

　超级 W 基金
　为进行加工、销售

而设立的会社

　设施资金:２５年,最长可

延期５年;相关费用:１０年,
最长可延期３年

　项目成本的８０％ (特别批准为项目

成本的９０％) ００７％

　畜牧业经营环境协

调推进资金

　制定处理高度化设

施整备计划或共同利

用设施整备计划

　２０年,最长可延期３年

　计划一:项目成本的８０％ (特别批

准为项目成本的９０％);计划二:项目

成本的８０％
００７％

　　注:１００日元约合６３９元人民币,２０１９.
资料来源:日本政策金融公库 (https://wwwjfcgo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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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经验及启示

农村金融体系对于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

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农业生产经营具有天然的

弱质性,而农村金融体系作用的发挥往往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弥补这种劣势,从而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

发展.本文对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盟金融支持

乡村发展的先进建设经验进行了研究,并对农村金

融体系的４个主要维度,即农业信贷体系、农业担

保体系、农业保险体系和资本市场进行了比较分析,
进而对其共通的成功经验进行了总结归纳.在此基

础上,本文对中国金融体系如何支持乡村振兴战略

提出从下几点建议.
第一,建立完善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

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农村金融基本法,«农业法»仅就

农村金融的相关内容做出了立法规定,但体系和内

容均不够完备.与此同时,应在金融专项立法中对

农村金融的具体制度及相应措施进行规定.第二,
完善农村金融体系运作机制.坚持政府监管与市场

运营相结合,在赋予金融机构更多自主权的同时,
政府需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市场运作,并通过优

惠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此外,应注重培养农村

基层信用合作组织,拓宽农村金融服务范围.第三,
不断更新完善农村金融产品.设计针对不同目标群

体的金融产品,并推行 “信贷＋担保＋保险”模式,
以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难、担保难、保险难

问题.第四,增强农村金融体系风险防范能力.一

方面需优化金融机构内部结构设置和运行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需建立多方位的外部风险防范机制,减少

农村经济主体的失信行为,而政府则应充当最后保

险人的角色.第五,加强农村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建立农村征信系统,推广现代化金融服务手段,
打破城乡分割,实现数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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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乡村文化与创意农业 (产业)融合发展的视角,探索以农业资源为基

础,与创意产业相结合,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产业附加值的一种新型乡村发

展模式.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相关国家的理论体系与发展经验,深入剖析了当前国

内创意农业在认知概念、产业特征、发展方式、推进政策等方面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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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７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首次

提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１];２０１８年中央１号文

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重点是产业兴旺[２],在 “构建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议题上,要 “发展

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可见以

乡村的 “地理标志”(地域文化多样性)为基础,发

展 “创意农业”(特色产业)是可以充分发挥乡村各

自优势、促进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之一.因此,
聚焦于 “创意农业”这一特定乡村产业类型及其推

进措施的研究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

意义.

１　创意产业与创意农业特征分析

创意农业 (creativeagriculture)实质上是创意

产业 (creativeindustrie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创意产业,又称为创意经济 (creativeeconomy),
该术语最早见于１９９７年由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筹设

的 “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 (CreativeIndustries
TaskForce,CITF)的名称中.翌年,该组织将创

意产业定义为 “源于个体创意、技巧及才华,通过

知识产权的开发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

的产业”[３].
创意产业的终端产品是创意产品.２１世纪初,被

誉为 “世界创意产业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

金斯 (JohnHowkins)在探讨创意经济时,认为在

整个创意产业的生产过程中,除了常见的电子、软

件、媒体与娱乐 (产品)外,生物、农业和教育

(产品)在本质上也都依赖于知识产权[４].所以,从

产品本质上看,创意农业产品可以被视为创意产品

下属的一个类别.此后,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

从不同角度聚焦于新兴的创意农业研究,例如,针

对创意农业产品 (工艺美术品、流行音乐节、农村

节日等)对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作用的案例研究[５Ｇ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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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创意农业实践主体———农村艺术家群体的生活

状况开展的人类学研究[７],也有通过宏观分析来探

究挪威、英国等国家农村创意经济特征的主要构成

要素[８Ｇ９].
在中国创意农业实践方面,中国台湾地区较早

引入了创意产业理念,并在官方的辅导和支持下,
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以休闲农业为主的台湾创意

