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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海洋牧场研究
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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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２０１８YFC１５０９００X),中国科学

院 “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西部青年学者”A 类项目 “西部环境

与发展智库平台建设” (Y７AX０１１００１),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能力建

设专项 “科技领域战略情报研究与决策咨询体系建设”(Y９２９０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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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王金平,山东德州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海洋情

报战略研究,EＧmail:wangjp＠llasaccn.

摘要:海洋牧场改变了以往单纯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渔业生产方式,是更加科学、
更加系统的海洋渔业工程,基本解决了环境与资源的和谐发展问题,是海洋渔业生产

方式的重大变革.本文基于 Webof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使用 TDA 对１９６８—

２０１９年全球海洋牧场研究的文献进行了分析,从文献发表年代、国际竞争力、研究热

点等方面,揭示了国际海洋牧场的研究现状与发展态势,最后基于研究结果得出对中

国海洋牧场研究与建设的启示.结果表明: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海洋牧场论文数量不断攀

升;从学科分布看,国际海洋牧场研究多为跨学科研究,其论文的学科分布较为集

中,主要分属于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海洋学４个重点

学科;在研究热点方面,水产养殖、海湾、人工鱼礁、资源增殖放流一直以来都是国

际海洋牧场研究的热点,未来１０年生态系统和栖息地恢复将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

关注.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在海洋牧场研究领域占据领军地位,中国在发文量上具有

一定的优势,但论文总体质量仍有待提高;从各国的学科分布看,海洋与淡水生物

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是发文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共同关注的重点学

科,但各国关注的程度各有不同,相比其他国家,中国的学科分布相对分散;在机构

层面上,海洋牧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机构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
关键词:海洋牧场;发展态势;文献计量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１

近年来,传统的海水养殖业作为食物供给的重

要来源,在为人类提供优质动物蛋白的同时,也产

生了一些负面影响,除了导致全球范围内渔业资源

衰退,使处于过度捕捞状态和完全开发状态的渔业

资源占比从１９７４年的１０％和５０１％增加到了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３１％ 和 ５２９％[１],还 带 来 了 海 水 富 营 养

化[２]、栖息地退化、物种减少、疾病大面积暴发、

海域生态系统崩溃[３]等一系列严峻问题.海洋牧场

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充分利用自然生产力,运用现

代工程技术和管理模式,通过生境修复和人工增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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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宜海域构建的兼具环境保护、资源养护和渔业

持续产出功能的生态系统[４Ｇ５].海洋牧场改变了以往

以单纯捕捞、设施养殖为主的渔业生产方式,是更

加科学、更加系统的海洋渔业工程,基本解决了环

境与资源的和谐发展问题,是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

重大变革.因而得到了广泛的重视[６Ｇ８],相关海洋牧

场的科学研究也日趋活跃,其论文数量不断增加.
文献计量分析方法基于文献事实,通过分析论

文的各项数量特征,研究文献信息的结构分布、数

量关系、变化规律等,可以有效确定不同时期内某

一领域的研究动态,评价和预测学科发展趋势,具

有全面、客观和定量的优势,已被广泛应用于多个

领域[９Ｇ１２].目前,对海洋牧场领域的研究进展多采

用传统的文献综述法[１３Ｇ１７],从文献计量视角切入的

分析报道较少.鉴于此,本文从文献信息学的角度,
应用 文 献 计 量 分 析 软 件 Thomson Data Analyze
(TDA),以海洋牧场研究文献为探讨对象,对 Web
ofScience(WOS)数据库中收录的研究海洋牧场的

相关文献进行定量分析,揭示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世界海

洋牧场研究的整体发展概况和分布特征,并通过海

洋牧场研究文献的对比分析,探讨海洋牧场研究的

学术动态与发展趋势.了解掌握目前世界海洋牧场

的研究状况,分析中国海洋牧场研究所处的国际地

位,以期为国内学者对海洋牧场进行深入研究提供

参考借鉴.

１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

本文以 ThomsonScientific (汤姆森科技信息集

团)基于 WEB开发的大型综合性引文索引数据库

(InstituteforScientificInformationWebofScience,简

称 WOS)TM核心合集数据库为数据源,采用主题检

索,以TS＝ (“marineranch∗ ”OR“coast∗ ranch∗ ”

OR“sea∗ ranch∗ ”OR “ocean∗ ranch∗ ”OR “ocean∗

pasture”OR“marinepasture”OR“pastureofsea”OR
“stockenhancement”OR“artificialoffisheryresources”

OR “enhancementoffisheryresources”OR “fisheries
resourcesproliferation”OR “proliferationfisheries”OR
“proliferationfishery”OR “cultivat∗ fishery”OR
“fisheryenhancementindustry”OR“artificialreef”OR
“artificialfishreef∗”OR((marineORseaORocean∗

ORcoast∗)AND (“habitatrestoration”))为检索

式,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主要利用美国

汤姆森公司旗下的 ThomsonDataAnalyzer数据分

析工具,从文献数量、研究机构、研究国家、重点

研究领域、研究热点等切入,对１９６８年以来国际海

洋牧场研究领域发表的SCI论文进行文献数据挖掘

和可视化分析,展示了国际海洋牧场领域的研究态

势,以期为相关研究人员提供海洋牧场研究领域的

学术动态,也为海洋牧场建设相关的决策者提供情

报参考.

２　国际海洋牧场研究论文的总体概况

２１　论文数量的变化趋势

通过对海洋 牧 场 相 关 论 文 进 行 统 计 后 发 现,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累计产出海洋牧场研究论文为２４２８
篇 (数据的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３日,由于数

据库的滞后性,２０１９年的数据并不完整).总体来

看,对国际海洋牧场的研究呈稳定增长态势,SCI
论文发文量以年均１０４２％的增幅持续增长,２０１８
年论文总量达到峰值,为１５７篇.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
世界海洋牧场SCI论文发文量的年均增长率略有下

降,为６５６％ (图１).

图１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海洋牧场研究论文的年度分布

根据论文发表量的变化,整个海洋牧场研究过

程可分为以下两个阶段:①初期发展阶段 (１９６８—

１９９６年).该阶段海洋牧场研究论文开始出现并平

稳发展,但 论 文 发 表 量 有 限.② 快 速 发 展 阶 段

(１９９７年至今).该阶段海洋牧场研究论文发表量快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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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增加,年均发文量超过１００篇,约为１９６８—１９９６
年年均论文发表量的１３倍 (图１).１９９７年前后,
受传统的海水养殖业带来的渔业资源衰退、栖息地

退化、物种减少、海洋生态系统崩溃等问题的困扰,
日本、韩国、中国等国家先后出台了 «日本海洋牧

场长远发展规划 (１９８０—１９８８)»«美国海洋战略发

展规划 (１９９５—２００５)» «澳大利亚海洋科技计划»
«日本海洋研究开发长期规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韩
国海洋牧场长期发展计划 (１９９８—２０３０)»«中国国

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建设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等

战略规划,这些战略计划可能是海洋牧场研究加速

发展的主要推动因素.

２２　学科分布

从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 WOS数据库收录的海洋牧场

研究论文的期刊所属学科看,海洋牧场研究主要涉

及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

学、海洋学、工程学、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水资源

学、动物学、地质学、多领域交叉科学、自然地理

学、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进化生物学、
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其中,海洋与淡水生物

学、渔业科学是海洋牧场研究中最热的学科领域.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海洋学也较热.仅分属于海洋

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海

洋学４个重点学科的期刊论文数量就已超过１００％,
这是因为海洋牧场研究论文多属于跨学科论文,按

照 WebofScience的期刊分类体系,跨学科论文主

要发表在隶属于多个学科的期刊上 (图２).

图２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海洋牧场研究的学科布局

注:百分比表示该学科的文献数在文献总数中的比例.

图３显示了２０００年以来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５
位的期刊所属学科的变化趋势.由图３可知,海

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一直以来都是人们关

注的热点学科领域.近年来,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研究论文的数量持续增加,预计未来１０年,该学

科将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海洋牧场研究的学

科布局呈现这种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如下:①日益

严重的海洋生态系统破坏问题逐渐引起了科学家的

关注.②得益于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发展,全

球性或区域性海洋生态环境监测网络日臻完善,为

环境科学与生态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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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０年以来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５位期刊所属学科的变化趋势

注:仅对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５位期刊所属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分析.

２３关键词分析

通过分析海洋牧场研究相关论文的关键词发现,
出 现 频 次 居 前 １０ 位 的 关 键 词 依 次 是:水 产 养

殖 (aquaculture)、 海 湾 (gulf)、 人 造 鱼 礁

(artificialreefs)、资源增殖放流 (stockenhanceＧ
ment)、海洋生态系统 (marineecosystem)、遗传

多样性 (geneticdiversity)、栖息地恢复 (habitat
restoration)、孵化培育 (hatcheryＧreared)、动物行

为 (animalbehavior)和微卫星 DNA 标记 (microＧ
satelliteDNA markers) (图４).其中,水产养殖、
海湾、人工鱼礁和资源增殖放流４个关键词的出现

频次在１５０次以上,是海洋牧场研究的热点,反映

了科学研究与主流社会海洋开发需求的契合.此外,
海洋生态系统、遗产多样性和栖息地恢复３个研究

点也较热.

图４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国际海洋牧场研究涉及的主要关键词及出现频次

由图５可见,水产养殖、人工鱼礁、海湾、资

源增殖放流一直是海洋牧场研究的热点,而海洋生

态系统和栖息地恢复近年来发展迅速,预计未来１０
年这两个研究点将越来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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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００年来海洋牧场研究前１０关键词的年度变化

注:圆圈中心的数字代表关键词出现的频次.

３　国际海洋牧场研究的主要国家

３１　发文情况

按照全部作者统计,１９６８年以来 WOS数据库

中关于海洋牧场研究发文量前１０位的国家及其论文

质量情况见表１.其中,美国发文量占据领军地位,
远超其他国家,高达８２０篇 (３３７７％);日本排名

第二位,其论文数量仅为美国的３４０２％;中国发

文量居第五位,共有１４０篇研究论文,约占全部论

文的５７７％ (表１).

