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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及其启示
　朱红根１,２　宋成校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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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南京财经大学绿色经济发展研究院　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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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９７３０６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 “新一轮农地确权农户福

利效应的理论与实证研”(１８YJA７９００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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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成校 (１９９２—),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

新型经营主体,EＧmail:schengxiao＠１６３com.

摘要:本文以欧美典型发达国家、亚洲发达国家以及金砖国家 (新兴经济体)为研究

视角,在深入探讨其乡村振兴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不同类型国家法律约束、环境

保护以及政府与社会资金共同发力等共性措施;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国家在具体实践中

的个性方案:德国 “城乡等值化”、日本 “一村一品”、韩国 “新村运动”、俄罗斯

“土地改革”等;同时,本文在深度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不同类型国家乡村振

兴的路径图.借鉴国际乡村振兴措施与逻辑,本文进一步设计了中国乡村振兴逻辑关

系图,并提出中国应当建设中国特色的 “一村一品”产业链;适度引入乡村工业,注

入内生动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引导现代元素与历史文化相融

合;优化乡村治理水平,向治理现代化转变;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均衡.
关键词:乡村振兴;国际经验;启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１

１　引言与文献回顾

中国乡村潜在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长期被忽

视,致使当前 “三农”工作存在许多短板.例如,
人才流失与产业不足导致的内生动力不足;生态环

境以及文化风俗环境有待改善;乡村治理水平相对

落后,自治体系尚不健全;城乡居民生活品质不平

衡、不协调等.面对错综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中国

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中国政府在深刻认识城乡

发展规律以及乡村发展逻辑的基础上开出的弥补

“三农”短板的一剂良药,为乡村发展提供行之有效

的新思路.从全球视角出发,大多数国家的乡村地

区普遍经历了与中国相似的矛盾:工业化、城市化

的发展以牺牲乡村资源要素为代价.而这些国家通

过一系列举措发展乡村、实现乡村现代化转型.根

据后发优势理论,中国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及教训,

立足中国国情,探索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乡村振兴

方案.
根据现有研究可知,学术界对欧美发达国家以

及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乡村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例

如,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与美国２０世纪７０—８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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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的情况相近,通过分析美国乡村发展政策的演

变过程[１]、总结美国乡村区域规划的成功经验[２]、

探索其乡村人才培养机制[３],对中国乡村振兴具有

借鉴意义.也有研究先后归纳德国乡村治理的任务

要求和工作方法[４]、分析德国乡村发展的理念和策

略框架[５]并对德国图林根乡村规划进行解读[６],为

中国乡村发展提供参考.另外,芦千文和姜长云通

过研究欧盟农业农村政策的演变,进一步为中国乡

村振兴措施提供了新的视角[７].

而关于东亚国家地区的相关研究中,多数学者

以日本和韩国乡村为研究视角.例如,学者们分别

从日本边缘村落规划的空间紧凑和基础设施建设[８]、

乡村振兴的规划目标以及政策保障[９]、生态人居环

境建设[１０]等方面展开研究;而牛坤玉等以及茹蕾和

杨光则对日本乡村振兴经验进行了全面总结[１１Ｇ１２],

进而为中国乡村振兴提供参考与借鉴.也有学者从

韩国乡村顶层设计、乡村生活品质、乡村氛围、乡

村人力资本以及乡村产业等出发,提出对中国构建

乡村振兴人力资本体系的启示[１３].另外,赵广帅等

以及郑兴明对日本生态村建设、日本造村运动和韩

国新村运动进行了对比分析[１４Ｇ１５];在此基础上,冯

勇等将欧盟等国际典型纳入其中,探讨其支持乡村

振兴的法律制度、财税与金融政策等[１６].

综上,现有乡村振兴国际经验的文献较多,对

中国乡村振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本文的深入

研究也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是现有研究普遍分析

单一国家、几个国家或一类国家,而且多数研究切

入视角不够全面.另外,现有国际经验研究中对新

兴经济体的乡村发展研究较少.在此基础上,本文

做出如下边际贡献:第一,同时纳入不同类型的国

家进行深入的对比分析,包括欧美发达国家 (以较

为典型的国家为主);亚洲发达国家 (其资源要素、
气候条件、农业特征以及文化背景等方面与中国相

似);金砖国家 (同属于新兴经济体,面临结构调整

与环境保护等挑战).第二,总结了同种类型国家的

共性背景与发展方式,并分析了同一发展方式下的

不同措施.第三,本文对不同类型国家和地区乡村

发展措施的特征进行了深度比较,构建了不同类型

国家的乡村发展路径图,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中国

乡村振兴逻辑关系图、提出中国方案.

２　中国乡村发展历史演变

２１　第一阶段: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中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国内与国际双重压

力,主要任务是巩固新政权与恢复国民经济.在恢

复国民经济方面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是实行土

地改革与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在一定程度上解放

了农村农业生产力;二是恢复国内工业生产,这是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点内容.但是,城

市工业的发展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

源要素的有限性致使工业产值增速与农业发展速度

极不匹配.截至１９５２年年底,国内工业总产值增长

１４５％,农业总产值增长４８５％①,工业总产值的增

加值是农业总产值增加值的近３倍.

２２　第二阶段:城乡二元体制全面形成时期

中国政府于１９５３年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制度,农

产品完全由国家掌控,旨在缓和粮食供求矛盾;同

时,通过控制农产品形成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但其违背了市场发展规律、抑制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阻碍了农村发展.

另外,１９５８年中国政府建立户籍制度,进一步

奠定了城乡二元体制格局.城乡二元结构致使城市

产业集群程度显著高于乡村,不合理的资源要素配

置结构也使得农业的分工效益被工业吸纳[１７];同时

也助长了地缘群体和地方保护意识,阻碍了社会整

合与良性运行[１８].

２３　第三阶段:改革开放初期

１９８２年中央１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

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１９８３年中央１号文件进

一步明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

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新发展.另外,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年中央连续５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农民为中心的１号

文件,对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高度重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离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

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为农业农村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２４　第四阶段:民工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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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而

出现农业富余劳动力,并逐步向城市与工业部门转

移.１９８９年中国出现第一次 “民工潮”,并以乡镇

企业为主;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农村富余劳

动力逐步进城务工,但受到户籍、教育、生活习惯

等限制,其地位较低;２０世纪末,国际制造业的转

移又催生了新生代农民工,大量农村青壮年外出从

事非农职业.

２５　第五阶段:统筹城乡发展时期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旨在强调

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推进农业

现代化,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促进

城乡一体化发展[１９].
此阶段农村农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依旧

存在诸多问题,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城乡二

元体制难以破除、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等.

２６　第六阶段:乡村振兴战略阶段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

建设,促进城乡要素的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

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

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２０].但城乡发展不平衡、
不协调这一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制约农业农村进

一步发展、致使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因此,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

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２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这是从时间、空间和思想维度上综合推进乡村

发展的新思路,实现了由城乡统筹发展向城乡融合

发展的战略转变[２２].

３　乡村振兴的国际经验

３１　欧美发达国家①

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普遍采取城市、
工业优先发展的策略,而乡村成为城市化、工业化

所需资源要素的供给地,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不

匹配;并且,强烈的生产主义逻辑和行为,迫使生

产性农 业 以 及 生 产 主 义 乡 村 均 遭 遇 了 致 命 的 危

机[２３],各国相继出现环境污染、交通堵塞、城市发

展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欧美发达国家通过法律

约束、政策支持以及社会力量等,优先支持乡村全

面发展.其具体措施如下.

３１１　保护历史古迹,传承特色文化

乡村发展规划注重保护历史、传承文化.一方

面,对历史价值较高、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建筑加强

保护与修缮,制定科学合理的更新利用方案.另一

方面,传承特色文化、民情风俗,融入现代理念、
城市元素,为优秀的历史文化、特色民俗提供更广

阔的生存发展空间.例如,历史悠久的法国葡萄酒

文化,至今仍是法国的特色文化品牌.
美国和英国鼓励社会力量参与乡村历史文化保

护,实现政府与社会团体协同发力.例如,美国联

邦政府因地制宜地制定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而

社会团体以宣传教育等方式参与其中,协调配合、
互相补充、共同作用.英国最重要的志愿者组织之

一国家信托基金会,在乡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

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２４].而德国和法国通过法

律法规施加强制约束,如德国政府颁布 «土地整理

法»(１９５３),禁止拆除具有特色性、历史性、代表性

的历史文化建筑[２５];而法国政府通过 «马尔罗法»
(１９６２)等法律,明确规定要保护历史文化资源.

３１２　合理规划乡村用地,保护原始生态环境

坚持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通

常举措为合理规划乡村用地、建立自然保护区,并

加强培养乡村居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实现生态系

统的长期稳定与均衡.例如,法国政府设立大量的

自然保护区,坚守绿地、农村牧场等土地的最低限

度,修复与维持乡村自然景观与绿色风貌;瑞士作

为世界上生态环保相对较好的国家之一,将环保教

育元素纳入职业教育体系,促使生态环保理念深入

人心.
而美国政府注重政策法规等的约束力,如 «清

洁水法案»(１９４８)、 «安全饮水法案» (１９７４)等从

根本上遏制了污染源的肆意破坏,而且 «美国环保

局公共参与政策»(１９８１)给予了农民环境保护的基

本指导.英国政府先后出台 «城乡规划法»(１９４７)、
«国家公园和享用乡村法» (１９４９)、 «村镇规划法»
(１９６８)等法律,对乡村资源开发利用、城市与乡村

边界、环境保护等作出严格规定.另外,英国社会

环保组织是生态环保机制的重要参与主体,如１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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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成立的乡村保护协会,对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环

境保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２６].