农业与发展模式,表明了结合 “科技、观光、文化、
生活”资源的新世代田园经济正在崛起[１０],为大陆

地区的创意农业实践提供了参考.随着中国农业现

代化进程的加速和中央对 “三农”问题的持续关注,
自２００７年起,中国的创意农业研究与实践均显著增

多.关于创意农业的概念、特征与内容等方面,不

同专业背景的学者们对其展开的研究结果有所区别.
例如,秦向阳、马俊哲等学者认为创意农业隶属于

创意产业,将创新性理念构思与设计实施植入农业

生产经营的各项环节[１１Ｇ１２];厉无畏和王慧敏强调从

产业链整合视角出发,将创意产业无边界的思想应

用于农业发展之中,将创意农业定义为借助文化元

素提升产业附加值的一类创新型农业发展模式[１３];
章继刚提出创意农业是多学科领域知识应用于农业

实践的产业,如美学、农学、生态学、景观学、休

闲学、市场营销学等[１４];刘丽伟提出创意农业可持

续发展路径的４项基本要素:技术与非技术进步作

为发展动力源、创意知识经济与范围经济作为价值

增值点、文化感召力作为激发消费者共鸣的酵母、
市场规模化作为可持续运营保障[１５].

由此可见,虽然学术界对于创意农业的定义众

说纷纭,但基本都认可创意产业在农业发展中的价

值与前景,并在理论建构与乡村实践中均遵循新乡

村主义 (NeoＧRuralism)理论中的 “三生”理念,
即生产、生活、生态和谐[１６].它作为创意产业的一

个分支,具有独创性、产业融合、高附加值、高赢

利性、高风险性的显著产业特征[４,１７].其中,乡村

文化是创意农业的重要内核.因此,充分融合地域

性、多样性的乡村文化是实现创意农业提质增效的

重要路径.

２　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创意农业政策研究

如前所述,独创性是创意农产品获得消费者认

可、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之一,笔者认为,农业资

源独 创 性 的 表 现 即 地 域 振 兴 设 计 理 论 中 的 “地

格”———由地脉和文脉融合形成的一个整体的风格.
在中国广大乡村中,地脉即乡村特有的自然、地理

环境,文脉即在地脉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独有的乡村

文化.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创意农业通过乡

村的多样化地格与现代技术形成的地理标志产品,
具有显著的个性化设计特征与市场定位策略,满足

不同细分消费者群体的心理需求,构建多层次农业

产品供应体系,使创意农业具有较强的赢利能力.
很显然,乡村文化多样性是研究如何进一步推

动创意农业发展的关键视角.同时,这种研究路径

是由当前国际、国内农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宏观政

策环境决定的.一方面,２０１９年中央１号文件对

“繁荣兴盛农村文化”问题高度重视,特别强调对优

秀农村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２],这

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文化自信”是一脉相承的.
另一方面,联合国可持续峰会２０１５年通过、自２０１６
年正式生效的 «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２０３０AＧ
genda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其目标之一

即 “尊重种族、民族和文化多样性,尊重机会均等

以充分发挥人的潜能和促进共同繁荣的世界”[１８],
由此在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２００１)和 «保护和

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 (２００５)的基础上,
再一次重申了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意义.

在创意农业实践中,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已

经基于自身的地域文化资源,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

索.一般而言,根据国家分类,主要有英国、日本、
荷兰与德国４种创意农业发展模式[４].其中,英国

作为最早提出创意产业的国家,同时作为全球工业

化开始最早的国家,在２０世纪中期就饱受工业化发

展带来的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于是,英国从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起即开始进行以旅游环保为模式的创意农业

实践[１９].同样,由农民自发兴起的日本创意农业实

践也起步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采用一种自下而上的

内生性发展方式,发挥农民自身的创意思维能力,
挖掘、利用和打造区域性的农业文化潜在资源,如

日本早期创意农业发展的代表性案例———大分县

“一村一品”运动,就采取了 “从无到有”的地域特

色创设手段,从 “什么特色都没有”转变为每个县

域利用创意形成自己独特的农产品、观光点、节事

活动等,即创意农业品牌的形成[２０],这为中国的发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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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实践提供了有力参考.发源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

期的荷兰创意农业则强调高科技应用与产业链整合,
一方面在精细农业的基础上大量投入资金完成农业

品种、技术、工艺的研发工作与成果转化,另一方

面打造农产品生产、收购、加工、销售、观光一体

化的复合型产业链,如荷兰国花郁金香产业,实现

了创意农业发展方式质的飞跃[２１].德国创意农业的

产生更多的是源于城市居民对于优质农产品和康养

休闲的需求,如慕尼黑的 “绿腰带”项目,由当地

政府与农民共同打造而成,形成的 “拯救干草”“市
民菜园”“骑马治疗”等创意项目为慕尼黑城市居民

复归田园、拥抱自然提供了可能[２２].
起步较晚的中国创意农业目前已初具规模,并

在参照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已形成了上海模式、北

京模式、成都模式、广东模式、南京模式等多种模

式[２３].鉴于此,为了促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和 “三
农”问题的有效解决,全国各地纷纷制定政策支持