表１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发文影响力统计

排序

order

国家

country

发文量 (篇)

numberofpapers
(articles)

占比 (％)

proportion
(％)

２０００—２０１８年年均

增长率 (％)

averageannual

growthrate (％)

总被引频次 (次)

totalcitation
frequency
(times)

篇均被引频次

(次/篇)

averagecitedfrequency
perpaper(times/article)

论文被引率 (％)

citationrate(％)

１ 美国 (USA) ８２０ ３３７７ ６３９ １５２７０ １８６２ ８６５９

２ 日本 (Japan) ２７９ １１４９ １２５ ３５３９ １２６８ ８０２９

３ 澳大利亚 (Australia) ２３８ ９８０ １４５３ ４０３９ １６９７ ９２０２

４ 英国 (England) １７７ ７２９ ６９２ ３５９０ ２０２８ ９３２２

５ 中国 (China) １４０ ５７７ １１４４ １９２４ １３７４ ６４２９

６ 挪威 (Norway) ８８ ３６２ －５９２ １４５４ １６５２ ９２０５

７ 加拿大 (Canada) ８５ ３５０ ９３５ ２１８３ ２５６８ ８９４１

８ 意大利 (Italy) ８２ ３３８ ６２９ １３４４ １６３９ ８５３７

９ 法国 (France) ７１ ２９２ １１４２ １１９９ １６８９ ８３１０

１０ 葡萄牙 (Portugal) ７０ ２８８ ８７２ ８８６ １２６６ ８４２９

平均 (average) ２０５ ８４４ ７０４ ３５４３ １７０４ ８５０６

在发文量前１０位的国家中,澳大利亚发文量的

年均增长率最高,达到了１４５３％,中国位列第二,
增速为１１４４％;从总被引频次看,美国、澳大利

亚、英国的论文总被引频次分别以１５２７０次、４０３９

次和３５９０次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法国和葡萄

牙总被引频次分别以１１９９次和８８６次位列第九和第

十;从篇均被引频次看,加拿大、英国、美国分别

以２５６８次/篇、２０２８次/篇和１８６２次/篇位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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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和第三,日本和葡萄牙篇均被引频次分别

以１２６８次/篇和１２６６次/篇位列第九和第十,加

拿大虽然总发文量仅８５篇,但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

接近中国的２倍,说明加拿大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

较高的影响力,备受其他研究者的关注;从被引率

看,英 国、 挪 威 和 澳 大 利 亚 分 别 以 ９３２２％、

９２０５％、９２０２％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日本和

中国被引率分别以８０２９％和６４２９％位列第九和第

十 (表１).
综上所述,在国家层面上,美国在海洋牧场研

究领域发表的论文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均占据领军

地位,中国的发文量居全球第五位,并且是论文发

表数量增长最快的３个国家之一,但从被引率和篇

均被引频次看,中国在前１０位国家中几乎垫底.这

从某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有很多研究工作的质量仍有

待提高.
从全球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位国家２０００年以来发

文量的动态变化看 (图６),２０００年以来,美国不仅

每年的论文发表量均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而且其发

文量呈持续增长趋势.澳大利亚和中国的论文发表

量分别于２００４和２０１１年前后有所增加.２０１３年以

前日本的论文发表量相对较多,２０１３年以后呈现减

少趋势.

图６　发文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２０００年以来发文量的动态变化

注:圆圈中心的数字代表发文量.

３２　国家合作情况

国际合作能够提高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被引频

次)[１９Ｇ２０],并且,合作国家越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力

越大[２１].政策层面,美国、英国、德国、芬兰、法

国、俄罗斯、日本、印度等很多国家均推出了国际

科研合作战略[２２],支持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

科学技术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教育部、
中国科学院等也发布了国际科研合作相关政策措施.
实践层面,各国也正在积极参与国际科研合作,提

高本国的竞争力和创新优势.从合作关系看,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中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合

作发文量较多,其中美国在国际合作中的表现尤为

突出,是全球海洋牧场研究合作网络的中心,其主

要合作对象包括日本、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
中国等.中国除了与美国合作紧密外,与加拿大

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合作也较为紧密 (图 ７,使用

VOSviewer软件作图,展示了合作发文量大于１５篇

的３０个国家的合作关系).

３３　学科分布

从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位的国家关注的学科看

(表２,以由高到低的词频顺序列出了各国家最关注

的前１０个学科领域),各国重点关注的学科各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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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国家间的合作关系网络

注:节点代表国家或机构,节点大小代表合作论文量多少,连线代表国家间或机构间合作,
连线粗细表示合作发文量多少.图８同.

同.中国最关注的１０个学科领域分别是海洋与淡水

生物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海洋学、
工程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材料科学、遗传

学、动物学和多领域交叉科学,各研究领域论文数

量在论文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２３２７％、１６３３％、

１５５１％、 １４２９％、 ９３９％、 ３６７％、 ３２７％、

２０４％、２０４％和１６３％.美国最关注的１０个学科

领域分别为渔业科学、海洋与淡水生物学、环境科

学与生态学、海洋学、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工程学、
地质学、动物学、自然地理和多领域交叉科学,各

研究领 域 论 文 数 量 在 论 文 总 量 中 的 占 比 分 别 为

２５３３％、２５１９％、２０１５％、１１４１％、３０８％、

２８７％、１９６％、１６８％、１６１％和１１９％.而澳

大利亚最关注的１０个学科领域分别是渔业科学、海

洋与淡水生物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海洋学、生

物多样性与保护、多领域交叉科学、水资源学、毒

理学、生物技术与应用微生物学和地质学,各研究

领域论文数量在论文总量中的占比分别为２９３８％、

２８４７％、 １４８１％、 １１３９％、 ２５１％、 ２０５％、

１５９％、１３７％、１１４％和０９１％.

表２　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的国家最关注的研究领域

排名 国家 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排名前１０研究

领域的占比

１ 美国

　Fisheries (２５３３％,Fisheries词频在总词频中的占比);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５１９％);

Environ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２０１５％);Oceanography (１１４１％);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３０８％); Engineering (２８７％); Geology (１９６％); Zoology (１６８％); Physical Geography
(１６１％);Science& TechnologyＧOtherTopics (１１９％)

９４４７％

２ 日本

　Fisheries (５１８８％);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３３１％);Oceanography (５７６％);EnvironＧ
mentalSciences & Ecology (５２６％);Engineering (３２６％);Zoology (１７５％);WaterResources
(１７５％); Biotechnology & Applied Microbiology (１５０％); Genetics & Heredity (１２５％);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０７５％)

９６４９％

３ 澳大利亚

　Fisheries (２９３８％);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８４７％);Environ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１４８１％);Oceanography (１１３９％);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２５１％);Science& TechnologyＧ
OtherTopics (２０５％);WaterResources (１５９％);Toxicology (１３７％);Biotechnology & Applied
Microbiology (１１４％);Geology (０９１％)

９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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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排名 国家 最受关注的研究领域
排名前１０研究

领域的占比

４ 英国

　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３０９１％);Fisheries (１８４８％);Environ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１７８８％); Oceanography (１５１５％);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３３３％); Water Resources
(３０３％);Engineering (２１２％);InternationalRelations (１８２％);Geology (１２１％);Science &
TechnologyＧOtherTopics (０９１％)

９４８５％

５ 中国

　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３２７％);Fisheries (１６３３％);Environ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１５５１％);Oceanography (１４２９％);Engineering (９３９％);Biochemistry & Molecular Biology
(３６７％);MaterialsScience (３２７％);Genetics& Heredity (２０４％);Zoology (２０４％);Science&
TechnologyＧOtherTopics (１６３％)

９１４３％

６ 挪威

　Fisheries (４３７１％);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８４８％);Oceanography (９２７％);EnvironＧ
mentalSciences & Ecology (５９６％);Science & TechnologyＧOther Topics (３３１％);Veterinary
Sciences (２６５％);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１９９％);Genetics & Heredity (１３２％);Zoology
(１３２％);EvolutionaryBiology (０６６％)

９８６８％

７ 加拿大

　Marine& FreshwaterBiology (２７４０％);Fisheries (２６０３％);Environ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２１２３％);Oceanography (５４８％);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３４２％);Genetics & Heredity
(２７４％);Zoology (２７４％);Science & TechnologyＧOther Topics (２０５％); Water Resources
(２０５％);EvolutionaryBiology (１３７％)

９４５２％

８ 意大利

Marine & FreshwaterBiology (３２６９％);Fisheries (１９８７％);Oceanography (１５３８％);EnvironＧ
mentalSciences & Ecology (１２８２％);Geology (３２１％);Science & TechnologyＧOther Topics
(２５６％);PhysicalGeography (２５６％);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１９２％);Zoology (１９２％);

Engineering (１９２％)

９４８７％

９ 法国

Marine & FreshwaterBiology (２８９１％);EnvironmentalSciences & Ecology (２２６６％);Fisheries
(１６４１％);Oceanography (１３２８％);Science& TechnologyＧOtherTopics (２３４％);Biodiversity &
Conservation (２３４％);Engineering (２３４％);EvolutionaryBiology (２３４％);Geology (１５６％);

PhysicalGeography (１５６％)

９３７５％

１０ 西班牙

Marine & FreshwaterBiology (３５９６％);Fisheries (１９１０％);Oceanography (１５７３％);EnvironＧ
mentalSciences& Ecology (１１２４％);Science& TechnologyＧOtherTopics (５６２％);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２２５％);Geology (２２５％);Engineering (１１２％); Water Resources (１１２％);

PhysicalGeography (１１２％)