３１３　城乡协调互补,实现一体化发展

加大政策与资金向乡村的倾斜力度,通过城市

带动乡村、工业推动农业促进一体化建设,实现乡

村与城市发展节奏匹配、均衡稳定.一是加强公共

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供水、供电、通信、绿化等,
保证乡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与城市平衡;二是完善

乡村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乡村医疗卫生条件以及养

老保障制度与城市接轨.
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提高对乡村医疗卫生以及

养老保障的财力支持,同时动员社会各界力量,探

索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民间团体发起的多元化的

居家养老模式、为不同健康程度提供不同社区的社

区集中养老模式以及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专业机构

养老模式等.而在 «德国空间规划法»(１９６５)的基

础上,巴伐利亚州通过 «城乡发展规划»(１９６５)明

确了 “城乡等值化”概念[２７],通过法律规定乡村居

民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生活条件、工作待遇.另

外,英国政府颁布的 «农村白皮书»(２０００)也强调

健全乡村社会保障制度,目前英国农民拥有完善的

健康服务体系.

３１４　创新旅游模式,实现乡村旅游与休闲娱乐功

能契合式发展

对资源要素进行合理配置、立足当地特色,由

依靠传统农业生存转型升级为以现代旅游产业为依

托;同时,将休闲娱乐等创新元素纳入其中.休闲

娱乐功能与乡村旅游业融合发展模式是西班牙的首

创,将乡村特色建筑改建成景区酒店,在对农场庄

园进行规划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休闲娱乐项目:斗牛、
奔牛、登山、农事体验等.并且,西班牙乡村旅游

带来的经济效益高于海滨旅游.
而美国政府出台了 «国家荒野和风景河流法案»

(１９６８)、«国家走道系统法案»(１９６８)等政策法案,
在促进美国乡村农场、牧场发展的同时探索出了新

的农业经营模式———建立了 “嗜好农场”等,为游

客提供骑马、挤奶等休闲娱乐项目,实现了休闲娱

乐与乡村旅游的融合.同一时期,英国政府颁布了

«英格兰和威尔士农村保护法»(１９６８),旨在将娱乐

休闲功能纳入乡村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另外,法国

政府通过 «质量宪章» (１９７４),对乡村旅游服务

(如餐饮、住宿等配套措施)制定了严格的标准.

３１５　加强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农业现代

化进程

强化互联网技术在乡村发展中的应用,改良传

统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及提高效率,推进农业现代化

进程.例如,美国政府颁布的 «美国复苏与再投资

法案»(２００９),明确提出加强乡村通信与宽带建设;
在此基础上,«农业提升法案» (２０１８)中强调继续

加强对乡村互联网建设的投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

互联网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的结合.而英国政府于

１９７８年建立的乡村生态服务系统中包含了加强乡村

就业信息网站以及网络服务等项目.并且,英国政

府于２０１３年出台 «农业技术战略»,旨在通过互联

网技术进一步促进乡村发展.而德国政府为缩短乡

村网络与城市的差距,于２０１６年推出 “数字战略

２０２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互联网建设,缓解城

乡互联网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

３２亚洲发达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韩国率先整顿

国家经济、制订经济发展计划,着重发展工业、推

进城市化.因此,日本于１９５５—１９７３年,实现了长

达１８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期.而韩国在１９９６年实现

人均国民收入１２０００美元,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

是,在此进程中,乡村大量劳动力资源向非农产业

部门转移,出现了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与乡村发展停

滞并存的局面,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矛盾

急速加剧.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先后采取了相应

的对策以振兴乡村,具体如下.

３２１　引导城市工业向乡村转移,工农业融合发展

合理、适度的乡村工业是驱动乡村经济发展的主

要动力之一,带来了就业岗位并促进农民收入提升.
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加大对乡村工业开发区的

财力支持,并通过制定相关税收、贷款优惠等政策措

施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城市工业合理有序地向乡村转

移.第二,注入高新工业技术,将其与农业生产的特

殊性相结合,通过提供技术服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第三,引导工农业部门融合发展,打造特色的农业生

产经营链,实现农业生产与工业加工一体化服务.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开展了大规模

的乡村工业化运动,并辅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如 «农业基本法»(１９６１)、«低开发地区工业开发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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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法»(１９６１)、 «建设新工业城市促进法» (１９６２)、
«农村地区引进工业促进法» (１９７１)等,以此驱动

乡村工业的发展.
而韩国推行以乡村工业园区为载体的园区模式,

政府引导乡村建设农产品生产与加工工厂,并且引

进新技术以提高生产效率,将传统农业模式转型升

级为集生产、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新型经营模式.
另外,以色列一直将最新的工业技术引入农业生产

活动中,如 “滴灌技术”等,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

以及农业产出高速增长.

３２２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持

续稳定

完善农民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提高年金制度的

正向效应,保障乡村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典型

模式为新加坡政府推行的储蓄积累型养老保险制度,
农民通过储蓄积累型养老保险机制,确保年老时的

基 本 生 活 需 求;并 且,通 过 «中 央 公 积 金 法»
(１９５５)、«父母赡养法»(１９９５)等给予其法律保障.

另外,韩国和日本的农民养老制度建立较早且

体系完善.例如,日本推行双层结构制度,第一层

是强制性的国民年金,通过 «国民年金法» (１９８５)
保障全体社会成员享受同等条件的养老保险政策;
第二层次为自愿加入的基金制.双层结构包含４种

项目:国民年金、共济年金、国民养老金基金、农

民年金.以法律作为保障的多元化的养老保险模式,
基本满足了乡村养老保险需求.

３２３　改善乡村基础设施与居住环境,提升乡村居

民生活品质

一方面,强化基础设施建设:重新规划交通网络

及道路桥梁建设,提升水、电供应系统能力,并充分

利用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例如,韩国政府开展

“新村运动”,大规模修建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动员

农民共同建设 “安乐窝”,进而改善乡村居住条件.
通过 “新村运动”,韩国农村基本实现现代化.

另一方面,改善乡村内部环境:一是禁止环境

破坏行为,通过法律法规严格控制废弃物的无序排

放,并对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如日本 «土地改

良法»(１９４９)明确了乡村振兴中坚持环境保护的基

本原则[２８].二是保护人文景观,如日本政府出台 «城
市规划法» (１９６８),加强保护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建

筑,维护历史财富.

３２４　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与自然禀赋,发展乡村旅

游业

与欧美发达国家类似,亚洲发达国家也将发展

乡村旅游业作为实现乡村经济发展的一条有效路径,
其中典型代表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具体而言:
日本通过 “造村运动”,着重保护生态环境、美化乡

村景观,并充分挖掘当地特色文化的潜在价值,形

成乡村旅游发展的基础.韩国则通过 “一人一村”
运动,设立专家咨询系统,为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

问题提供咨询、建议服务,从而有效化解乡村旅游

业发展中存在的部分矛盾;同时韩国在发展乡村旅

游方面更加注重其营销方式与宣传形式.而新加坡

在几乎没有农业土地的背景下,借助高科技发展都

市农业[２９].现代集约的农业科技园以及垂直种植的

方式,成为新加坡乃至世界比较独特的农业观光旅

游资源,促进都市农业经济效益进一步扩大.

３３　金砖国家 (新兴经济体)
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作为新兴经

济体,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阶段各不相同,但是在

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相似的难题:城市化吸引大量乡

村资源要素流向城市,致使乡村经济社会处于低迷

状态;同时,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城乡结构失衡的

矛盾日益显现.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采取相应措

施,加快发展乡村经济.

３３１　推进土地改革,解放乡村生产力

在乡村发展措施方面,金砖各国普遍开展不同形

式的土地改革运动.例如,俄罗斯政府对集体土地和

国有土地实行股份制改革,集体和国营农场的普通职

工持有农场的部分股份;随后,出台措施确保土地的

自由流转,进一步促进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以及农业

的现代化.印度政府则通过废除中间人制度、改革租

佃制度,并规定土地持有规模的上限等,推行土地改

革,进而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而巴西通

过实行 «土地法» (１９６４),将地主土地分给农民所

有,土地改革成效显著.另外,南非政府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也推行了一系列土地改革法,通过土地改革确

定新的生产制度,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３３２　政府高度重视乡村发展环境,并以政策支持

或者法律为保障

金砖各国能够清晰地意识到政府权威、财政资

金对政策实施效果的重要性.因此,各国政府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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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政策条例等保障对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持

与财力投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乡村发展的内外

部环境.例如,俄罗斯政府通过 «２０１３—２０２０农业

发展和农产品商品市场发展规划» (２０１２),对乡村

企业、农业银行等提供资金支持、财政补贴,以此

带动农业的快速发展,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另外,
俄罗斯政府为应对国际油价冲击 (２０１７),缩减财政

预算、减少各项财政投入,但对农业的财政投入与

扶持力度并没有降低.而巴西政府同样以法律的形

式为乡村发展的相关政策 (农业信贷政策、农产品

价格支持政策等)提供法律保障,如 «巴西联邦共

和国宪法» (１９８８)以及 «城市法» (２００１)[３０]等,
对农民生活以及乡村发展做出合理规划,提升了乡

村现代化治理水平.

３３３　建立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并充分发挥合作社

的技术与服务支持功能

金砖各国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成立乡村农业合作

社,通过农业合作社向农户提供农业生产经营所需

的技术与服务支持、打造当地农产品销售渠道,在

促进农业生产发展、增强农民的组织化水平以及提

高乡村民主化程度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３１],也可以

促进农民增收与生活质量提升.例如,巴西农业合

作社在实现农业产业化、供销一体化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并成立农场工人联合会、小农场主协会等

社会组织,与农业合作社相互配合、协调,推动乡

村经济转型与发展.而印度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农业合作社体系,以自愿加入、民主管理为基本原

则,其特色体现在两点:政府财力支持其生产、加

工、销售等环节协调发展;将农业生产合作社延伸

到工业合作社,如化肥生产合作社等.