发展创意农业,学术界也展开推动国内创意农业发

展的对策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制定发展规划、
定期举办创意农业竞赛和出台鼓励措施等[１１Ｇ１３].基

于这些框架性政策,许多地区的创意农业发展在初

期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随

着当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这些政策在实际操作中

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效果有待验证.例如,在举办竞

赛方面,自２００１年起,中国台湾地区农业主管部门

每年定期主办台湾休闲农业创意大赛,该大赛强调

对农村既有资源的利用与研发,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广泛关注与参与.但是,该大赛在２００８年成功举办

第七届后便销声匿迹,主要是由连年大赛主题模式

类似、奖励幅度有限、参与者热情衰减等原因导

致[２４],而这种现象在大陆地区也越来越常见.同

时,乡村政府由于资金有限,即使在上级政府的财

政支持下,也很难将奖励机制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

平,从而导致创意人才的流失,使得创意农业的发

展难以深入.
同样,近年来,创意农业发展较早的国家也在

实践中遇到了瓶颈和类似的政策方面的问题.例如,

Eidenberger等学者在对奥地利 Gaspoltshofen村的

创意农业进行定性研究时发现,随着创意产业对农

村产业的变革,传统的终身制工作被更多新兴领域

的工作所取代,人们不得不通过永久性的继续教育

来不断学习和掌握新的技能,以满足新的产业需

求[２５],同时强调小乡村里的创意产业组织必须重视

单身群体的意见;Bell与Jayne以英国 Shropshire
村为研究案例,在对新兴的创意农业政策的制定进

行探讨时,批评了英国政府的创意产业政策及其对

农村地区文化政策的忽视,作者认为农村地区的创

意产业政策多为城市创意产业政策的照搬,政府创

意农 业 部 门 应 与 其 他 部 门 加 强 沟 通 与 联 系[２６];

White在对爱尔兰西部农村的创意农业进行研究时,
指出生活质量、自然环境和该地区的创造性遗产是

吸引创意人才来农村地区工作的关键因素.当地创

意产业部门面临的挑战包括:难以吸引和留住创意

人才,附近优势 “创意地区”的持续性威胁,基础

设施供给量不足且存在质量缺陷等[２７];Mitchell和

Fisher通过对澳大利亚乡村艺术团体主要成员的访

谈发现,让乡村创意工作者在参与创业产业的实践

活动中获取价值与经济利益,有助于创意产业在乡

村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该通过创意产业自身的产

业逻辑来发现、带动乡村社区的最佳地域产品,而

不是一味地依靠外部政策的调控[２８].
通过上述研究发现,制定推进创意农业的政策

必须重视乡村文化多样性的维度,这种文化多样性

不仅体现在产业终端———特色农产品上,还体现在

如何将乡村的地域文化合理融入整个创意农业产业

链中,激活产业.在制定发展规划、定期举办创意

农业竞赛和出台鼓励措施等框架性政策的基础上,
如何合理融合多样性的乡村文化来提出进一步细化

的或新的创意农业推进政策,解决当前政策实施中

出现的问题,是目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３　乡村文化形态及其创意农业实践

对乡村文化及其多样性的认知与探讨直接影响

创意农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乡村文化是居住在同

一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

具有集体意识与共同价值观的村落文化[２９];借鉴文

化地理学对文化的分类,乡村文化可以分为物质性

乡村文化、制度性乡村文化和精神性乡村文化３个

层次[３０],反映在乡村的生产生活物质产品、社会规

范与风俗习惯以及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等方面,三

者形成于长期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并相互作用

进而演化成为对于乡村发展至关重要的有机整体.
—３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1（总 489）



可见,将乡村文化融入创意农业,可以使其转化成

丰富的、具有特色的创意农业产品 (品牌)、景观环

境和体验活动,凸显创意农业的地域特色.
在创意农业实践中,单福彬和李馨把结合不同

乡村文化资源的创意农业归纳为４种主要形式:围

绕乡村文化生产的创意农产品、蕴涵乡村文化的创

意农业旅游项目、以乡村文化为核心的特色节事活

动、富 有 文 化 特 色 的 创 意 农 业 生 产 区 和 休 闲 景

区[３１].事实上,一个创意农业产业的形成往往是一

个地方的自然条件和人文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例

如,位于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 (RioGrandeDoSul)
的高乔山谷 (SerraGaúcha),因为盛产葡萄,这里