９５５１％

４　国际海洋牧场研究的主要机构

４１　发文情况

按照全部作者统计,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国际海洋牧

场研究发文量排名前１５位的机构如表３所示.从国

家看,在海洋牧场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研究机构主

要来自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中国.在发文量占

比达到或超过１％的主要研究机构中,美国研究机

构有６所,分别为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佛

罗里达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美国国家海洋

渔业局、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和华盛顿大学,６所机

构合计发文量占比达９３１％;日本机构共３所,分

别为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京都大学和东京海洋

大学,合计发文量占比为５８５％.中国海洋大学和

中国科学院是２个入围的中国研究机构,合计发文

量占比为２６８％.就单独机构而言,日本水产综合

研究中心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是发文量超

过５０篇的２所机构 (占比２％以上).
从总被引频次看,在发文量排名前１５位的机构

中,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佛罗里达大

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分别以１２４６次、９０６
次、６９２次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澳大利亚斯蒂

芬斯港水产研究所和中国海洋大学的总被引频次分

别以２６６次和１３３次位列第九和第十;从篇均被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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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次看,美国华盛顿大学、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

理局 和 美 国 佛 罗 里 达 大 学 分 别 以 ２４００ 次/篇、

２３９６次/篇和２１０７次/篇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和中国海洋大学篇均被引频

次分别以１００５次/篇和３３３次/篇位列第九和第

十,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虽然仅发文２４篇,
但论文篇均被引频次却是中国海洋大学的６倍多,

这说明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的研究工作具有

较高影响力,备受其他研究者的关注;从被引率看,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和

欧 洲 海 洋 研 究 所 分 别 以 １００００％、９５３５％、

９４７４％位列第一、第二和第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海洋大学被引率分别以６５２２％和５８９７％位列第九

和第十 (表３).
表３　国际海洋牧场研究发文量排名前１５位的机构的发文影响力统计

排序

order

机构

institute

所属国家/
地区

country/

region

发文量 (篇)

numberofpapers
(articles)

占比 (％)

proportion(％)

总被引频次 (次)

totalcitation
frequency(times)

篇均被引频次

(次/篇)

averagecitedfrequency
perpaper(times/article)

论文被引率 (％)

citation
rate(％)

１ 日本水产综合研究中心 (FRC) 日本 ５５ ２２７ ５５３ １００５ ８７２７
２ 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NOAA) 美国 ５２ ２１４ １２４６ ２３９６ ７８８５
３ 京都大学 (KyotoUniversity) 日本 ４５ １８５ ６１３ １３６２ ８６６７
４ 新南威尔士大学 (UNSW) 澳大利亚 ４４ １８１ ６９２ １５７３ ９５３５
５ 佛罗里达大学 (UniversityofFlorida) 美国 ４３ １７７ ９０６ ２１０７ ９０４８
６ 东京海洋大学 (TUMSAT) 日本 ４２ １７３ ５４３ １２９３ ８３３３
７ 海洋研究所 (IMR) 欧洲 ４１ １６９ ６０５ １４７６ ９４７４
８ 中国海洋大学 (OUC) 中国 ４０ １６５ １３３ ３３３ ５８９７
９ 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 (LSU) 美国 ３９ １６１ ４９８ １２７７ ８８８９
１０ 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 (NMFS) 美国 ３４ １４０ ６４７ １９０３ １００００
１１ 得克萨斯农工大学 (TAMU) 美国 ３２ １３２ ６７０ ２０９４ ９０６３
１２ 华盛顿大学 (WashingtonUniversity) 美国 ２６ １０７ ６２４ ２４００ ８６９６
１３ 中国科学院 (CAS) 中国 ２５ １０３ ２８０ １１２０ ６５２２
１４ 斯蒂芬斯港水产研究所 (PSFI) 澳大利亚 ２５ １０３ ２６６ １０２３ ８８００
１５ 詹姆斯库克大学 (JCU) 澳大利亚 ２４ ０９９ ４９３ ２０５４ ９１６７

平均 (average) — ３８ １５６ ５８５ １５６１ ８５８０

　　综上所述,在机构层面上,美国国家海洋和大

气管理局、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

士大学表现突出,而入围全球发文量排名前１５位的

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２所中国机构在１５个机

构中几乎垫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机构有很

多研究工作的质量仍有待提高.

４２　机构合作情况

从合作关系看,美国机构是推动国际机构合作

的主力,国际合作非常普遍.对于中国、日本、澳

大利亚３国的机构,国内机构间合作较多,跨国机

构合作多与美国合作 (图８,使用 VOSviewer软件,
分析了合作发文量大于１８篇的３１个机构的合作关

系).因为国际合作能够提高科研成果的影响力,并

且,合作国家越多,科研成果的影响力越大,所以

建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对中国海洋牧场研究领域

国际合作的扶持力度.

５　对中国的启示

海洋牧场建设是海洋渔业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

因此,致力于海洋牧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已成为

主要海洋国家的战略选择,是世界发达国家渔业发

展的主攻方向之一,也是解决中国食物安全问题、
涵养海洋生物资源、修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最好途径.
国际海洋牧场建设已走过了约４个世纪的发展道路,
大致经历了探索期、雏形期、幼年期和快速发展期

４个阶段[２３].目前,国际海洋牧场处于快速发展期,
正在向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在国家层面已形

成技术保障下注重自然与资源养护功能的日本模式、
政府统筹下重点关注苗种培育和增养殖的韩国模式、
公民充分参与以游钓渔业为特色的美国模式等.未

来１０年,中国将迎来海洋牧场研究的快速发展期.
通过深入分析国际海洋牧场研究方向、国际竞争力、
重点研究领域及热点等,本研究对中国海洋牧场研

究与建设的启示如下.
(１)合理优化中国海洋牧场研究的学科布局.

海洋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环境科学与生态学

是论文数量排名前１０国家最为关注的３个研究领

域,但各个国家关注的程度各有不同.其中,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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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１９６８—２０１９年主要机构间的合作情况

和挪威这３个领域的研究在该国总研究中的占比超

过了８０％,相比之下,中国这３个领域的研究占比

最低,尚未达到６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的研究领域相对分散的现状.预计未来１０年,海洋

与淡水生物学、渔业科学两个学科领域将持续受到

关注,环境科学与生态学将成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学

科.因此,建议针对中国国情,合理优化中国海洋

牧场研究的学科领域布局.
(２)构建 较 为 完 备 的 科 技 支 撑 和 服 务 体 系.

①近年来中 国 海 洋 牧 场 研 究 发 展 迅 速,未 来 １０
年,中国将迎来海洋牧场研究的快速发展期.但

较之占据领军地位的美国而言,中国海洋牧场研

究工作的质量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建

议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大海洋牧场研究领域的研发

投入,组织科技力量,整合资源,对海洋牧场建

设中的关键研究问题和技术瓶颈开展联合攻关,
支持中国海洋牧场的快速发展.②中国的国内机

构间合作较多,跨国机构合作较少.因此,中国

宜加强国际合作,并通过海洋牧场专业人才培养

和引进,形成稳定、高效的海洋牧场研究和支撑

团队,提高中国海洋牧场建设方面的研发实力.

③较之政府管理机构和企业,高校研究成果的转

化率较低.而中国海洋牧场的科研力量主要集中

在高校.因此,建议通过构建 “民产学研”合作

机制,加快成果转化,因地制宜地促进中国海洋

牧场建设全面升级.

(３)加强海洋牧场监测.未来１０年,海洋生态

系统和栖息地恢复将受到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
但目前中国尚无统一的海洋牧场生态、环境及生物

资源监测评估方法.因此,建议中国建立海洋牧场

生态环境因子、生物资源信息实时监测网络,构建

长期海洋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评估体系,为中国

海洋生态系统保护、海洋牧场研究与建设、海洋牧

场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支持.

参考文献

[１]FAOTheStateofWorldFisheriesandAquaculture２０１８Ｇ

Meeting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EB/OL][２０１８Ｇ

１１Ｇ０９]http://wwwfaoorg/３/I９５４０EN/i９５４０en．pdf
[２]胡家文,姚维志养殖水体富营养化及其防治 [J] 水

利渔业,２００５,２５ (６):７４Ｇ７６
[３]蒲新明,傅明珠,王宗灵,等 海水养殖生态系统健康

综合 评 价:方 法 与 模 式 [J] 生 态 学 报,２０１２,３２
(１９):６２１０Ｇ６２２２

[４]地球科学部第２３０期双清论坛 “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与

发展”在舟山召开 [EB/OL] [２０１９Ｇ０４Ｇ１２]http://

wwwnsfcgovcn/publish/portal０/tab４３４/info７５７００htm
[５]杨红生,章守宇,张秀梅,等 中国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

的战略思考 [J]水产学报,２０１９,４３ (４):１２５５Ｇ１２６２
[６]陈力群,张朝晖,王宗灵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一种

模式———海洋牧场 [J]海岸工程,２００６,２５ (４):７１Ｇ７６

(下转第５８页)

—３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0郾02（总 490）



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
与幸福感

　倪超军１,２

(１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２石河子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石河子 ８３２０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Ｇ１０Ｇ２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疆少数民族农民工市民化

研究”(１６BMZ１１４).
作者简介:倪超军 (１９８１—),男,河北宁晋人,博士研究生,副

教授,研究方向:城市经济理论与政策,EＧmail:ncj１９９９＠１６３com.