３４　不同类型国家乡村振兴措施的特征

根据对不同类型国家乡村发展措施的分析,本

文进行深度剖析,提取其措施的个性与共性,如表１
所示.

表１　不同类型国家乡村发展措施的特征

特征 欧美发达国家 亚洲发达国家 金砖国家 (新兴经济体)

个性

　１关注精神诉求,充分调动民众对传

统的情怀与信仰

　２更加注重创新驱动

　３发展理念先进

　４融合最新技术 (如互联网等)

　１ 模 式 较 为 典 型:日 本 的 “一 村 一

品”、韩国 “新村运动”、新加坡 “都市农

业”等

　２以产业为基础,注入内生发展动力

　３注重营销与宣传

　１ 加强制度的改革,尤其是土地制度

改革

　２借助合作社等生产经营主体

共性

　１强调城乡均等发展

　２挖掘历史文化与自然资源的潜在价值

　３乡村振兴的措施更为细致、具体

—

　１政策倾斜＋法律法规强制约束

　２重视生态环境,注重生活品质

　３政府财力支持＋充分调动社会资金

　　注:本表个性措施是相对而言,意在说明不同类型国家更加注重何种措施.

　　本文进一步构建各类型国家乡村发展路径图,
如图１、图２、图３所示.欧美发达国家从传统禀赋

与现代元素两个维度着手;亚洲发达国家从注入内

生动力与挖掘潜在价值两方面入手;而金砖国家普

遍以土地制度改革为契机,逐步发展乡村.

图１　欧美发达国家乡村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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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亚洲发达国家乡村发展路径

图３　金砖国家 (新兴经济体)乡村发展路径

４　乡村振兴国际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国际乡村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教训,充分

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可以加快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本文据此构建了中国乡村振兴逻辑关系

图,详见图４.

图４　中国乡村振兴逻辑关系

４１　建设中国特色的 “一村一品”产业链

利用乡村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地打造当地特色产

业,借鉴日本 “一村一品”的成功经验,加快培育

农民的产业思维、商业思维并提高其产业风险意识,
实现特色农业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的资源

整合,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链、形成品牌效应.同时,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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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合理引导乡村土地的确权与流转,充分挖掘新

型经营主体的潜在效益.另外,借鉴欧美发达国家

将特色农业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的经验,打造农家

乐等休闲场所,培育乡村休闲娱乐项目,吸引城市

人口到乡村参观、休闲、进行农事体验.

４２　适度引入乡村工业,注入内生动力

无论是韩国的乡村工业园区、日本的乡村工业

化运动还是金砖国家的工业合作社,都是以发展乡

村工业为核心目标,旨在发展乡村产业、增加就业、
提升农民收入.中国乡村发展同样需要将城市工业

合理有序地引入乡村.一是对乡村土地资源进行合

理规划,明确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的界限;二是加

强环境保护的监测机制,确保工业转移不给乡村生

态环境带来负面效应;三是政府提供适度的财力与

政策支持;四是引导乡村工业与农业生产合作社融

合发展.以此为乡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产业基础.

４３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动员社会力量参与

借鉴发达国家生态环境保护的举措,如瑞士将

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国同样需要通

过乡村学校教育提高农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与能力.
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也为中国提供了参考,
例如,构建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约束体系,并建立问

责机制与长效机制.另外,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

社会乡村保护组织还是亚洲发达国家的 “新村运动”
等,都注重社会力量与乡村民众的参与、改善乡村

人文景观与居住环境.中国也需充分调动社会各界

尤其是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

４４　引导现代元素与历史文化相融合

德国的 «土地整理法»、法国的 «马尔罗法»、
英国的国家信托基金会、日本的 «城市规划法»以

及 «土地改良法»等,明确提出保护乡村古建筑等

历史文化资源.中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
通过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对乡村古建筑、传统文化

进行保护.与此同时,借鉴韩国 “一人一村”项目、
新加坡的都市农业、欧美发达国家的人与自然和谐

的理念以及新型农业经营模式、金砖国家巴西的

«城市法»等现代元素,中国应当提升乡村规划的合

理性与科学性,确保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与现代化建

设的契合.

４５　优化乡村治理水平,向治理现代化转变

欧美发达国家拥有严格的法律限制,乡村治理

在其约束下体现出合理性与科学性;而韩国的 “一
人一村”运动设立的专家咨询系统、巴西的 «巴西

联邦共和国宪法 »与 «城市法»等,都强调乡村治

理的合理性与现代化.中国应当借鉴这些国家和地

区的经验,优化乡村治理水平:一是要完善法律服

务体系;二是要提升农民的法治素养;三是要注重

农民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

４６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均衡

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城乡均等发展、亚洲发

达国家的完善乡村社会保障制度,还是金砖国家的

土地改革、农业工业合作社等,其主旨在于实现城

乡的均衡发展、推进城乡协调.中国乡村振兴应当

借鉴其背后的思维逻辑:一是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

设与城市相协调;二是实现乡村教育、医疗、养老

制度与城市均等;三是充分利用城市与乡村的禀赋

差异,实现城乡协调、互补、融合发展;四是将互

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最新技术应用

到乡村建设,打造中国特色的数字乡村、数字农业,
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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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型食品FOP标签系统
国际经验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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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瑞典、丹麦、挪威、冰岛的 Keyhole标签系统、新加坡的较健康选择标

志系统、英国和爱尔兰的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健康星级评分系

统开展案例研究发现,政府主导型食品 FOP标签系统是在营养慢病高发和现行食品

标签局限的背景下启动.标签图形简单易懂,食品供应商可自愿免费使用,但要按照

标准严格执行.标签系统有线上线下宣传方式,且系统根据实际需要一直处于动态更

新状况.然而,系统推行机构、标签适用范围、营养素度量标示方法与遇到的发展瓶

颈不同.中国构建FOP标签系统应立足国民营养健康问题和充分的科学依据,系统

运行离不开监管、咨询、技术、推广四位一体管理架构,坚持食品供应商自愿使用和

严格按要求使用标签的原则,并促进系统与时俱进.
关键词:包装正面标签;食品营养标签;标签系统;政府主导;国际经验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２

１　引言

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糖尿

病等非传染性疾病 (NCDs)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威

胁.世界卫生组织 (WHO)发布的 «２０１８世界卫

生统计报告»显示,２０１６年,全球估计有４１００万

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占总死亡人数 (５７００万人)
的７１％[１].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危险来自不健

康饮食[２].２０１６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饮

食问题导致的疾病负担占到１５９％,已成为影响人

群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为预防非传染性疾病,各

国卫生部门出台了公共卫生政策以降低患病风险,
在各种干预措施中,包装正面 (FrontofPackage,

FOP)标签系统越来越受关注[３].FOP标签是食物

成分与特性的简化信息,作为广泛应用于公共产品

的社会宣传工具[４],能发挥帮助消费者选择健康食

物和鼓励生产商开发健康食品的作用[５].最早实施

FOP标签系统的国家是瑞典,其在 １９８９ 年推行

Keyhole标 签 系 统[６].此 后,美 国、英 国、法 国、
德国、荷兰、比利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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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政府、食品生

产商、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以及国际组织实施了FOP
标签系统[７].整体上,推行FOP标签系统的主体有

政府部门、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企业.在国际上,
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有瑞典、丹麦、挪威、冰

岛的 Keyhole标签系统,新加坡的较健康选择标志

(HealthierChoiceSymbol,HCS)系统,英国和爱

尔兰的交通灯信号标签 (TrafficLightSignpostLaＧ
beling,TLSL)系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健康星

级评分系统 (HealthStarRatingSystem,HSRS).
中国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营养相关慢性

病现状不容乐观,发生率呈上升趋势.«中国居民营

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２０１５年)»数据显示,２０１２
年中国１８岁及以上居民超重率为３０１％,肥胖率为

１１９％,比 ２００２年分别上升了７３和４８个百分

点;２０１２年中国居民因心脑血管病、癌症和慢性呼

吸系统疾病引发的慢性病死亡率为５３３/１０００００,占

全部死亡的８６６％.为了让中国居民看懂食品标签

开展健康饮食,«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
倡导积极推动在食品包装上使用 “包装正面 (FOP)
标识”信息,帮助消费者快速选择健康食品的计划.
早在之前,中国少数进口食品已经贴有 FOP标签,
例如,宾堡集团的全麦切片面包包装袋正面显示了国

际全谷物协会的全谷物邮票标签,雀巢集团的奶粉包

装袋正面显示了热量含量与摄入参考值.而且,中国

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也在积极推动FOP标签系统,例

如,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中国营养学会公布 «预包装食品

“健康选择”标识使用规范» (试行),计划在食品包

装正面标示 “健康选择”图标,方便消费者选择低

油、低盐、低糖食品.中国的FOP标签系统由起初

的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自发实施,到目前列入政

府计划,可见政府主导型是中国FOP标签系统的主

要类型.在健康中国建设时期,中国发展政府主导型

FOP标签系统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虽然起步晚,但站

点高,通过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对推动形成健全、完

善的中国特色FOP标签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极少数学者对政府主导的FOP标签系统国

际经验进行了介绍,例如,侯国泉[８]和李永平等[９]

简单阐述了瑞典、丹麦、挪威３国实施 Keyhole标

签系统的机构以及标签对全谷物食品的基本要求.
赵佳和杨月欣[１０]简单列举了瑞典 Keyhole标签系

统、新加坡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英国交通灯信号

标签系统的营养素度量法模型、实施机构、营养物

质、单元与标准等基本信息.杨祯妮等[１１]对英国交

通灯信号标签系统的作用做了简单初步的介绍.但

是,中国学者对 FOP标签系统国际经验的介绍零

碎、笼统、不成体系,较少剖析标签背后的算法、
运行机制与存在的不足并提出适合中国FOP标签系

统发展的政策建议.因此,本文通过在瑞典[１２Ｇ１３]、
新加坡[１４]、英国[１５Ｇ１９]、澳大利亚[２０]等国政府官网收

集FOP标签系统最新资料和数据,辅以国外相关期

刊文献,致力于总结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在发

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紧密结合中国目前的国民

营养健康状况、国民身体素质、现行相关法规和管

理系统等实际情况得出若干启发.