也被称为葡萄园谷 (ValedosVinhedos),是一个以

葡萄种植、葡萄酒庄为核心而衍生出的山谷型创意

休闲农业区域.当地所产的葡萄和以之为原料生产

的葡萄酒是巴西唯一拥有原产地名称的葡萄酒,该

地区也因此而首先被巴西认定为休闲农业的地标性

区域.在休闲农业线路开发出来后,游客们可以参

观小型乡村农场、原住民家庭和国际知名的葡萄酒

厂,此外还有充满本地风情的旅社、餐厅、酒吧、
手工艺作坊以及葡萄酒纪念馆,自制奶酪、饼干、
果酱、果冻等农副产品也令人食指大动.

再如巴西的 AcolhidadaColonia移民定居型农

业村落,位于圣卡特琳娜州 (SantaCatarina),临

近弗洛里亚诺波利斯市.这是一个由意大利和德国

移民组成的地区,生活在该地的农户们沿袭了欧洲

定居者的农业生产、生活方式,经过长期与自然环

境的交互,形成了特色的农业生态景观.除了传统

农业活动,人们还合作生产有机食品,向游客展示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生活方式,通过休闲农业的新

业态展示农村生活方式,逐渐发展为旅游休闲的创

意农业村落.这两个案例,前者是当地的自然条件

和地方文化的孕育,可谓自然天成;后者虽是外来

文化,但外来的村民已经与当地的农业农村资源相

融合,演绎为当地著名的创意农业社区.
中国自２０１８年起,在每年农历秋分时节举行的

“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一个全国性的广大农民参与的

节日.在全国欢庆该节日的背景下,各地结合各自

特有的乡村文化,开展各具特色的农民丰收节庆活

动,展示当地丰富多样的特色物产,形成了一个崭

新的全国性创意农业和乡村文化景观.

由上可知,在创意农业中利用与发挥好乡村文

化资源需要依赖创新性理念的引领以及相应配套保

障条件的支持.在具体的实践中,为了能有更好的

特定政策引导,建设配套的公共设施,各地乡村需

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设立与创意农业产业相对应的

乡村创意农业文化基金势在必行.此外,由于创意

农产品与创意农业旅游项目、创意农业艺术设计等

在开发过程中可能存在过度商品化倾向,会导致传

统乡村文化失去文化原本的真实性和完整性[３２],因

此,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意农业品牌有利于吸引与利

用高层次创意人才,实现创意农业效益的可持续

发展.
农业农村部门应该结合乡村文化多样性,从

(农业)生产方式、(农民)经营模式、(农村)发展

理念３个方面出发,在产业中融入创意智慧和乡村

文化元素,以农业资源为基础,与创意产业相结合,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进一步提升农业资源的价值,
推动当前国内创意农业的发展,形成乡村发展新的

增长点,助力国家乡村振兴计划的实施.

参考文献

[１]新华网习近平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

济体 系 [EB/OL] [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０２]http://www．xinＧ

huanetcom/politics/２０１７Ｇ１０/１８/c_１１２１８２０５５１htm　
[２]新华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EB/OL] [２０１８Ｇ０３Ｇ０２]http://wwwgovcn/

zhengce/２０１８Ｇ０２/０４/content_５２６３８０７htm
[３]褚劲风世界创意产业的兴起、特征与发展趋势 [J]

世界地理研究,２００５,１４ (４):１６Ｇ２１
[４]林炳坤,吕庆华创意农业研究述评 [J] 经济问题探

索,２０１３ (１０):１７７Ｇ１８４
[５]MCAULEY A,FILLISICareersandlifestylesofcraft

makersinthe２１stcentury[J]CulturalTrends,２００５,

１４ (２):１３９Ｇ１５６
[６]LUCKMANS,GIBSON C,LEA TMosquitoesinthe

mix:howtransferableiscreativecitythinking? [J]．SinＧ

gaporeJournalofTropicalGeography,２００９,３０ (１):

７０Ｇ８５
[７]BUNTINGTE,MITCHELLCJAArtistsinruralloＧ

cales:marketaccess,landscapeappealandeconomicexiＧ

gency [J]Canadian Geographer,２０１０,４５ (２):