摘要:本文基于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Ｇ２０１５)数据,运用有序 Probit模

型分析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验证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

感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研究表明,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
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以减缓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幸福感下

降,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促进居民的收入获得均等化和子女

教育机会均等化,有利于拓宽社会经济地位提升路径,增强社会流动性,提升居民幸

福感.
关键词:机会不均等;幸福感;社会公平;中介效应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２

１　引言

民之所望,政之所为.党的十九大报告中,２０３
次提到 “人民”,尤其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贯穿

于整个报告之中,这不仅凸显了党和国家为人民谋

福祉的奋斗目标,更加体现了人民群众对于幸福美

好 生 活 的 期 盼 与 渴 望. 根 据 世 界 价 值 观 调 查

(WVS)２０１３年的数据结果,被调查者中的８４５％
认为生活相当愉快和非常愉快,比２００７年提高了

７７个百分点,比１９９０年提高了１７９个百分点.另

据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２０１５),被调

查者中的７７５％认为自己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比

２０１０年提高了５２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人民的幸

福感得到了显著提高,并且对幸福的追求也成为人

民大众的重要生活目标.随着中国步入特色社会主

义新时代,特别是随着新矛盾的变化,如何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将

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发展目标.
不患寡而患不均.机会不均等是指由家庭背景、

性别、出生地等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平等[１],与之对

应的是机会均等概念,世界银行在２００６年给出了机

会均等的概念,即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因素在于

自身的努力程度和付出,而不应该是外在环境因素.
收入平等是收入分配的结果,而机会平等更多指的

是过程的均等.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机会

平等导向”的社会发展模式将是幸福感持续增长的

重要保障[２].有研究发现,机会不均等是收入差距

产生的根本原因[３],至少有２７％的收入差距是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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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等导致的[４],还有学者认为机会不均等占收入

不平等的比例高达３５％~４３％[５].近年来,中国机

会不均等的上升速度快于收入不平等的上升速度[６],
这足以说明中国机会不均等问题的严重性.阳义南

和章上峰[７]发现,收入不公平感上升１个等级,被

访者幸福感平均下降８４％.可见,机会不均等问

题已经成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因素.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要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

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

同富裕.”因此,如何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促进社

会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有更多获得感,是当前政

界、学术界和普通大众面临的重要课题.
不患寡而患不均,更患不公.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呈现出中高速增长态势,不仅人民的物质生活

得到了长足发展,而且还激发了人们对于公平正义的

追求.目前,居民对于社会公平观念的转变,正在由

“不患寡、患不均”向 “不患寡、患不均,更患不公”
转变.而这种正义信念,不能仅依赖于阶级 (即结

构)层面上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地位,而必须与跨越

阶级、地域、性别等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８].由于深

受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中国人习惯将个

人的成功归因于个人的坚持、努力和能力,而不是外

部环境和因素.假如一个人已经非常努力依然无法成

功,可能会将失败归为制度、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
那自然会对社会公平正义发起挑战,严重的甚至会酿

成重大社会事件.在个人面对威胁和不公正时,正义

可以提高个人幸福[９].有学者发现,居民获取收入的

机会公平性在下降,收入分配形势比较严峻、不容乐

观[１０].由此判断,促进社会公平,可以缓解机会不均

等,可以增进民生福祉.
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在现有

文献基础上,验证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特别是构建了代际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并验证了其

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进一步考虑城乡和职业等方面

的异质性,分别对不同职业群体以及城乡居民机会不

均等对其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进行考察.二是运用中介

效应模型分析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

中的中介机制.无论是方法应用,还是研究结论,都

对更好地促进机会均等化和进一步理解中国居民幸福

感的内在机制有一定的启示.

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

影响这一核心问题,深入研究收入获得机会、子女

受教育机会和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

的内在机制.同时,基于社会公平视角,将其纳入

上述分析框架,验证促进社会公平是否可以 “减缓”
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感的负向作用,是否存在一定的

中介效应.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提高居民幸

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２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对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

福感的内在机制开展了大量研究.机会不均等可能是

影响居民幸福感更为基本和重要的因素[１１].人们对于

不平等的感知,更多来自地位的不平等性,关心的首

要利益不是结果,而是机会和过程的公平性[１２].也就

是说机会的公平获取才是真正的公平所在[１３],这种公

平与否不仅影响个人的努力程度,而且还影响其最终

能达到的幸福水平[１].学术界已有大量研究证实机会

不均等对幸福感有负向影响[１４Ｇ１６],特别是对低收入者

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损害更为严重[１７].
学者在研究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中,

提出了相对剥夺理论和隧道效应理论.相对剥夺理

论认为,当个人将自己的处境与其参照群体中的人

相比较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就会觉得自己受到

了剥夺.并且这种剥夺不是与某一绝对或永恒的标

准相比,而是与某一变量 (其他人或其他群体或自

己的过去)相比,因此这种剥夺是相对的[１８].这种

相对剥夺感,会让感知者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平等的

对待,自身的福利受损,由此产生机会不均等认知,
会降低其幸福感.隧道效应最早由 Hirschman和

Rothschild[１９]提出,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不

平等程度的忍耐力较高的现象.他们把这种由于其

他人的经济条件改善而导致个人效用增加 (以及会

更大地对更高的不平等程度的忍耐)称为隧道效应.
隧道效应分为正向隧道效应和负向隧道效应.其中,
正向隧道效应是指收入差距扩大往往能够带来更为

乐观的收入预期,从而提高幸福感.而正向隧道效

应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机会均等,即居民拥有均等的

机会去追求财富及其他个人目标.负向隧道效应则

相反,是指收入差距扩大会引起其不悦或嫉妒,降

低其幸福感.也就是说,适当的不均等对幸福感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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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正向影响也存在负向影响,最终的结果取决于

二者的平衡.
可以看到,以上理论均把机会不均等、社会公

平与否纳入研究幸福感的框架之中,将其作为重要

的分析变量.相对剥夺理论和负向隧道效应说明了

收入 (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正向隧

道效应说明了其正向影响.如果一个人即使非常努

力而依然不成功,则会将不成功归因于不公平的外

部环境和制度,认为自己处于不均等、不平等的环

境之中,正向隧道效应就会弱一些,相对剥夺效应

和负向隧道效应两种作用机制带来的负向影响就会

更强,幸福感下降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因此,本文

提出第１个假设:
假设１: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负

向影响.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中,有两个方面值得关

注.一方面是公平正义对幸福感的影响方面.这方

面的观点较为一致,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机会获取的公平对于公民评价社会公平程度以及公

民生活满意度有更为显著的作用[２０].个人幸福和相

信正义的倾向之间存在着积极联系[２１],公平感知与

平等收入 (主观幸福感)需求之间存在较强的负

(正)关联性[２２].主观社会公平显著提高幸福感[２３],
对幸福感的影响日益重要,其作用已经超过收入和

社会地位的影响[２４].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将分配

正义概念引入研究框架中,探讨其在收入不平等与

幸福感之间的作用.Oshio和 Kobayashi[２５]研究发

现,收入不平等将会影响人们普遍的分配正义信念,
进而降低他们的幸福感.分配正义信念与个体幸福

感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２６].对于中国来说,也得到

类似结论,分配正义信念可以缓解收入不平等对幸

福感的负面影响[２７].孙计领[２８]、马万超等[２]研究发

现分配公平感在收入差距和幸福感的关系中具有重

要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因此,本文提出第２个

假设:
假设２:社会公平会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并在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感的影响中具有一

定的中介效应.
由于历史、制度、政策等多重原因影响,中国

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由此导致了

教育、就业、收入等多维的机会不均等现象,如不

同职业和城乡之间的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发展机会

不均等和收入获得不均等等.个人在面临不利外部

环境时如何选择,固然取决于个人的性格和意志,
但更重要的是,还取决于整个社会是否为个人通过

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提供了畅通的渠道[５].而这个渠

道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应该是均等的.但现实来看,
这个渠道尚有 “不畅”的情况,特别是对于低收入、
农民和无业者等弱势群体来说.宋扬[４]认为劳动力

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是影

响中国机会不均等的３个渠道.也就是说, “出身”
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机会

不均等感知、社会公平感知均有所不同,对于幸福

感的影响自然也有所差异.基于这一认识,本文提

出第３个假说:
假设３:不同职业以及城乡居民的机会不均等、

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

３　实证策略

３１　数据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中国综合社会调

查 (CGSS２０１５)和２０１６年国家统计年鉴.CGSS
２０１５根据多阶分层概率抽样的方法选取样本,对选

中的家庭采用 KISH 随机抽样表从１８岁以上的成员

中选取一位进行访问.CGSS２０１５的原始数据共有

１０９６８个样本,覆盖全国２８个省 (市、自治区),
本文剔除了拒绝回答、不知道、不适用缺失值后,
有效样本为９８３５个.

３２　变量选取

３２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根据大多数文献的做法,选取主观幸福感

衡量居民幸福感.CGSS２０１５中询问了被访者 “总
的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幸福”,选项分为１非

常不幸福、２比较不幸福、３说不上幸福不幸福、４
比较幸福、５非常幸福.

３２２　核心解释变量

(１)机会不均等.本文借鉴何立新和潘春阳[１１]

的研究,采用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衡量当前社会的

机会不均等程度.问卷中,分别基于收入获取机会

(IE)、子女受教育机会 (EEO)和代际流动机会

(ES)３个问题反映居民对当前社会机会不均等程度

的主观感知.这３个问题分别是:①现在有的人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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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钱多,有的人挣的钱少,但这是公平的.②只要

孩子够努力、够聪明,都能有同样的升学机会.③
在我们这个社会,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与其他人的后

代一样,能有同样多的机会成为有钱、有地位的人.
分别选择非常同意＝１、同意＝２、无所谓＝３、不同

意＝４、非常不同意＝５.因此,本文根据公式IP＝
IE＋EEO＋ES－３( )/１２构造居民机会不均等感知指

数,该指数取值０~１,取值越大则表示居民对于机

会不均等程度的感知越高.
上述３个问题中,分别涉及自身收入获取机会

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子女社会流动机

会不均等的考察.本文将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

子女社会流动机会不均等统称为代际机会不均等,
并根据公式IUO＝ EEO＋ES－２( )/８构建代际机会

不均等感知指数.
(２)社会公平.本文选取居民对社会公平的认

知衡量社会公平情况.变量 “社会公平认知”是连

续变量,取值１~５,分别表示受访者在回答 “总的

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公不公平?”时选择完全不

公平、比较不公平、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

３２３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个人、家庭和地区３个层次的控制变

量,以控制个人、家庭和地区等因素的影响.个人

层面,选取年龄、年龄平方/１００、性别、婚姻、受

教育水平、民族、健康水平等变量.家庭层面,选

取家庭经济状况、与同龄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
与３年前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１４岁时的社会经

济地位等变量.地区层面,选 取 地 区 人 均 GDP、
城镇化率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等变量,其中人均

GDP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取对数.同时,设置了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４个地

区 的 虚 拟 变 量,控 制 地 区 固 定 效 应. 具 体 见

表１.　