２　政府主导型食品FOP标签系统基本情况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实施 FOP标签系统的国

家,从１９８９年发展至今给世界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

训.瑞典食品管理局在未包装农产品和包装食品实

施 Keyhole标签,采用了总结指示体系的营养素度

量法,用锁孔图形概括了至少２５种食物 (品)的营

养成分总体信息.标示 Keyhole标签的产品至少符

合少但含有益脂肪、少糖、少盐、多膳食纤维、全谷

物中的一个标准.Keyhole标签系统在２００９年之后推

广到丹麦、挪威、冰岛等国,但随着新媒体的普及与

健康新需求的产生,Keyhole标签已不再满足不断变

化的市场需求,关注度和使用率下降.据此,瑞典提

出改进计划以及北欧４国提出了合作项目.
新加坡是第一个实施 FOP标签系统的亚洲国

家.新加坡健康促进局于１９９８年实施了较健康选择

标志系统,目前采用食物类别信息体系,主要以全

麦、低糖、高钙、低钠、低饱和脂肪等比较声称用

语表达.包装食品与未包装农产品都能显示标志,
还应用到学校的健康饮食计划.生产商申请使用标

志需要遵守严格的程序和准则.
英国的FOP标签系统在世界上最为常见.２００６

年,英国食品标准局在食品包装袋上推行使用交通

灯信号标签,主要采用特定营养素体系表达方式,
标示食品中脂肪、饱和脂肪、糖和盐的含量以及热

量,鼓励消费者选择绿色信号的食品,限制选择红

色信号的食品.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的实施采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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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使用原则,但一旦使用,食品生产商与零售商需

要严格按照规定,在交通灯信号标签显示营养信息.
至今标签系统在英国、爱尔兰等国广泛使用,且标

签产品远销多个国家.但标签系统只关注危险的营

养物质 (脂肪、饱和脂肪、总糖、钠),而忽视了健

康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FOP标签系统在世界上最

新最前沿.健康星级评分系统是澳大利亚政府于

２０１４年主导的对包装袋食品的健康程度以星级评分

方式引导消费者从同类食品中快速识别并购买健康

产品的标签系统.标签系统融合了特定营养素体系、
总结指示体系、食物类别信息体系３种营养素度量

标示方法,有科学依据、规范的评分算法与 “１个

会议＋２个委员会＋３个咨询小组”的垂直化管理体

系.但该系统在明确目标、标签类型、评分算法、
推广等方面仍存在优化空间.

３　政府主导型食品FOP标签系统国际经验

相同点

３１　FOP标签系统推行具有相似的社会背景与依据

FOP标签系统的启动成因是营养相关慢性病高

发的社会背景和现行食品标签的局限性 (难懂、不

直观).基于控制饮食不均衡产生的慢性病问题与改

进食品标签的目的,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政府实施了FOP标签系统.同样,中国居民

超重肥胖、营养相关慢性病问题凸显,且食品营养

成分表较少被关注和使用,成为中国开展政府主导

型FOP标签系统的主要内因.再者,FOP标签系

统基于国际经验与本国居民的身体素质、饮食习惯

设计.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FOP
标签系统在推行之前均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较

多国家借鉴了国际经验,例如,新加坡借鉴了发达

国家食品标签经验推出了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挪

威评估了英国的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欧洲的食品

行业推行的每日推荐量 (GDA)、丹麦的多吃—少

吃—最少运动标签、芬兰的心脏标签等不同营养标

签计划后启动了 Keyhole标签系统;澳大利亚对比

了５０多个国家的１８个先进食物测评系统设计了健

康星级评分系统.中国营养学会与一些专家学者近

十年来也关注并介绍了发达国家 FOP标签系统进

展,但对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的国际经验借鉴

仍较少.另一方面,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

亚等国的FOP标签系统目标人群均是全体居民 (除
了丹麦的 Keyhole标签系统是针对３０岁及以上女性

消费者外),系统设计分别基于北欧居民、新加坡居

民、英国和爱尔兰居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居民的

饮食习惯和居民膳食指南,可见,每个国家建立的

FOP标签系统都是根据本国国情而定的.

３２　FOP标签图形简单易懂,通过宣传引导生产和

消费健康食品

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FOP标

签图形都简单易懂,能让营养知识水平较低或缺乏

的消费者一目了然,也适用于不熟悉当地语言的国

外游客或移民群体.FOP标签系统诞生于计算机及

信息技术革命时代,宣传方式更加多元,每个国家

的标签系统均针对本国居民现阶段过量摄入脂肪、
饱和脂肪、糖、盐,但过少摄入蛋白质、膳食纤维

的不合理膳食结构而开展线上线下的宣传措施 (线
上有政府部门网站、社交网络服务网站、电视广播、
手机短信彩信等;线下有通讯报道、报纸与杂志广

告、传单、海报、展会、会议演讲、商场促销、食

谱卡片等).宣传内容稍有区别的是,交通灯信号标

签只针对营养相关慢性病的元凶 (脂肪、饱和脂肪、
糖、盐)进行宣传,而 Keyhole标签系统、较健康

选择标志系统、健康星级评分系统引导居民关注并

适度摄入全谷物、蔬菜、坚果等食物以及膳食纤维、
蛋白质等营养素.

３３　FOP标签系统将自愿实施与标准化实施相结合

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FOP标

签系统采用自愿、免费的标示方法,如 Keyhole标

签系统、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为生产商、零售商提

供足够的自由选择权利,而健康星级评分系统朝着

全覆盖的方向发展,自愿实施的实质是为生产商、
零售商提供了解标签系统并做出改变的过渡期.然

而,这些国家的标签系统均有一套严格、平等的标

准和使用规则,一是对字体大小与图标尺寸、颜色、
放置位置以及背景颜色等标签规格进行明确规定;
二是制定指导性资料,如瑞典的 «关于自愿标示

Keyhole的规定»和 «预包装食品 Keyhole标签的

设计手册»,新加坡的 «新加坡营养标签手册» «较
健康选择标志指南»和 «较健康选择标志颜色指

南»,英国的 «预包装零售食品包装正面 (FOP)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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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标签设计指南»,澳大利亚的 «健康星级评分系统

类型指南».如果生产商、零售商有意向使用标签,
则需要按照标签标准生产产品或者根据产品营养成

分含量标示信息,例如,申请使用较健康选择标志

需要经过严格的申请程序 (提交申请、获得批准、
签订协议);显示交通灯信号标签信息有一套严格的

流程和算法;健康星级评分系统的星级打分需遵循

４个步骤.可见,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制度建设

来维护FOP标签系统的正常运行.

３４　FOP标签系统一直处于动态更新

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FOP标

签系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社会需求做出相应

调整:①从１９９２年开始,Keyhole标签应用到餐馆

菜单;２００５ 年,瑞典修订了 Keyhole标签评价标

准,将食品中的蔬菜和水果含量作为评价标准之一;

２００９年,Keyhole标准被进一步修订,将全谷物包

括在内.②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从２０１８年４月开始

将甜点、冰冻酸奶、冰激凌、果冻、布丁列入新增

主要食物类别.③２０１６年９月,英国卫生部出台

«营养标签技术指南»;２０１６年１１月,英国卫生部、
食品标准局以及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地方

政府与英国零售商协会 (BritishRetailConsortium)
合作制定 «预包装零售食品包装正面 (FOP)营养

标签设计指南».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

整时期,FOP标签系统适时调整与更新尤为必要.

４　政府主导型食品FOP标签系统国际经验

不同点

４１　FOP标签系统的推行机构不同

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FOP标签

系统推行机构从前期的食品监管口逐渐向卫生口转

移,北欧国家Keyhole标签系统的推行机构是食品管

理局,如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挪威食品安全局、丹

麦兽医和食品管理局,属于食品口,而较健康选择标

志系统 (健康促进局)、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 (２０１０
年后从食品标准局转变为卫生部)、健康星级评分系

统 (卫生部),都属于卫生口.从管理归属机构看,
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的定位是健康促进措施.
中国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年)»指定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牵头实施FOP标签系统,跟国际做法

一致,将FOP标签作为提升国民饮食健康的手段.

４２　FOP标签系统适用的产品、地点范围不同

FOP标签系统在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

等国应用的产品、地点有所不同.Keyhole标签系统、
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适用于包装食品和未包装的生鲜

农产品,应用范围广泛 (但不能对婴儿食品贴标),
但蛋糕、软饮料、糖果不显示 Keyhole标签,而较健

康选择标志系统与健康声明相结合,可以贴标,并应

用于饮料机、咖啡机、自动售卖机.交通灯信号标签

系统和健康星级评分系统仅适用于包装类食品.另

外,这些国家的FOP标签系统均可以在超市、便利

店、加油站等地点使用,Keyhole标签系统和较健康

选择标志系统还分别应用到餐馆菜单和学校食堂.可

见,Keyhole标签系统、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的应用

范围更大.然而,就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计划来看,在未来１１年,中国FOP标签主要

应用于零售渠道的包装食品,相比瑞典、新加坡等

国,中国的产品、地点适用范围比较局限.