２６８Ｇ２８４
[８]FLOYSAND A,JAKOBSEN S ECommodificationof

—４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1（总 489）



ruralplaces:anarrativeofsocialfields,ruraldevelopＧ

ment,andfootball[J]JournalofRuralStudies,２００７,

２３ (２):２０６Ｇ２２１
[９]KNEAFSEY M,ILBERYB,JENKINSTExploringthe

dimensionsofcultureeconomiesinruralwestwales[J]．

SociologiaRuralis,２００１,４１ (３):２９６Ｇ３１０
[１０]陈明竺新世代田园经济的崛起———结合科技、观光、

文化与生活资源的绿色产业革命 [J] 城市发展研究,

２００６(１５):１１３Ｇ１２１
[１１]秦向阳,王爱玲,张一帆,等创意农业的概念、特征

及类型 [J]中国农学通报,２００７,２３ (１０):２９Ｇ３２
[１２]马俊哲关于创意农业学科体系的初步构想 [J] 农

产品加工:创新版,２０１０ (３):１７Ｇ１９
[１３]厉无畏,王慧敏 创意农业的发展理念与模式研究

[J]．农业经济问题,２００９ (２):１１Ｇ１５
[１４]章继刚创意农业在中国 (上) [J] 企业研究,２００８

(７):６４Ｇ６６
[１５]刘丽伟 发达国家创意农业发展路径及其成功经验

[J]．学术交流,２０１０ (８):７９Ｇ８２
[１６]周武忠 新乡村主义论 [J] 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８

(７):１２３Ｇ１３１
[１７]陈慈,陈俊红,龚晶,等 当前农业新业态发展的阶段

特征与对策建议 [J] 农业现代化研究,２０１８ (１):

４８Ｇ５６
[１８]联合国大会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５日大会决议———变革我们的

世界:２０３０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EB/OL] [２０１８Ｇ０３Ｇ

０３]http://wwwunorg/ga/search/view _ docasp?

symbol＝ A/RES/７０/１&referer＝http://wwwunorg/

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Ｇagenda/&Lang＝C
[１９]苏晓光,尹微英国旅游环保型创意农业研究 [J]世

界农业,２０１４ (３):１５３Ｇ１５５
[２０]刘平日本的创意农业与新农村建设 [J] 现代日本

经济,２００９ (３):５６Ｇ６４
[２１]白明月荷兰:创意农业的产业链条 [J]农经,２０１１

(１１):７４Ｇ７６
[２２]于雪梅德国创意农业一瞥 [J]中国乡镇企业,２０１２

(４):８６Ｇ８７
[２３]张若琳,连丽霞影响中国创意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分

析 [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２,４３
(１):１０５Ｇ１０９

[２４]林丰政,林芳宇创意生活产业下宜兰地区休闲农场竞

争力之研究 [J] (台湾)中山管理评论,２０ (４):

１１４５Ｇ１１７６
[２５]EIDENBERGER J,HAIDER S,OBERHUMER A,

etalCreativeindustriesindergemeindegaspoltshofen

eineregionalstudie [J]Schriftenreihe,２００６:３Ｇ５０
[２６]BELL D,JAYNE MThecreativecountryside:policy

andpracticeinthe UK ruralculturaleconomy [J]．

JournalofRuralStudies,２０１０,２６ (３):２０９Ｇ２１８
[２７]WHITEPCreativeindustriesinaruralregion:thecreＧ

ativesectorintheWesternRegionofIreland [J]．CreaＧ

tiveIndustriesJournal,２０１０,３ (１):７９Ｇ８８
[２８]MITCHELL M P,FISHERRAssessingtheimpactof

creativeindustriesonruralcommunitiesin Australia
[R]BritishAcademyofManagement２０１０

[２９]陈运贵乡村文化振兴的逻辑内涵探究 [J] 湖北经

济学 院 学 报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２０１９,１６ (１１):

１０５Ｇ１０７
[３０]索晓霞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土文化价值再认识 [J]

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１８ (１):４Ｇ１０
[３１]单福彬,李馨 创意农业中乡村文化资源开发的关键

问题分析 [J]北方园艺,２０１６ (８):１９８Ｇ２０２
[３２] 赵 红 梅, 李 庆 雷  回 望 “真 实 性 ”(authenticity)

(上)———一 个 旅 游 研 究 的 热 点 [J] 旅 游 学 刊,

２０１２,２７ (４):１１Ｇ２０

(责任编辑　杜　婧　张雪娇)

—５２—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1（总 4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