表１　描述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bs

幸福感 ３８７２ ０８１６ １ ５ ９８３５

机会不均等 ０３５１ ０１９５ ０ １ ９８３５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２５０４ １０３８ １ ５ ９８３５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２１９６ ０９３５ １ ５ ９８３５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２４８１ １０６６ １ ５ ９８３５

社会公平 ２９８５ １３０５ １ ５ ９８３５

年龄 ５０４１２ １６６９３ １８ ９４ ９８３５

年龄平方/１００ ２８３２７ １６８３８ ３２４ ８８３６ ９８３５

性别 ０４７４ ０４９９ ０ １ ９８３５

婚姻 ０７８２ ０４１３ ０ １ ９８３５

受教育水平 ４８３８ ３０３９ １ １３ ９８３５

民族 ０９２４ ０２６５ ０ １ ９８３５

健康水平 ３６１５ １０７５ １ ５ ９８３５

家庭经济状况 ２６６１ ０７１４ １ ５ ９８３５

与同龄人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 ２２８４ ０５４８ １ ３ ９８３５

与３年前相比的社会经济地位 １７５５ ０６２４ １ ３ ９８３５

１４岁时的社会经济地位 ３１２２ １７６３ １ １０ ９８３５

ln人均 GDP １０８５７ ０３９４ １０１７２ １１５９０ ９８３５

ln人均社会保障支出 ７２４４ ０３６２ ６７９２ ８０７９ ９８３５

城镇化率 ５８９７８ １２２４５ ４２０１ ８７６ ９８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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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Obs

东部地区 ０３５３ ０４７８ ０ １ ９８３５

中部地区 ０２６４ ０４４１ ０ １ ９８３５

西部地区 ０２４６ ０４３１ ０ １ ９８３５

东北地区 ０１３７ ０３４４ ０ １ ９８３５

　　注:根据Stata软件整理所得.

３３　模型构建

为验证假设１,本文运用有序 Probit模型分析

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设置如下模型,
见式 (１):

Happyi＝β０＋β１IPi＋β２Zi＋εi (１)
并在此基础上加入社会公平变量,构建模型,

见式 (２):

Happyi＝β０＋β１IPi＋β２SJi＋β３Zi＋εi

(２)
其中,Happyi 表示第i 个居民的幸福感;IPi

表示第i个居民的机会不均等,其中包括收入获取

机会、子女受教育机会、代际流动机会;SJi 表示第

i个居民的社会公平认知;Zi 为控制变量.β０ 为常

数项,β１、β２、β３ 为待估参数,εi 为误差项.

４结果分析

４１　基准回归

表２中模型 (１)~模型 (７)的估计结果表明,
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第一,模

型 (１)表示在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居民幸福感

对机会不均等的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机会不均

等在１％显著性水平下对居民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与假设１相符.第二,模型 (２)在模型 (１)中加入

控制变量,估计结果表明,机会不均等依然对居民幸

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说明居民的机会不均等感知指

数越高,其幸福感就越低.第三,模型 (３)的估计

结果表明,代际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负向

影响.也就是说,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和代际流动机会

不均等感知指数越高,居民的幸福感就越低.第四,
模型 (４)~模型 (６)分别是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居

民幸福感的估计结果.估计结果表明,收入获取机

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会

不均等均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负向影响.模型 (７)
的结果进一步说明,居民最关心自身的收入获取机

会不均等,其次关注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

流动机会不均等.收入依然是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首

要因素,居民比较关注自身是否可以获得均等的收

入机会,是否可以按照自身的能力和努力获取合理

的收入.同时,居民还比较关注子女的受教育机会

不均等和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机会不均等问题,即

代际机会不均等.居民更希望子女拥有均等的接受

更好教育的机会,从而拥有一份稳定且收入较高的

工作,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

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机会不均等
－０１７９∗∗∗

(００２１)
－０１５９∗∗∗

(００１７)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４)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３)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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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模型 (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伪R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９３３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９００ ００９０４ ００９３７

样本数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系数为基于非常幸福的边际效应,括号内数字为聚类到城市的稳健标准

误.限于篇幅,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未列出.表３、表４和表６同.

４２　中介效应判断及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验证假设

２,本文借鉴温忠麟等[２９]的做法,采用中介效应方

法检验机会不均等通过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的影

响机制.用以下回归方程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

Happyi＝c０＋c１IPi＋c２Zi＋εi (３)

SJi＝a０＋a１IPi＋a２Zi＋δi (４)

Happyi＝b０＋b１SJi＋b２IPi＋b３Zi＋μi

(５)
其中,c０、a０、b０为常数项,c１、a１、b１、c２、

a２、b２为待估参数,εi、δi、μi为误差项.式 (３)
中的系数c１表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总效应;式 (４)
中的系数a１表示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效应;式 (５)
中的系数b１是在控制自变量的影响之后,中介变量

对因变量的效应,系数b２是在控制了中介变量的影

响之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系数乘积

a１b１称为中介效应.本文将采取a１b１/c１ (表示中介

效应与总效应之比)作为中介效应的效果值.

４２１　中介效应判断

表３中模型 (１)~模型 (５)是在表 ２ 模型

(２)~模型 (６)的基础上,加入社会公平变量的回

归结果.第一,模型 (１)和模型 (２)的估计结果

表明,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都对居民幸福

感有显著负向影响,但系数有所减小,说明加入社

会公平变量后,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都对

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有所减缓,可以证实社会公平在

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具

有一定的中介作用.第二,社会公平在１％显著性

水平下对居民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与假设２相符.
说明社会公平感知越强,其幸福感就越强.第三,
模型 (３)~模型 (５)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公平

在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起着中介作

用,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推断.第四,模型 (６)的

估计结果表明,加入社会公平变量后,收入获取机

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会

不均等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系数变小,依然对

自身收入、子女的教育机会不均等更为关注.根据

上述分析,可以推断,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 (收
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子女

社会经济地位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具有

一定的中介作用.

表３　中介效应判断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社会公平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０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

机会不均等
－０１１３∗∗∗

(００１６)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０８６∗∗∗

(００１４)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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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伪R２ ０１１１４ ０１１０６ ０１１０２ ０１１０１ ０１１００ ０１１１４

样本数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４２２　中介效应验证

为验证此推断,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机

会不均等通过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中介效

应.本文选取依次检验法验证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

等影响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２９].第一,以居民幸福

感对机会不均等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系数c１ [表２
模型 (２)~模型 (６)],结果发现估计系数c１显

著.第二,以居民幸福感对社会公平和机会不均等

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系数b１和b２,结果发现估计系

数b１和b２显著 [表３模型 (１)~模型 (５)].第

三,以社会公平对机会不均等 (代际机会不均等、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

际流动机会不均等)进行回归,得到估计系数a１,
结果发现估计系数a１显著 [表４模型 (１)~模型

(５)].因此,符合依次检验法的判断标准.依次检

验法的估计结果表明,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

居民幸福感中具有中介效应.

表４　社会公平对机会不均等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机会不均等
－００７２∗∗∗

(０００８)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６)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伪R２ ００４１２ ００３３８ ００４４９ ００３１０ ００３３６

样本数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表５结果显示,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居

民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效果值为－８２３６％,在代际

机会不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的中介效应效果值为

－４７１３％,说明社会公平可以降低机会不均等或代

际机会不均等对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具有一定的中

介效应.同样,社会公平在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机会不

均等影响居民幸福感中均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说

明社会公平可以不同程度降低这３种机会不均等对

居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社会公平有利

于促进收入机会均等、教育机会均等和社会经济地

位机会均等,降低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提高幸福

感.总之,社会公平在机会不均等影响幸福感中具

有一定的中介效应.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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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社会公平的中介效应效果

变量 中介效应 总效应 中介效应占比 (％)

机会不均等 ０５６５ －０６８６ －８２３６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２３０ －０４８８ －４７１３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６ －０１１３ －１４１６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８ －００９３ －８６０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８ －００８７ －９２０

　　注:中介效应根据表２、表３和表４的回归系数计算所得;中介

效应的负值表示社会公平可以减缓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负向

作用.

４３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尝试使

用新的估计方法、改变被解释变量取值、增加新的

控制变量等方法,对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一,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估计

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验证.表６中模型 (１)的估

计结果,与表２中模型 (１)的基准回归结果较为一

致.第二,本文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

上幸福不幸福归为不幸福,取值为０,将比较幸福

和非常幸福归为幸福,取值为１,运用 Probit模型

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模型 (２),结果依然稳健.
第三,本文在保留年龄、性别、婚姻的基础上,增

加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单位类型等新的

控制变量,模型 (３)和模型 (４)的估计结果同样

具有稳定的显著性.总之,模型估计结果稳健可信.

表６　稳健性检验

自变量
OLS Probit OrderProbit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机会不均等
－０２７４∗∗∗

(００４５)
－０１０１∗∗∗

(００２０)
－０１０６∗∗∗

(００１９)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０８４∗∗∗

(００１５)

社会公平
０１２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伪R２或调整R２ ０２３１３ ０１８３４ ０１０３６ ０１１４２

样本数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６７８０ ６７８０

４４　内生性问题讨论

由于本文涉及的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幸福

感等主要被解释及解释变量均为主观变量,这些变

量均为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判断,很可能存在一些不

可观测变量 (如个人性格)同时对上述主观变量产

生影响,这便产生了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马万超

等[２]的处理方法,根据 CGSS问卷中的区县代码,
计算所调查区县的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社会公平

感知和幸福感的均值,以此代替各变量个体层面的

数值,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居民个体特征导致的

内生性问题.根据表７中模型 (１)和模型 (２)可

以发现,机会不均等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区县层

面的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有

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１.社会公

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对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验证了假设２.表７中的模型 (３)和模型 (４)分别

是区县城市和农村样本下,机会不均等、社会公平

对幸福感的估计结果,其系数和显著性也没有明显

变化,假说１和假设２依然成立.