４３　FOP标签系统采用不同的营养素度量标示方法

当前,FOP标签系统有总结指示体系、食物类别

信息体系、特定营养素体系３种营养素度量标示方

法[２１].Keyhole标签系统是总结指示体系,显示标识

的食品至少符合少盐、少糖、多膳食纤维、全谷物中

的一个标准;较健康选择标志系统是总结指示体系、
食物类别信息体系,显示标识的食品为糖、钠、饱和

脂肪、胆固醇含量低于２５％的健康食品;交通灯信号

标签是食物类别信息体系、特定营养素体系的结合,
主要是按照颜色编码识别食品中脂肪、饱和脂肪、
(总)糖和盐的含量大小;健康星级评分系统是特定

营养素体系、总结指示体系、食物类别信息体系相结

合,在同类食品中通过星级评分选择危险营养成分

少、有益营养成分多的食品.可见,随着时代发展,
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采用的营养素度量标示方

法不再单一,而是多种方法的结合.

４４　FOP标签系统均遇到不同的发展瓶颈

瑞典、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FOP标

签系统虽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都遇到了不同的

发展瓶颈.瑞典 Keyhole标签系统实施年限最长,
经历了３０年的变迁,新媒体普及、信息渠道多元

化、健康内涵延伸使 Keyhole标签已不能满足时代

需求,而且瑞典国家食品管理局缺乏对标签系统的

持续性管理与宣传,使消费者缺乏对 Keyhole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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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进一步认识与理解.为降低不健康饮食引发

的肥胖问题,英国交通灯信号标签只关注危险的营

养物质 (脂肪、饱和脂肪、总糖、钠),而忽视了健

康的营养物质 (如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健

康星级评分系统没有设定具体可衡量的使用率目标,
推广和普及率的进一步提高受到制约,而且评分算

法有些不合理.可见,发达国家的FOP标签系统在

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遇到困难,一国FOP标签系

统的顶层设计尤为重要.

５　对中国实施政府主导型食品FOP标签系

统的启发

　　FOP标签系统国际经验不能一味地照抄照搬,而

需要根据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思考和抉择,故从系统构建

和系统运行两方面提出有针对性、可操作性的启发.

５１　中国FOP标签系统构建应立足实际和充足的

科学依据

总结国际经验发现,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采

用哪种营养素度量标示方法、应用于哪些产品与地

方都是构建FOP标签系统需要考虑的问题.第一,
随着中国２０２０年全面实现脱贫,吃得好、吃得营养

取代了饥饿问题,促进膳食均衡,预防营养过剩与

不足产生的慢性病问题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国民

健康问题.２０１７年中国营养学会计划在食品包装正

面标示 “健康选择”图标,方便消费者选择低油、
低盐、低糖食品,这是中国跨出FOP标签系统实践

的第一步,但与交通灯信号标签系统一样只关注危

险营养物质,而忽视了有益营养物质,因此,中国

构建的FOP标签系统不仅要减少脂肪、饱和脂肪、
盐、糖含量,还要增加全谷物、蔬菜、坚果等食物

以及膳食纤维、蛋白质等营养素的含量,才能促进

居民营养均衡.第二,FOP标签系统是一个工具和

手段,采用哪一种营养素度量标示方法或组合方法

需要综合考虑政府推行的可行性、生产商和零售商

的成本收益、居民偏好等情况.第三,FOP标签系

统应用于未包装鲜活农产品与包装食品,以及覆盖

超市、便利店、网络超市、餐馆菜单、学校、医院、
军队、养老院等地方与特殊人群,能充分地发挥标

签价值,满足更多社会需求,但投入的运行成本较

大,但如 果 仅 限 于 超 市、便 利 店 的 包 装 类 食 品,

FOP标签系统产生的作用有限,而投入的成本相对

较少,因此,在健康中国建设时期,如果财政允许,
应尽可能扩大FOP标签系统的应用范围.此外,对

于在全国采用一种标签图形还是在不同产品类别、
不同地点使用不同标签图形也要按照实际需要进行

科学论证.第四,无论采用哪一种营养素度量标示

方法都需要评价标准与算法,评价标准与算法要遵

循国民身体素质和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不仅要科

学合理,减少差错,而且要公开透明,让食品供需

双方都知道标签信息的依据和由来,增强公信力.
同时,标签的大小、内容、颜色、位置等规格要符

合国家、区域乃至世界贸易组织 (WTO)、世界卫

生组织 (WHO)的规定.

５２　中国FOP标签系统运行要坚持高效运转、自

愿使用、严格规范、动态完善的原则

FOP标签系统的高效运转离不开合理的管理架

构.国际上,政府主导型FOP标签系统主要由国家

卫生管理部门牵头,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倡导实施FOP标签计划,也指定国家卫生健

康委员会牵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息

化部按职责开展工作.借鉴澳大利亚的健康星级评分

系统管理架构,中国FOP标签系统运行需要依赖监

管、咨询、技术、推广四位一体的管理架构,由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工业和信

息化部３个部委负责制定FOP标签系统政策和标准,
地方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管局、工业和信息化

局在全国范围内负责执行.可考虑将食品供应商、食

品协会、消费者协会、公共卫生组织、高校与科研院

所组成咨询委员会,听取他们的反馈与建议,为FOP
标签系统运行提供咨询支持.此外,尝试以多种形式

组建标识与内容、营养成分算法、营养成分数据库的

技术团队以及FOP标签宣传推广团队.
借鉴国际经验,中国FOP标签系统运行要坚持

自愿实施的原则,不强制要求每家生产商、零售商

使用标签,生产商、零售商可免费与自主选择使用

和退出.然而,自愿实施可能存在不执行或使用率

不高的弊端,因此,通过吸取健康星级评分系统没

有设定具体可衡量目标的教训,中国的FOP标签系

统需要明确发展目标,制定使用率分阶段提高的计

划,但不管在任何阶段,生产商、零售商使用标签

系统都应该严格遵守规则,避免 “破窗效应”导致

标签系统失去社会信心.制定符合中国FOP标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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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指导性资料,详细规定标签的申请程序和审核

流程、标签的信息与格式、标签的适用范围.同时,
出台管理条例对生产商、零售商不规范使用标签的

行为作出处罚规定.最后,FOP标签系统不可一成

不变,需要与时俱进地更新完善,根据国际趋势、
国家发展、社会需求①、技术创新适时调整管理架

构、评价标准与算法、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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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目前,中国进入大健康的时代,健康的内涵很丰富 (有机、
绿色、无添加、无污染、安全、营养),消费者除了健康饮食,还对食

物的口感、视觉有刚性需求,这对FOP标签的功能定位具有挑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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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其中从美国进

口的农产品数量增长最多,同时贸易争端也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在这种不确定背景

下,正确理解与把握美国农业生产对中国制定相应策略及应对各种状况的发生具有重

要意义.为此,本文利用美国农业普查数据,从农场的变化、农作物生产和养殖业的

发展分析了美国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如下:美国农业生产在发展

过程中因受自然条件的差异、交通运输与农业技术的发展及农业政策、经济利益及饮

食结构的变化等影响表现出较大的地域差异,其中种植业中谷物分布在中西部平原地

区,水果和蔬菜分布在太平洋沿岸、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北部及东北地区和亚热带气

候区,畜牧业中乳畜业分布在五大湖地区北部、东北地区、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其东部

山区,肉牛业分布在中部平原的小麦产区及周边,生猪养殖业分布在玉米带及东部地

区,家禽业分布在南方地区.
关键词: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美国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００３００３

１　引言

农业地理学主要研究农业生产的地域差异[１],
通过分析影响农业生产的自然、经济、技术条件等

因素,把握农业生产的形成过程与演变趋势[２],识

别由农业生产地域差异所形成的不同农业地域类型,
区分农业生产的地域多样化特征[３Ｇ４].而美国作为世

界农业大国之一,其农产品总产量约占世界总产量

的２０％.２０１７年美国农业从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

的１４５％,其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１２％,
美国农业地域的发展与演变,为我们认识不同农业

地域类型提供了参照.

从国外对农业生产的地理学研究历程看,２０世

纪５０年代前,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农业[５]、农业统

计及农业景观[６]等方面,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随着

计算机的发展,学者开始将计量地理学的方法引入

农业地理学研究中,注重农业生产的数理模型构建

与理论探究[７],到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学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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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将农业地理学中的传统研究方法作为研究重点.
而国内学者针对农业生产的研究,２１世纪之前主要

关注农业区划[８]、农业生产类型[９]、农业资源的可

持续利用[１０]等方面,进入２１世纪则更加关注农业

生产的可持续发展[１１Ｇ１２]、农业结构调整与农业产业

化[１３Ｇ１４],以及近期的乡村重构[１５Ｇ１６]与乡村振兴[１７]等

方面的研究.同时,由于中国地域辽阔,各个区域

自然环境差异很大,为更好地发展农业生产,学者

们也对不同地区的农业地域进行了细致研究[１８Ｇ１９].
对美国农业生产的研究:①从农场经营方面看,

吕亚荣等通过研究美国农场规模及其结构变迁,发

现美国农场的农地的集约程度不断加强[２０].周婕从

农业经营规模、生产经营制度、社会化服务３个方

面对美国农业经营方式进行了研究,并结合中国农

业经营方式转变的制约因素,对今后中国的农业经

营方式提出了建议[２１].魏晓莎通过分析美国农业生

产经营规模,发现近年来农业生产经营规模正在发

生变化,其中中等规模的农场数量逐年减少,而较

大规模和较小规模的农场数量逐年增加[２２].夏益国

等从美国土地面积方面入手,研究了美国农场耕地

集中的现状、动因及其影响[２３].②从农业生产方面

看,雒艺欣等基于美国农业部提供的CDL数据,探

讨了近１０年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及时空变化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大豆种植面