表７　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

自变量
区县层面 区县城市样本 区县农村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机会不均等
－０４８８∗∗∗

(００３５)
－０３６２∗∗∗

(００３７)
－０３３０∗∗∗

(００５０)
－０４０６∗∗∗

(００５１)

社会公平
００９６∗∗∗

(０００７)
０１１２∗∗∗

(００１０)
０７３０∗∗∗

(０００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R２ ０４８６６ ０５０６０ ０５５５１ ０４６２６

样本数 ９８３５ ９８３５ ５７５８ ４０７７

　　注:系数为回归系数,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估计方法为

OLS.表８同.

５　进一步讨论

５１　基于城乡分样本的分析

表８中的模型 (１)~模型 (６)报告了城市和

农村分样本下的估计结果.第一,城市和农村分样

本下,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均对居民幸福

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且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进一步

看,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机会不均等对农村居民幸福

感的负向影响更为强烈,对农村居民损害更大.第

二,城市样本下,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代际流动

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子女受

教育机会不均等影响不显著.农村样本下,收入获

取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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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影响不显

著.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更加关注代际流动机会和

收入获取机会的均等化,农村居民则是更加关注子

女受教育机会和收入获取机会的均等化.同时,也

反映出,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损害了农村居民和城

市居民的幸福感,并且农村居民感知到的损害更大.
对于农村居民来说,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对其幸

福感的影响最大.第三,社会公平对城市和农村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均显著为正,但农村居民的社会公

平对其幸福感影响更大.说明促进社会公平,更利

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总之,无论是从机

会不均等看,还是代际机会不均等看,对于农村居

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均比较明显,给他们的福利带

来了一定的损失.而社会公平则有利于提高他们的

幸福感.农村居民格外关注其子女的受教育机会不

均等问题,一方面,说明农村居民期盼更加公平的

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也凸显农村教育资源供给不

足和质量不高等问题.

表８　分城乡样本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城市样本 农村样本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机会不均等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８)
－０１３３∗∗∗

(００２５)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０７４∗∗∗

(００１６)
－０１０７∗∗∗

(００２２)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６)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社会公平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伪R２ ０１０９８ ０１０９１ ０１０９９ ０１１６７ ０１１５９ ０１１７２

样本数 ５７５８ ５７５８ ５７５８ ４０７７ ４０７７ ４０７７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正好为１０％.

５１基于非农工作者、农业工作者 (无业者)分样

本的分析

表９中的模型 (１)~模型 (６)报告了不同职

业样本下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第一,机会不均

等、代际机会不均等对非农工作者、农业工作者

(无业者)的幸福感影响显著为负,社会公平的影

响显著为正,其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第

二,机会不均等、代际机会不均等对农业工作者

(无业者)的幸福感影响更加明显,对其幸福感的

损害更大.第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收入获

取机会不均等对非农工作者的幸福感影响显著为

负,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影响不显著.而收入获取

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

会不均等均对农业工作者 (无业者)的幸福感影响

显著为负,并且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影响最大.非

农工作者更加关注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农业工

作者/无业者群体更加关注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这种差别显示出,不同职业群体对于机会不均等的

不同偏好.对于非农工作者来说,寻求的是更优质

的教育资源.而农民或无业者更希望拥有更加公平

的收入获得机会,寻求更高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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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2（总 490）



表９　分职业样本的回归结果

自变量
非农工作者 农业工作者/无业者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模型 (４) 模型 (５) 模型 (６)

机会不均等
－０１０５∗∗∗

(００２２)
－０１１９∗∗∗

(００２２)

代际机会不均等
－００８２∗∗∗

(００１７)
－００９１∗∗∗

(００２０)

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子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５)

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４)

社会公平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４∗∗∗

(０００３)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Prob＞chi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伪R２ ０１０６４ ０１０５８ ０１０６５ ０１１９７ ０１１８９ ０１１９８

样本数 ３６８５ ３６８５ ３６８５ ６１５０ ６１５０ ６１５０

　　注:∗、∗∗、∗∗∗分别表示变量在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６　结论与思考

本文运用CGSS２０１５数据,采用有序Probit模

型研究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将社会

公平纳入分析框架,进一步验证社会公平对居民幸

福感的中介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机会不均等均对居民

幸福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无论是对居民总体,还

是城乡和不同职业,均得到一致结论.进一步看,
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机会不均等对农村居民、农业工

作者和无业者的幸福感损害更大,有较大影响.
第二,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子女受教育机会

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都对居民幸福感有显

著负向影响,并且存在一定差异.收入获取机会不

均等对农民和无业者的幸福感损害较大.子女受教

育机会不均等对农民、非农工作者的幸福感损害较

大.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对城市居民、农业工作者

和无业者的幸福感损害较大.
第三,社会公平对居民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可以降低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对幸福感的负向影

响,具有一定的中介效应.社会公平的这种中介效应

同样在代际机会不均等以及收入获取机会不均等、子

女受教育机会不均等和代际流动机会不均等影响中

存在.
本文一方面证实了机会不均等对居民幸福感具

有负向影响,会损害居民的福利水平,另一方面,
还进一步发现社会公平不仅可以提高居民幸福感,
还可以起到一定的中介效应,减少机会不均等对居

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由此可见,营造公平公正的

环境,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平公正的制度建设和政策

保障,对于提高居民幸福感乃至福祉尤为重要,特

别是对于农民、无业者等弱势群体.进一步建立健

全公平公正的教育、就业、收入等政策体系,促进

城乡居民的教育公平、就业机会均等和收入公正.
重点提高农村基础教育水平,促进城乡教育机会均

等化,加大农村地区教育投入,改善农村教育教学

条件,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优先在农

村地区普及高中教育.促进就业机会均等化,有序

开展农村富余劳动力、农业流动人口、进城务工人

员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其就业能力和水平,缩小城

乡、职业收入差距.重点关注农民以及失业者等弱

势群体,做好社会保障兜底工作,保障其基本权益.
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影响社会流动性的制度

障碍,促进社会的有效流动,保持较高的社会流动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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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促进代际流动机会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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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契约农业产生背景、
历史演进与现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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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契约农业从产生至今已有４０余年,在中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民间组织

发展和政策环境影响下,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和调整优化４个阶段,各阶段

契约农业发展具有突出的时代特征,现阶段多种契约农业模式共存,各类契约农业模

式可以归纳为４类: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以及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与此同时,国际契约农业可以归纳为欧美契约农业模式和东

亚契约农业模式两类,两类契约农业模式各具特色也存在发展成功的共性.中国未来

契约农业发展要充分总结各历史阶段的发展经验,结合自身农业发展特征,借鉴国际

契约农业先进理念,发挥自身比较优势,走出符合中国国情的契约农业道路.
关键词:中国契约农业;产生背景;历史演进;现行模式;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３

１　引言

１９７８年以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

的农村改革拉开序幕.在当时的社会约束条件下,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
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提高,
剩余农产品增多,农村市场得到恢复和发展.然而,
两项改革的深化凸显出了一些新的矛盾,小农户作

为农业生产的基本组织单元并不能撑起日益放大的

农副产品市场化的发展,传统的流通方式也不能适

应农产品市场化需求.小规模、分散化经营的小农

户与瞬息万变的大市场之间需要更为有效的联结机

制,在此基础上契约农业应运而生.契约农业,是

指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民与企业或中介组织签订

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定双方权利、义务、责任的合同,

农民根据合同进行农业生产,企业或中介组织按合

同收 购、加 工 农 民 生 产 农 产 品 的 一 种 农 业 经 营

方式[１Ｇ２].
从中国契约农业经验实践看,契约农业是农业

产业化的伴生现象,其产生的基础是农户家庭的分

散经营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目前契约农业已成为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经营方式,根据２０１８年农业

农村部的调查资料,截至２０１６年年底,一体化农民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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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达到１７９４万家,入社农户占全国农户总数

的４４４％,成为带动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

“强力引擎”.全国农业产业化组织超过４１万个,辐

射带动的种植业生产基地约占全国农作物播种面积

的６０％,带动畜禽饲养量占全国的２/３以上;其中,
各类龙头企业超过１３万家,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重

要力量.即便如此,对于中国而言,契约农业的发

展仍然面临诸多困难,在此背景下政府对契约农业

的渐次推进是中国将高度分散的小农户纳入整个社

会经济运营体系的基本手段,也是中国农业市场化

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契约农业从起源到现在已近

４０年,在这期间中国农村制度、市场流通体制、民

间组织以及 “三农”政策都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发展,
从而使得每个阶段中国契约农业发展都具有该时代

的特色.
虽然已有大量文献从多个维度对中国契约农业

展开了讨论,但是鲜少有文献结合中国时代发展特

征对中国契约农业的产生和历史演进进行系统分析,
然而对这类问题的梳理分析可以为中国现行契约农

业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推进契约农业和农业现代

化发展进程.此外,对国际契约农业发展模式的梳

理与总结也有利于未来中国契约农业的健康发展.
因此,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不同时代

的发展特点,从中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民间组织

发展和政策环境出发,按照契约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对中国契约农业的产生背景、历史演进以及现行模

式进行了梳理归纳;同时总结了发达国家契约农业

发展模式;最后结合中国契约农业历史演进与国际

契约农业发展模式经验对未来中国契约农业发展提

出了意见和建议.

２　中国契约农业产生背景与历史演进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中国农业模式

自古以来就是典型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的小农经

济.新中国成立后,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农业走

上了计划经济的道路.然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

体经营模式,由于片面强调集体劳动和平均分配,
再加上以粮为纲、限制副业的政策,严重束缚和抑

制了农民的主体性与生产积极性,使得农业劳动生

产率低下、农产品严重短缺.为了改变这一现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废除

了人民公社制度,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

导入市场机制,逐步由国家定价过渡到市场定价[３].
在当时的社会约束条件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

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它突破了 “一大二公”“大锅饭”的旧体制,激发了

农户生产积极性,但同时也暴露出 “小农户”和

“大市场”之间的内生矛盾,制约了农民增收、农业

健康发展进程.如何让分散的小农户顺利进入市场,
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农业产业化的口号被

喊响,而契约农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伴生现象也即

将应运而生.
中国契约农业在中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民间

组织发展和政策环境等中国时代特征因素影响下,
经历了萌芽阶段、起步阶段、快速发展阶段以及调

整优化阶段,逐渐形成多种契约农业模式 (图１).
具体分析如下.

２１　中国契约农业的产生以及萌芽阶段 (１９７８—

１９８４年)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年,中国农业经济领域启动了两项

重要的改革,一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二是

推进农副产品市场化的改革.政府对这两项重要改

革的具体推动进程为: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

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

的决定 (草案)»,明确提出 “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

况的农业现代化道路”.１９７９年通过的 «中共中央

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鼓励多种经

营,成立专业组或专业队,分不同情况,予以低税

或免税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开始调整统购统销制

度,探索并酝酿农村市场化改革.１９８２年中央１号

文件指出,必须多方设法疏通和开辟流通渠道,国

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要充分利用现有经营机构,开

展产品推销工作,有计划地发展社队集体商业,如

联合供销经理部、农工商联合企业等,各级政府和

商业部门要支持和指导社队发展.１９８３年中央１号

文件指出,要减少统派购农产品品种,并首次规定

农民可以自主经营,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从事农

产品购销业务;同年,国务院颁布的 “大中城市逐

步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第２１号文件,开始有计

划地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定了农户的微观主体地

位,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生产积极性;统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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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销制度的调整以及农村市场化改革的探索,使农

村市场得到恢复和发展,大部分农副产品实现了市场

交换,具体表现为:①截至１９８４年年底,统派购品

种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８３种减少到３８种.②批发市场的

数量从１９８３年的２００个发展到１９８４年的１０００个.

③原有的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独家经营的局面被

打破,市场主体重新构造.

图１　中国契约农业历史演进路径

　　在政府扶持推动下,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有效

提高,促进了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剩余农产品增

多,农村市场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小规模、分散

化经营的小农户与瞬息万变的大市场之间却缺乏有

效的联结机制.因此随着两项改革的推进, “小农

户”和 “大市场”的矛盾开始出现,如何能够将众

多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进入市场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发展新的农村经济市场组织形态迫在眉睫[４Ｇ６].可以

看出,这一阶段为农业产业化以及契约农业的产生

提供了先决条件.

２２中国契约农业起步阶段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

１９８５—１９９３年,在市场改革进一步深入、农民

合作组织初现以及龙头企业自我摸索的背景下,中

国初步形成了以城乡集贸市场为基础,以批发市场

为核心,以期货市场为补充的全国性、区域性的农

产品市场体系.政府在推进进程的几个关键节点为:

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 «关于进一步活跃农

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加快农产品收购制度改

革,取消粮食、棉花统购,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

购相结合的 “双轨制”,并逐步放开农产品市场价

格,鼓励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积极发展乡镇企业.

１９８７年中共中央发出 «把农村改革引向深入»的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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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提出继续改革统派购制度,扩大农产品市场,
搞活农村金融,开拓生产要素市场.１９９０年,国家

筹建粮食储备局,建立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制度和

粮食专向储备制度,这是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向市场

化方向跨出的实质性一步.１９９３年第八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业法»,该法第四章对农产品流通做出了详

细的规定,标志着农村市场化建设步入法制轨道.

１９９３年,国内首家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正式

推出标准化期货合约交易.
与市场流通体制改革相适应,该阶段孕育出了

一批具有合作性质的农业组织,但是农户之间的合

作领域窄、层次低、局限性强,使得农业组织数量

少、规模小、成员之间的关系较为松散,暂时未能

形成有影响力的农业合作组织[５].与此同时,该时

期的契约农业处于自发和探索阶段,规范化、制度

化、法制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尚未建立.
面对日益扩大的农产品市场化发展需求,农户这

一最基层的微观经济主体与市场的连接问题日益凸

显,在此背景下契约农业作为主要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模式脱颖而出.这一阶段的契约农业以龙头企业带动

型模式为主,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是以龙头企业为主

体,围绕一项或多项产品,形成的农产品经营组织形

式.这类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小农户”与 “大
市场”之间的矛盾,弥补了农户在信息、资金和技术

方面的不足,减少了农户的不确定性.

２３　中国契约农业快速发展阶段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

１９９４—１９９９年,农产品市场体系初建框架,中

国农村流通体制改革全面加速,进入向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与此同时,该阶段农民

合作组织涉及领域有所拓宽,合作社数量和质量有

所提升,成员间关系由 “松散”走向 “紧密”.与市

场流通体制和农业合作社发展相适应,１９９４—１９９９
年,农业产业化经营这一制度创新得到了中央的肯

定和重视,全国各地纷纷进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试

点与推广,掀起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高潮,中央政

策开始强调要扶持龙头企业.１９９５年下发的 «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１９９５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

见»,提出要 “坚持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大力发展各种形式一体化经营组织”.１９９６年下发

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九五”时期和今年农村

工作的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中提出,“立足本地优

势,积极兴办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龙头企业”.１９９８
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

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强调

“重视做好培育龙头企业的工作,引导龙头企业与农

民形成合理的利益关系,让农民得到实惠,实现共

同发现”.
随着中国流通体制全面加速,合作社迅速发展

以及政府扶持力度加大,这一阶段的契约农业模式

对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进行了改进,在某种程度上

克服了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中交易成本过高的现实

问题,且更加强调农户利益,契约关系重心开始由

龙头企业向农户转移.其中,中介组织联动模式在

这一阶段较为盛行,中介组织联动模式是在龙头企

业带动型模式中加入中介组织,将众多分散的小农

户联合成统一大规模的经营群体,实现规模效益.
中介组织是该模式的核心,龙头企业委托中介组织

规范农户行为,使农户按照企业意愿进行农业生产,
同时农户也委托中介组织与龙头企业谈判和协商,
并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２４　中国契约农业调整优化阶段 (２０００年至今)

２０００年以来,农村流通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

成,农村流通体制逐渐步入配套完善时期,中国进

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时期.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连续

４年的中共中央１号文件均提出要鼓励农产品营销

主体多元化发展,促进农村流通体制健康发展.与

此同时,经过前两个阶段的摸索,特别是２００６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颁布实施,
进一步完善了合作社的组织框架和各项管理运行机

制,农业合作社发展迈上新台阶,合作领域大幅拓

宽,合作层次明显提高,服务功能迅速提升,成员

与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也更为紧密.
与市场流通体制和农业合作社发展相适应,中

央政府对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持续增大,政策支持

体系日渐完善.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２００１年

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中突出强调扶持有条件的

龙头企业,做出了 “扶持产业化龙头企业就是扶持

农民”的论断,以农民利益为出发点的农业产业化

扶持政策进一步升温.２００２和２００３年下发的 «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农业和农村工作意见»中指

出,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要优先扶持符合条件的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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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企业.２００４年农业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等９部委审定公布２１０家企业为第三批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同时从２００４—２０１０年中

央１号文件连续７年从财政、税收、金融、外贸、
企业上 市 等 方 面 提 出 了 扶 持 龙 头 企 业 的 具 体 措

施[７Ｇ８].这一系列政策为促进龙头企业发展,增强企

业的带动能力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随着中国农村流通体制的健全,合作社组织框

架和运行机制的完整,以及政府对龙头企业扶持政

策的完善,中国契约农业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
其中,较为突出的模式是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以及农

工商综合体模式,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中由农户成立

合作社,合作社发展壮大后成立企业实体,并依托

该企业实体加工、销售合作社成员生产的农产品,
以此实现产销一体化经营;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以公

司为核心,由公司 “反租倒包”和吸纳农户入股等

方式,把农业资料生产、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
流通和销售等各环节纳入统一的经营体系,形成一

体化的综合经营.可以看出,这两种模式都是在中

介组织联动模式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垂直一体化模式,
其中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中公司逐渐淡出契约关系,
实现了公司产权归合作社,合作社既是股东又是实

际管理者;反之,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以公司为核心,
农户以 “员工”身份参与公司生产运营.

３　中国契约农业现行模式总结

中国契约农业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改革以

及政策环境下经历了萌芽、起步、快速发展以及调

整优化阶段,并逐渐形成了多种契约农业模式.中

国各类契约农业模式均以小农户为核心,以龙头企

业和合作社为重要载体,众多契约农业模式可以归

纳为４类: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中介组织联动型

模式、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以及农工商综合体模式.
各类契约农业模式的具体分析如下.

３１　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

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指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围

绕一项或多项产品,形成的农产品经营组织形式.
农户与龙头企业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产销合同,在

合同中明确农产品收购数量、质量和最低保护价等,
明确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双方按照

合同规定完成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其中,农户的

任务是根据企业要求按照合同进行农业生产,并将

最终生产完成的农产品根据事前的约定交给龙头企

业;龙头企业的任务是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给农户

提供部分生产资料以及相应的技术支持,并且在收

到农户按规定上交的农产品后将农产品推向市场或

进行下一步的深度加工[９Ｇ１０].
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实现了规模经营,提高了

农业经济效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 “小农户”和

“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但是这种模式中双方地位悬

殊较大:龙头企业在整个产业链中处于优势和支配

地位,在农产品契约条款制定如收购条件、收购价

格、收购数量方面有决定权,地位强势,而单个农

户不具备有利的谈判地位,只能是契约条款的接受

者,难以拥有主动权.公司与农户都是独立的经济

主体,双方契约约束力不够,关系较为松散.