积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的密西西比河流域

和密苏里河流域,同时美国大豆种植面积变化率呈

上下波动态势[２４Ｇ２５].戴孝悌从空间产业链视角分析

了美国农业产业竞争力强大的原因,并对中国农业

发展提出了建议[２６].杨万江和秦文珊从历史视角出

发,对美国主要谷物玉米、小麦和水稻的生产成本

与收益进行分析,得出在过去３６年间,美国小麦农

场产量较低且效益较差;水稻农场生产成本最高但

效益较好;玉米农场产量最高且效益最好[２７].汪萍

对美国畜牧业中肉牛产业规模生产进行了研究,得

出肉牛养殖以中小规模为主,并且以家庭养殖为主,
但养殖场总体数量持续下降[２８].上述研究,尽管学

者对美国农场耕地集中的演变、农场规模、农业生

产经营制度及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但还

未对农场经营者的运行情况展开较为细致的探讨,
同时,学者主要对美国主要农作物的近期发展情况

及作物农场收益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未对美国农业

生产的发展历程及其演变机制进行分析,为此,本

文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分析美国农业生产的地域差

异及其演变机制,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美国农业生产

的了解.
美国农业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探索出按比

较利益原则布局农业,实行区域专门化生产的发展

方式,使农业产出效益最大化.在现阶段中美贸易

纷争仍存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熟知美国农业发展

状况对中国制定相应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为此,
本文以美国本土各州的相关数据为基础,从地域视

角分析了其农业地域的演变特点,在此基础上,分

析了美国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的演化机制,进而总结

出了美国农业生产的分布格局.与中国相比,美国

农业生产因受自然条件的限制、经济环境的变化及传

统农耕方式与移民历史的影响,其农业地域类型比较

简单[２９Ｇ３１].通过分析美国不同农业地域的发展过程及

其演化机制,可为掌握美国主要农作物的生产态势及

预测国内及国际市场主要农作物的运行态势提供有力

支撑,同时通过了解美国农业的发展现状,期望为今

后中国农业地域结构的发展方向提供有益建议.

２　美国农业生产的演变

美国国土面积为 ９３７ 万 km２,２０１７ 年人口为

３２５亿人,农业就业人口不足总人口的１％.美国

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地势东西两侧高,中间低,
西部是喀斯喀特山脉和内华达山脉,东部是阿巴拉

契亚山脉,中部是广大的平原,属于亚热带和温带

气候.考虑到美国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本土地

区,故本研究对象为美国本土４８个州 (不包括夏威

夷州和阿拉斯加州)的共３０６９个郡.美国农业生

产的主体是种植业和畜牧业,两者产值大致相同,
并且种植业的分布与畜牧业有一定的关联,故本文

的美国农业指种植业和畜牧业.其中,种植业以玉

米、大豆、小麦、水果和蔬菜最具代表性,畜牧业

以肉牛、生猪、奶牛、家禽最具代表性.以下将从

玉米、大豆、小麦及水果和蔬菜的生产演变,乳品、
肉牛、生猪和家禽的发展演变方面分析美国农业生

产的地域差异.此外,农场是展示农业资源配置的

重要资源,故本文首先介绍美国农场的变化.

２１　美国农场的变化

农场是美国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２０世纪初以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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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美国农场数量、规模及其内部结构发生了巨大

变化.１９２５年,美国农场数量为６３７万个,到１９３５
年,农场数量增加到６８１万个,达到历史最大值,
这主要得益于美国农业政策的支持.之后在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农场数量开始减少,到２０１７年,农场数

量减至２０４万个.１９５０—２０１７年,农场总面积减少

了２１％,耕地面积减少趋势相对缓慢,仅下降８％.
虽然农场数量在减少,但由于耕地所有权持续向大

农场集中,使得农场规模增大.１９５０年,９０％以上

的农场面积不足２００hm２,占耕地总面积的７０％.
到２０１７年,２００hm２ 以上的农场数量占比增加到

１５％,拥有的耕地面积占比则增加到８１４３％.
农场数量和规模的改变导致农场内部结构发生

了变化,女性农场经营者数量增加.１９７８年女性经

营者仅占农场经营者总数的５％,２０１７年,该占比

增加到３６１％,且全国一半的农场有女性经营者的

存在.同时农场经营者趋于老龄化.农场经营者的

平均年龄已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４岁增加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７５
岁,并且该趋势仍在继续增长.此外,小农场数量

的减少使得小农场经营者的兼业占比增加.１９９７
年,主 要 经 营 者 从 事 非 农 工 作 的 农 场 占 比 为

５６６％,２０１７年,该占比增加到８０８６％,其中主

要经营者从事非农工作超过２００天的农场占比为

５１８９％.与美国农场发展机制不同,美国农作物的

生产发展主要是根据农业地域差异因地制宜,实行

区域专门化生产.

２２　种植业的生产演变

２２１　玉米的生产演变

１８世纪末以来,美国玉米种植向西北方向扩张

明显,种植地区从俄亥俄河流域向西,穿过密西西

比河流域,扩张到中部平原.具体来看,１８世纪

末,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和俄亥俄山谷开始大规模

种植玉米.之后,为增加产量,弥补过低单产,农

场主开始扩大玉米种植面积.１８世纪末至１９世纪

２０年代,由于农业技术条件落后,玉米种植只分布

在印第安纳州和伊利诺伊州.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伊

利运河的修建改善了农业运输条件,玉米种植区域

开始向西扩张.其中,１８２０—１８６０年,玉米种植地

区穿过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扩张到中部平原

的艾奥瓦州的东南部及堪萨斯州的东部地区.１９世

纪９０年代,玉米种植区域到达内布拉斯加州和堪萨

斯州西部边缘.之后,受西部干旱气候的影响,玉

米种植停止向西扩张,转而向北扩张.１８８０—１９２５
年,玉米种植穿过艾奥瓦州,到达本土最北部的明

尼苏达州和达科他州 (包括南达科他州和北达科他

州,下同).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杂交玉米的推广和２０世纪５０年

代灌溉技术的应用使玉米种植地区再次向东北部和西

部扩张,分别到达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科罗拉多

州.可以看出,美国玉米生产的空间演变在交通和农

业技术的影响下,呈现出持续向西、向北扩张的规

律.目前,玉米种植主要分布在中部平原和五大湖地

区,其中,中部平原的艾奥瓦州、达科他州、明尼苏

达州和堪萨斯州种植玉米最多,种植面积分别占到总

种植面积的１５３％、１００％、９２％和６２％,五大湖

地区的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苏里州、俄亥俄

州和威斯康星州种植玉米最多,种植占比分别为

１３１％、６４％、４０％、３９％和３６％.

２２２　大豆的生产演变

２０世纪上半叶,机械化的发展使农场耕地面积

增多,为增加土壤养分、提高玉米产量,农场主开

始在玉米带试验性种植大豆,并将其与玉米轮作种

植.１９５９年大豆种植面积超过８００万hm２,其中俄

亥俄州、印第安纳州、艾奥瓦州及伊利诺伊州种植

的大豆占大豆种植总量的１/３.由于大豆是一种很

有价值的经济作物,豆油是重要的加工品,豆渣可

作肥料和牲畜饲料,豆粕可作家禽饲料,美国国内

对大豆消费量的增加使其种植地区从五大湖地区向

周边扩张.近些年,国际市场尤其是中国对大豆需

求增加,使其种植面积加速增长,２０１７年大豆种植

面积超过３６００万 hm２.大豆产量也从１９５５年的

１０００多万t增加到１９９７年的７３００多万t,２０１７年

大豆产量超过１１８００万t,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

大豆生产国.目前,大豆种植仍然集中在玉米带地

区,其中,达科他州、伊利诺伊州、艾奥瓦州、明

尼苏达州、印第安纳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种植大豆最

多,分别占到大豆总种植面积的１４１％、１１８％、

１１％、９％、６６％和６３％,同时大豆种植区域也向

玉米带周边扩张,尤其是密苏里州和阿肯色州,大豆

种植面积占比分别增加到６５％和３９％.可以看出,
大豆的发展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空间演变经

历了从玉米带中心扩张到玉米带外围的过程.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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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小麦的生产演变

１８世纪中期东北部地区的马里兰州、纽约州、
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开始种植小麦.１８２０—

１８４０年,伊利运河的修建使小麦带向西南方向迁

移,俄亥俄河谷地区形成了新的小麦产区.１９世纪

５０年代,铁路的修建使小麦带继续向西部和北部迁

移,到达五大湖地区.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门诺派

信徒的迁移使小麦种植再次大规模向西北、西南方

向扩张,中部平原和太平洋沿岸北部地区开始大面

积种植小麦.由于气候差异的影响,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中部平原形成了两大小麦区:蒙大拿州与达科

他州的春小麦区.科罗拉多州、内布拉斯加州、堪

萨斯州、俄克拉何马州与得克萨斯州的冬小麦区.
同时期,华盛顿州南部形成冬小麦区.至此,美国

小麦带共有３处,分别是华盛顿州南部的冬小麦带,
大平原北部的春小麦带和大平原南部的冬小麦带,
生产的小麦产量分别占到小麦总产量的１１％、３２％
和４０％.可以看出,美国小麦的生产地区持续向西

部迁移,经历了从玉米带东部迁移到玉米带西部的

空间发展历程,空间演变呈现出从西南向西北和西

南方向的迁移规律,其驱动因素主要与运河和铁路

的修建、人口迁移以及自然条件有关.