３２　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

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是在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

中加入中介组织,中介组织是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

建立起来,将众多分散的小农户联合成统一的大规

模经营群体后,再与龙头企业进行合作,处于龙头

企业与农户之间.中介组织是该模式的核心与纽带,
起到协调双方关系的作用:一方面龙头企业与中介

组织签订具有法律效应的合同,委托中介组织管理

并且规范农户行为,使农户按照企业意愿进行农业

生产,是公司意图的传达者和贯彻者;另一方面农

户与中介组织达成口头或书面的协议,委托中介组

织与龙头企业谈判和协商,并尽可能地争取和维护

自身利益,是众多农户的代言人,充当了农户的话

语平台[１１Ｇ１２].
中介组织的介入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使得

企业和农户双方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然而,这种

模式也存在一定的缺陷,在现实发展中,这种模式

中存在３种协作主体,即农户、中介组织和龙头企

业,三者之间存在双重的委托Ｇ代理关系,利益博弈

较为复杂.其中,中介组织虽然是在农户自愿基础

上由农户组成的非经济实体,但也是具有相对独立

利益的理性人,同时掌握了龙头企业与农户的信息,
因此经常出现 “越位”现象,使得龙头企业与农户

之间的博弈关系越发复杂,契约关系也变得更加不

稳定,这与中介组织出现的初衷背道而驰.

３３　合作社一体化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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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以农户为核心,由农户成立

具有经济实体的合作社,通过社员规模的扩大,将

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和产后等若干环节整合纳入

合作社业务范围内,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维修、生产

资料的供应、生产技术指导、农产品生产、农产品

集中收取、分拣、装箱、储存、运输、加工、销售

以及为社员提供信贷等服务.整个产业链上的业务,
由合作社自己完成或交给由合作社自行创立的下属

企业完成,其中,合作社自行组建和创立的下属企

业与合作社之间属科层关系,其所有权归合作社所

有,而农户则通过与合作社签订协议,建立契约关

系,采用股金分红和返利等形式进行利益分配[１３Ｇ１４].
合作社一体化模式是在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基

础上发展而来,其中,龙头企业逐渐淡出,中介组

织逐渐壮大最终变成具有实体经济的农民合作社.
与龙头企业带动型模式和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相比,
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从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实现

了统一经营,能够降低农产品的生产费用和交易费

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效抵抗市场风险和自然

风险,实现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保证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也正是如此,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产生了较高

的内部管理成本,其最终的运营效率需要资金、管

理、技术以及市场等多方面因素的配合,对合作社

本身具有较高的要求.

３４　农工商综合体模式

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以公司为核心,由 “反租倒

包”和吸纳农户入股等方式,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维

修、农业资料生产和供应、技术指导、农产品生产、
农产品流通、加工和销售等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

节纳入统一的经营体系,并进行统一核算,形成一

体化的综合经营.其中,“反租倒包”指村委会将承

包到户的土地通过租赁的方式集中到集体 (反租),
然后将土地使用权通过市场的方式承包给公司 (倒
包),公司取得农地使用权后,通过合同方式,与农

户建立契约关系,将依附于土地的农民变为土地上

的工人[１５].
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也是在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其中,中介组织逐渐淡出,龙

头企业逐渐壮大并将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业生产各环

节纳入统一体系,由农业企业内部完成,是完全垂

直一体化的综合经营.与合作社一体化模式相似,

农工商综合体模式虽然拥有众多优势,但这类模式

通常为大规模经营,采用完全的要素契约,对资金、
技术、管理能力、销售渠道要求较高,需要实力强

劲的企业带动.

４　国际契约农业发展模式及经验

在国际上,契约农业的发展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兴起于美国,然后迅速传入西欧、加拿大等西方发

达国家和地区,到２０世纪末,契约农业已经成为很

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农业发展的基本模式之一,其在

促进农业甚至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发展方面有着不可

替代的优势.亚洲国家契约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相对

滞后,其中,较早出现契约农业的亚洲国家是日本

和韩国等国,起源于２０世纪７０代中期,主要出现

在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产品领域[１６Ｇ１７].

４１　国际契约农业发展模式分类

纵观各国契约农业发展模式,可以归纳为两种

类型:一是欧美契约农业模式,包括美国、法国、
加拿大以及德国等欧美国家,这类模式以现代化私

有农场为核心,以农场主自行创办的现代化高科技

合作社以及拥有雄厚资金和科研能力的工商企业为

载体;二是东亚契约农业模式,主要包括韩国和日

本,这类模式以小农户为核心,重要载体是政府扶

持的具有 “半官半民”性质的合作经济组织农业发

展协会 (也叫农协),而以工商资本为载体的契约农

业模式仅占小部分[１８Ｇ１９].欧美契约农业模式与东亚

契约农业模式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
(１)资源禀赋差异.大部分欧美国家土地资源

丰富,人均耕地面积足够,契约农业模式灵活多样,
即使对资本和技术要求较高的农工商综合体模式也

能发育并顺利开展;而对于东亚国家和地区,土地

资源较为稀缺,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大规模现代化

农机推广较难,这类地区大多依靠农协组织发展当

地农业.
(２)合作经济组织功能存在差异.欧美合作经

济组织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由农场主自愿建立的

“自下而上”的合作经济组织,大多围绕某种特定的

农产品开展业务,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较强的专

业性;日韩农协组织由政府扶持推行,具有 “半官

半民”性质,是 “自上而下”的合作经济组织,同

时农业兼业经营普遍,只有建立综合性的合作经济

—０３—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0郾02（总 490）



组织才能使大多数农户搭上契约农业发展的班车,
因此日韩农协服务范围较为全面.

(３)政府扮演角色存在差异.对于欧美契约农

业发展,政府更多的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支持契

约农业的发展,给予的是宽松的政策环境,因此在

欧美国家,存在农场主、合作经济组织、工商企业

以及其他非政府的公共机构,共同推进了欧美契约

农业发展;日韩两国主要以政府创办推行的 “农协

组织＋农户”模式为主,相较于工商企业,政府更

加重视农协组织的发展.

４２　国际契约农业发展模式的特征

尽管由于经济、文化和资源禀赋背景不同,各

国契约农业模式具有各自的特点,但是契约农业在

推动上述国家和地区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的

重要作用是一致的[２０Ｇ２２].各国契约农业发展过程中

也存在一定的共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１)农民文化水平较高.无论是欧美契约农业

模式还是东亚契约农业模式,农户平均受教育水平

都很高,各国都设立了自己的教育和培训体系,农

户在进行正式的农业生产之前,都需要参加农业教

育,进行一定的农业知识储备和农业技术培训,有

利于农业生产过程中新技术的推广,农业生产科技

水平较高,土地单产率也随之提高,各国农户的文

化水平较高也有利于农户更好地理解合同规定条款,
在和涉农公司、合作社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时,保护

自己的权益,从而使得契约农业发展更为稳定.
(２)健全的金融市场.无论是欧美契约农业模

式还是东亚契约农业模式,都有健全的金融市场为

依托,各国在契约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完善的金

融市场为农户、合作社以及企业筹措资金,农户在

筹措到更多的资金后可以按照规定完成合同规定的

产品供应量,合作社与企业通过金融机构的资金支

持,可以扩大规模,获得更大的经济利润以及更好

地为农户提供服务.
(３)监管体系较为完善.虽然政府在欧美契约

农业模式 和 东 亚 契 约 农 业 模 式 中 的 角 色 各 不 相

同,但各国政府在本国契约农业发展中都给予了

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再加上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其

他非政府机构的存在,形成了完整的监管系统,
且监管系统分工明确、独立,保证了契约农业的

顺利开展.

５　经验与启示

(１)引入保险机制,分担龙头企业压力.农户

数量众多,高度分散、规模较小且文化水平偏低,
这是中国契约农业与欧美国家契约农业的最大差别,
所以尽管中国契约农业模式众多,目前仍然以龙头

企业带动型模式和中介组织联动型模式为主,而欧

美地区以私有农场为核心的高度现代化、规模化和

专业化的完全垂直一体化的契约农业运营模式在中

国普及度较低.因此,相较于力量薄弱的合作社和

高度分散的小农户,龙头企业才是中国契约农业的

重要载体.现阶段龙头企业为农户分担了大部分的

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这也符合中国契约农业产生

的初衷,即解决 “小农户”和 “大市场”之间的矛

盾.然而龙头企业不应该成为全部经营风险的承担

者,未来中国契约农业发展中,要在加大对龙头企

业的培育和扶持力度的同时,适当引入保险机制,
当农业生产过程中出现生产风险和市场风险时,保

险公司对农业生产损失进行一部分赔偿,这样分担

龙头企业压力的同时,也保证了农户利益不受损害.
(２)加强政府作用,完善中介组织.无论是欧

美国家的契约农业发展,还是日韩的契约农业发展,
都离不开政府的支持,美国契约农业虽然是在市场

化背景下 “自下而上”的自发式模式,美国政府没

有直接干预农场主和涉农企业,但是美国政府为美

国契约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的产业政策引导和宽容

的市场环境,日韩的农协更是自带政府属性的农业

组织机构.对于中国契约农业发展而言,农户高度

分散的小规模经营造成其在契约农业发展中处于弱

势地位 (主要表现在信息、技术和资金的严重匮

乏),同时加大了龙头企业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的难

度,在这种情况下中介组织的作用非常关键.中介

组织出现的初衷是为了联合众多小农户,代表小农

户利益,提高小农户在与龙头企业博弈过程中的谈

判地位,但是中国目前的中介组织大多属于龙头企

业的附属部门,不是独立的经济组织,使得中介组

织 “形同虚设”,农户地位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
因此中国契约农业未来发展中,要发挥政府作用,
加强立法,健全信息网络,推广优质的中介组织,
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立法保护,从而进一步完善中介

组织,从根本上保护小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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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提高农户素质.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农业

科研,依靠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率,将科技元素

渗透到契约农业生产的每个环节.在欧美国家,农

场主的土地规模较大,并且拥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有利于农业生产管理和新技术推广,双方在契约关

系中比较平等,契约稳定性较高.而中国小农数量

众多,文化水平又普遍偏低,致使中国契约农业科

技含量低,契约稳定性较差,发展缓慢.因此中国

契约农业未来发展中,要提高农户素质,注重农户

新技术培训以及农业知识的更新,保证农户在市场

经济环境下,不仅懂得生产、技术,同时也明白市

场运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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