２２４　水果和蔬菜的生产演变

美国的水果主要产于太平洋沿岸、五大湖地区

及东北部地区和亚热带地区,其中佛罗里达州、加

利福尼亚州、佐治亚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是生

产水果最多的州.美国水果产量最高的有葡萄、橙

子和苹果.具体来看,葡萄是美国种植最广泛的水

果,占地近４６万hm２,８５％的葡萄种植在加利福尼

亚州.第二是橙子,占地２４万hm２,２/３的橙树种

植在佛罗里达州,１/３的橙树种植在加利福尼亚州.
第三是苹果,占地近１６万hm２,生产地遍布全国各

地,但大约１/２由华盛顿州生产,五大湖地区北部

与宾夕法尼亚州也生产大量的苹果.
美国蔬菜与水果相比,种植面积更多、种植范

围更分散.按季节温差,美国蔬菜分为夏季蔬菜和

全年蔬菜.夏季蔬菜主要种植在五大湖地区和中西

部平原地区,其中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明尼苏

达州和北达科他州分布最多.全年蔬菜主要分布在

太平洋沿岸地区、佛罗里达州和东北部地区.其中

加利福尼亚州的蔬菜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３０％以

上,是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州.佛罗里达州是最大

的全年蔬菜生产地,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是蔬菜高

度多样化的生产地.甜玉米、甘蓝、马铃薯、番茄、
茄子、黄瓜和青菜等蔬菜表现出随季节变化而向北

移的特点,即从佛罗里达州南部一直向北移动,这

些蔬菜主要用于供应东北部市场.

２３　畜牧业的生产演变

２３１　乳品的生产演变

１９世纪至今,美国乳品业在东北部地区持续发

展,形成连绵的乳品带,同时,西部地区也形成了

新的分散但较大型的生产地.具体来看,１９世纪中

期以前,美国乳品生产主要分布在美国东北部地区.

１８４０—１８８０年,新英格兰地区和纽约州是全国最大

的奶牛养殖地,之后,小麦带的西进为东北部地区

腾出了更多的土地,奶牛养殖地开始向西部推进,
养殖规模不断增大.１８８０年至２０世纪中期,奶牛

养殖地从东北部地区扩张到五大湖地区,太平洋沿

岸地区也有少量分布.２０世纪中期以后,奶牛养殖

区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西部优越的草场资源使西

部奶牛养殖业地位迅速提高,尤其是加利福尼亚州,
养殖规模持续增大,１９９３年成为全国首位产奶州并

持续至今.同时,养殖区位的变化使初期形成的奶

牛养殖规模格局发生改变.东北部地区养殖场平均

规模为５０~２００头,规模最小;其次是太平洋沿岸

地区,平均规模为５００~１０００头;西部内陆山区规

模最大,为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头.目前,美国乳品生产

主要集中在两个地区,分别是东北部传统的奶牛养

殖地,产奶量约占全国总量的４１％,以及西部数量

较少但规模较大的奶牛养殖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

爱达荷州,产奶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１９％和７％.
可见,美国奶牛养殖地的空间演变呈现出由集中化

生产转变为集中化生产和分散化生产共存的发展规

律,养殖规模呈现出由东部大于西部转变为西部大

于东部的发展规律,其变化的驱动力与种植业发展

和自然资源条件有关.

２３２　肉牛和生猪的生产演变

１８世纪末,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开始用玉米喂养

牛和生猪.随着玉米带的西移,１８００—１８８０年肉牛

和生猪养殖地先向西北方向迁移,到达俄亥俄州,
之后持续向西迁移,穿过五大湖地区到达中部平原

的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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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停止西进转而向北扩张,此时养殖业跟随玉米

种植向北发展到怀俄明州、达科他州和蒙大拿州.
同时期,由于西部广阔的牧场适合养殖肉牛和生猪,
养殖业也继续向西发展到内华达州、加利福尼亚州

和俄勒冈州等干燥的内陆地区.至此,养殖业的空

间演变呈现出向西北部、西部和北部变迁的发展规

律,最后养殖业稳定在西部牧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

后肉类行业发生的变化使肉牛和生猪分开养殖.一

方面,生猪开始采用工厂化运作,实行封闭式饲养,
养殖地主要集中在玉米带和北卡罗来纳州.另一方

面,肉牛采取因地制宜方式养殖.冬小麦带的西边,
从艾奥瓦州西北部向西南延伸到得克萨斯州西南部,
采取谷物饲养方式.冬小麦带的东边,从得克萨斯州

南部向东北延伸到阿巴拉契亚山脉西部,采取草料饲

养方式.从肉牛和生猪的空间演变历程可以看出,肉

牛和生猪养殖初期,其发展依赖于玉米带的发展,肉

牛行业发生变化后,生猪的养殖较肉牛养殖更依赖农

作物的分布,其分布与玉米带紧密相连,同时也依赖

大型市场.而肉牛业的发展则是因地制宜,并在冬小

麦区两侧形成明显的谷物饲养带和草料饲养带.

２３３　家禽业的生产演变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开始规模化养殖肉鸡以来,
养鸡业逐渐从大西洋沿岸至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东南

部各州向西、向北扩张,西部边界和北部边界分别

到达中部平原冬小麦带西侧与玉米带南端.同时,
随着养鸡业规模的扩大,养殖方式和养殖品种也在

发生改变.一方面,养殖方式从粗放型饲养转变为

专业化饲养,饲养农场数量不断减少,但生产规模

不断增加.另一方面,养殖品种从单一的肉鸡养殖

扩大到肉鸡、产蛋鸡和火鸡多样化养殖.此外,由

于消费者对鸡肉的喜爱,使其消费量从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持续增长,１９４４—１９６４年人均消费量增长了

两倍,１９９０年再次翻倍,１９９６年人均消费量超过猪

肉,２０１０年人均消费量超过牛肉.目前,养鸡业仍

然分布在玉米带以南、中部平原冬小麦带以东至大

西洋沿岸地区的南方各州,此外加利福尼亚州也有

大型养鸡场分布.
总之,美国农业经过近２００年的发展,生产区

位发生了显著变化.其中,种植业中心从美国东北

部持续西移至五大湖地区和中西部平原地区,生产

范围趋于集中化,但水果和蔬菜与其他农作物相比

较,生产区域较分散,这主要是与其生长特性与所

需的气候土壤等条件有关.对畜牧业而言,由于其

发展的限制条件较少,因而主要是在原来的基础上

扩大生产规模,中心主要分布在种植业外围,这主

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农业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目

前美国农产品的空间分布 (按各州农产品产量所占

比例排名)表１.

表１　美国农业空间分布

类别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玉米
州 IA IL NE MN IN SD KS MO OH ND

产量比例 １５３１ １３０７ １１１６ ９１９ ６３７ ６２２ ６１８ ３９７ ３８８ ３８７

大豆
州 IL IA MN ND IN MO NE SD KS OH

产量比例 １１７７ １１０４ ９０３ ７８６ ６６３ ６５１ ６２８ ６２５ ５６８ ５６５

小麦
州 KS ND MT OK TX WA CO SD MN ID

产量比例 １８０５ １６４５ １２１１ ７８４ ６４５ ５７２ ５３２ ３２５ ３０８ ３０５

乳品
州 CA WI NY ID TX PA MN MI NM WA

产量比例 １８７４ １３７１ ６７３ ６４６ ５６９ ５６５ ４９ ４７３ ３６２ ２９６

生猪
州 NC IA OH MN IL IN NE MO OK KS

产量比例 ３３５ ２１２７ ８６ ７９２ ４９２ ３７５ ３３５ ２９５ ２０２ １９７

肉牛
州 TX MO OK NE SD KS MT KY ND IA

产量比例 １４４５ ６８４ ６７３ ５９９ ５６９ ４７４ ４７ ３２６ ３１１ ２９７

家禽
州 GA AL AR NC RI MS TX MD DE KY

产量比例 １５０９ １２８９ １１７４ ９８９ ９４９ ８４９ ７１１ ３６７ ３２４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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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类别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第七名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蔬菜
州 CA ID WA WI FL MN MI NC OR AZ

产量比例 ２６８８ ８１３ ７４８ ５７６ ５６３ ４８８ ３８ ３５７ ３５４ ３３３

　　数据来源:根据２０１７年美国农业普查数据制成.
注:表格中的英文缩写所代表的州分别是:IA:艾奥瓦州,IL:伊利诺伊州,NE:内布拉斯加州,MN:明尼苏达州,IN:印第安纳州,

SD:南达科他州,KS:堪萨斯州,MO:密苏里州,OH:俄亥俄州,ND:北达科他州,MT:蒙大拿州,CA:加利福尼亚州,WA:华盛顿

州,ID:爱达荷州,TX:得克萨斯州,OK:俄克拉何马州,CO:科罗拉多州,WI:威斯康星州,NY:纽约州,PA:宾夕法尼亚州,NC:
北卡罗来纳州,KY:肯塔基州,GA:佐治亚州,AL:亚拉巴马州,AR:阿肯色州,RI:罗得岛州,MS:密西西比州,MD:马里兰州,

DE:特拉华州,OR:俄勒冈州,AZ:亚利桑那州,FL:佛罗里达州.

３　美国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的演化机制

３１　美国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

从美国农业生产的演变来看,经过近两个世纪

的发展,其农产品生产地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以下

从自然、技术、社会、经济等各方面就影响美国农

业生产变化的诸要素进行讨论.
(１)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中地形、降水和热量

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一是,美国复杂多样的地形

奠定了农业生产基本格局.美国地势东西两侧高,
中间低,地形的差异使种植业集中在中部平原,畜

牧业分布在山区,农业生产地域差异形成.二是,
降水量的差异使农业地域差异进一步加大.美国湿

润、半湿润和干旱、半干旱的分界线大致与西经

１００°线重合,该线东侧,降水量从西向东、从南向

北逐渐增加.相反,该线西侧降水稀少.降水量的

差异使美国农作物生产由西向东从发展畜牧业和灌

溉农业过渡到种植小麦、玉米和大豆.三是,热量

的南北差异使农业空间结构发生内部差异.美国全

年总辐射量由南向北依次递减,其中,西南部最高,
东南部次之,东北部和西北部最低.热量差异使农

业生产内部出现差异,小麦生产分为北部春小麦区

和南部冬小麦区,水果和蔬菜分为南部亚热带品种

和北部温带品种.
(２)交通条件.交通运输的发展促进了西部农

业的崛起,农业规模不断增大.１９世纪２０年代伊

利运河的修建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地区与五大湖、
俄亥俄河及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农业运输条件得

到改善,农业生产从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扩展到山

脉西部地区.但由于交通运输单一,为方便将农产

品运往市场,农业生产只能在河流附近发展.１９世

纪５０年代后,铁路的修建缩短了西部地区到东部市

场的距离,农业生产的限制条件被打破,农业生产

地区进一步扩展到太平洋沿岸.此后,农业生产规

模不断扩大,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后,密西西比河西侧

地区,北起达科他州,南至得克萨斯州,形成了区

域集中、规模庞大的农业产业带,如小麦带、玉米

带、牲畜业带.此外,农业生产的西移使东部地区

腾出更多的土地,其农业布局方式由多样化向单一

化转变,生产规模不断增大,并逐渐形成产业带,
如乳畜带.

(３)经济因素.经济利益的驱动改变了农场经

营方式.２０世纪初美国农业生产仍集中在小型、多

样化的农场.由于大规模农场与小规模农场相比,
净资产回报率和社会化服务程度高、生产成本低,
为了扩大农场规模,进而实施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

生产,因农场兼并等导致农场数量减少.目前农场

数量已从１９２５年的６３７万个减少到２０１７年的２０４
万个,农场的最大经营规模也从４００多hm２ 扩大到

２０００多hm２.农场数量的减少使农场销售的食品高

度集中在大农场,２０１７年,年收入总额低于２５万

美元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６８％,但其农产品销售值

仅占销售总值的１５％.相反,销售总额超过５００万

美元的农场仅占农场总数的４％,但其农产品销售

值却占销售总值的６９％.由此可以看出,农业区域

专门化的生产方式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降低

了农业生产成本,同时也合理配置了农业资源,提

高了农业投入产出效益.
(４)农业科学技术.美国农业经历了机械技术、

化学技术和生物技术革命,农业技术的发展对美国

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平原广阔但人口稀

少,机械化的应用增加了农场规模但减轻了劳动者

的作业量,促进农业专业化的发展.化学技术的发

展,减少了化肥、农药的施用量,但提高了肥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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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效率和农作物单产,保障了食品安全.而生物技

术的发展特别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杂交玉米的推广

使农作物产量稳步增加,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信息

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农场主的管理水平,节省了农

业生产时间,推动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向专门化、规

模化方向发展.此外,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地下水灌

溉技术的引进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农业地位,促进其

农业加速发展,由此,美国农业生产布局基本稳定.
(５)农业政策.美国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农场数量和种植结构变化方面.第一,
美国土地政策的实施是农场数量迅速增加的重要因

素.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美国西部地区土地政策的实施

和 «宅地法»的颁布促使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向西部

迁移,西部农业的崛起使农业加速发展,农场数量

从１８５０年的１４５万个迅速增加到１８８０年的４００万

个,农场专门化和规模化生产得到进一步发展.第

二,为保证农业稳定发展,美国自２０世纪后不断颁

布和修订农业法案,不同的农业法案对美国农业空

间结构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

国政府颁布的 «土壤保护法»,鼓励农民种植保护土

壤的豆类作物而非易造成土壤流失的作物,如玉米、
小麦等,农作物种植类型与种植规模的变化使农业

空间结构发生了改变.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政府颁布

“土地银行”计划,限制农民种植过量的玉米、小麦

等农作物,以免造成农产品剩余,使超过１１００万

hm２ 的土地退耕,耕作面积的减少使农业空间结构

再次发生变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府颁布 «食品保

障法»,限制低洼、盐碱地的耕作面积,农业空间结

构进一步发生变化.
(６)消费者饮食结构.美国西部农业的崛起,

一方面促进农业生产向专门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
另一方面也促使农业生产出现地域分工.农业生产

方式的改变使消费者的饮食结构发生改变,消费结

构的变化又对农业产生反作用,其中美国家禽业和

乳畜业受其影响最大.美国人喜好吃牛肉等红肉,
从１９世纪起美国农民开始饲养肉牛,之后在中西部

地区形成了肉牛养殖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民众对

鸡肉的喜爱程度增加,促使家禽业快速发展,１９９６
年和２０１０年鸡肉人均消费量分别超过猪肉和牛肉.
而１９７０年以后比萨的流行,使奶酪人均消费量增加

了两倍,液态奶的人均消费量则从１９４５年至今减少

了近４５％,冰激凌的生产量也减少了２５％左右.

３２　美国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的演化机制

美国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的形成实质,是农业生

产要素在空间上发生组合,通过合理配置各种农业

资源要素,使农业资源利用效率达到最优.

３２１　农业生产空间结构初步形成

农业生产依靠自然资源.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及

农业生产惯例,初期农业生产集聚在局部地区,并

保持稳定,直到新影响因素开始发挥作用.１９世纪

以前,农业生产惯例使美国农业集聚在阿巴拉契亚

山脉以东地区.此时,美国交通运输单一,农业科

学技术落后,对农业生产起作用的主要因素是自然

条件.由于东北部地区土壤相对肥沃,适合各种农

作物生长,因此农业生产以发展综合农业为特点,
生产范围随人口扩张逐渐扩大,但变化程度很小.
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农业空间格局形成.

３２２　农业生产空间结构扩大

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后,美国交通运输开始发展,
交通运输的改善使自然条件对农业生产的限制作用

减弱,原有的农业空间结构发生改变.由于伊利运

河将阿巴拉契亚山脉两侧接通,人口从山脉东侧迁

移到山脉西侧,使农业生产地区从阿巴拉契亚山脉

以东地区扩展到湖区南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铁路

的修建缩短了农业生产地区与市场的距离,进而使

农业生产扩展到西部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同时,农

业技术的发展使农业生产规模增大,农业生产向区

域专门化和规模化方向转变,生产类型也由综合农

业向单一农业转变,农业生产出现地域分工并形成

各式各样的农业产业带.

３２３　农业生产空间结构重构

在美国农业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政策、经济利

益及消费结构始终是农业生产变化的驱动力.为满

足农业发展的需求,美国政府不断颁布和修订农业

政策,通过合理配置资源要素,保障了农业平稳发

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在农业中发挥

的作用日益加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美国土地

所有权逐渐向大规模农场集聚,农业投入产出效益

逐渐提升.此外,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

国贸易往来不断增加,消费者饮食偏好及市场行情

的多变性都在推动农业劳动者不断调整农业生产结

构,促使农业生产空间结构重构.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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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美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由自然条件决

定的最初的农业生产空间结构形成;交通和技术的

发展降低了自然条件的影响程度,同时使形成的农

业生产空间结构不断扩大;而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

使农业生产空间结构重构.在各种因素相互影响、
相互作用下,美国农业从最初形成的农业生产空间

结构,经过空间扩大与空间重构,农业生产地域差

异逐渐明显 (图１).

图１　美国农业生产地域差异的演化机制

４　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通过对美国农业生产发展与演变的

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美国农业生产在发展过程中

因受自然条件的差异、交通及农业技术的发展、农

业政策、经济利益及饮食结构变化等影响表现出较

大的地域差异.具体表现为:①美国谷物主要分布

在中西部平原:小麦分布在华盛顿州南部和西部平

原的中北部,玉米分布在小麦区以东的五大湖地区

南部、中西部平原及密西西比河河谷地区,大豆分

布在玉米带及其周边地区.②水果和蔬菜主要分布

在太平洋沿岸地区、中西部地区、五大湖地区北部

及东北部地区和亚热带气候区.③乳畜带主要分布

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及其东部山区与五大湖地区北部

至东北部地区.④肉牛、生猪和家禽养殖主要分布

在谷物种植区及其周边地区和南方地区:肉牛业分

布在中部平原的小麦带及周边地区,养猪业分布在

北卡罗来纳州和玉米带,家禽养殖分布在南方地区.
初期,自然条件的差异奠定了农业生产出现地域差

异的基础,交通和农业技术的提高促使农业生产空

间结构扩大,农业生产差异进一步明显,而农业政

策、经济利益及消费者饮食结构的变化使农业生产

空间结构发生重构,各因素共同作用,使农业生产

呈现出地域差异.
美国农业生产基于比较利益原则,实行区域专

门化生产.经营者根据农产品市场供求变动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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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并且种植业和畜牧业都在减

少作物品种、扩大经营规模,实现了农业经济效益

最大化.此外,为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美国政府也

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农业法案、建立各种农业合

作社为农民提供全方位服务、制定农业优惠和农业

补贴政策,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根据美国

农业生产发展经验,对今后中国农业发展提出以下

建议:①合理配置各种农业资源,提高农业产出效

益;改变以往不合理的耕作制度,将小型而分散的

土地集中经营,适度扩大经营规模,进行集约化生

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经济效益.②加

强劳动者的文化教育与职业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综

合素质;完善农业生产服务体系、健全农业基础设

施、拓宽农业信息渠道,鼓励更多有知识、有技术

的年轻人投身于农业活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③
完善农业政策、提供法律支持,给予劳动者信贷支

持和保险补贴,切实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提高农

业生产积极性.最后,在中美贸易层面,中国进口

的美国农产品占美国农产品总出口量的１５％,中国

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市场.在现今贸易冲突不

确定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应扩大贸易市场范围,
与更多国家建立贸易伙伴关系,降低贸易冲突带来

的损失.同时针对美国特殊意义的农产品,如出口

量较多的农产品采取反制措施,积极应对贸易冲突.
另一方面,中国应提高国内农产品收购价格,激发

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增加国内农产品产量,保障

食品安全.同时要加快发展农业技术,提高农产品

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最后,本文主要对美国农业生产的演变、影响

因素及农业生产地域差异形成机制进行了分析,并

未对农业生产地域变化后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作

为今后的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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