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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自由贸易区 (FreeTradeZones,FTZ),是指签订自由贸易区

协定的成员相互削减、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从而提升区域间商品

贸易自由化.部分文章也直接使用自由贸易协定 (FreeTradeAgreeＧ
ment,FTA)概念代指自由贸易区,下文统一使用自由贸易区的

概念.

②资料来源: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minist_

e/min０１_e/brief_e/brief２０_ehtm.

摘要:自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以来,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蓬勃发展,由此带来了新

一波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浪潮.本文对自由贸易区研究的演变过程和进展进行了系统性

梳理和评述.研究发现,自由贸易区主要通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来改变成

员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在多国网络、异质性产品、 “大国”和关税内生等多种情形

下影响大小和方向存在较大差异;除了静态影响之外,在考虑规模经济、技术流动、
投资行为以及分工深化等动态路径下,自由贸易区的影响更加深远和丰富.既往文献

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效果分歧,主要原因包括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视角的差异

性.在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下,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效应、动态效应和异质性效应及

其影响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福利影响;贸易自由化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１

１　引言

在 WTO多边谈判停滞不前、“逆全球化”思潮

涌动、贸易保护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以自由贸易

区① 为主导的区域贸易自由化发展迅速.由于 WTO
成员众多,各成员发展的差异性和利益的多元化使

得多边谈判进展艰难,再加上现阶段日益严重的贸

易保护主义,使得一致性条款难以有效形成.而区

域性自由贸易区,由于成员之间的地缘性、利益关

注的一致性以及成员数量的可控性等特点,在多哈

回合谈判失利后迅速蓬勃发展.相比于 WTO 多边

谈判,自由贸易区谈判内容覆盖面更广,通常涵盖

投资保护、知识产权、竞争中立、资本流动等 WTO
谈判所不涉及的内容,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自由

化程度更高.实际上,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区域

经济合作就成为贸易自由化最积极的方式.１９９０

年,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仅２２个;到２０１８年

已经达到２９９个.据 WTO 估计,至少一半的全球

贸易以优于 WTO 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发生在各个区

域集团内部② .为了应对当前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

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近些年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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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步伐.目前,中国已经与２４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

１６个自由贸易协定.当前,全球自由贸易区合作方

式推陈出新,内容更加复杂和广泛,对世界贸易格

局和各国福利的影响越来越深刻.
然而,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全球自由

贸易是福利改进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而对自由贸易

区的建设和发展是否会带来福利的增进一直颇具争

议.Viner提出的关税同盟理论所蕴含的贸易创造效

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本身就带有两面性,贸易创造效

应有利于增加成员的福利,而贸易转移效应将带来

成员福利的损失[１].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全球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变化

的影响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那么,在日益复杂的

国际贸易环境中,自由贸易区理论如何演变以更加

符合现实情况? 随着贸易相关理论的不断推进,自

由贸易区对贸易和福利影响的生成机理如何产生?
自由贸易区研究的进展如何? 呈现哪些发展趋势?
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通过分析自由贸易区相关效

应及其机制研究演变、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可

以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的发展,对于更好把握自由

贸易区带来的影响和冲击,促进中国自由贸易区战

略的实施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２　理论起源与演变:贸易效应与福利变化

传统的观点认为,由于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降低了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成本,从而会改善成员国的福利.１９５０年,随

着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学者对传统

观点进行了激烈批判,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就是

Viner的 «关税同盟问题»[１].

２１　理论起源

Viner模型是自由贸易区研究的奠基石,其批判

了自由贸易区成立必然带来福利增长的论点,认为

自由贸易区建立也可能会使成员国福利降低[１].尽

管 Viner模型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其提出贸易

创造效应 (TradeCreationEffect)和贸易转移效应

(TradeDiversionEffect)① 的概念至今仍是学者们

研究的重点,而且 Viner的一些主要观点和思路在

更加复杂的模型中仍然适用.Viner模型基于以下一

些重要假设:①三国模型假定.A 和B是签订自由

贸易协定的国家,A 是进口商,B是出口商,C代

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②产品同质性假定.A、B和

C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分别以PA 、PB 和PC 的固定价

格供应完全相同的产品.A是生产效率最低的国家,

C是生产效率最高的国家,从而PA ＞PB ＞PC .

③ “小国”假定.即一国进出口贸易对国际市场价

格不会造成明显影响.④ 关税外生假定.若t ＜
PB －PC ,则自由贸易区成立将对成员国无影响;
若PB －PC ＜t＜PA －PC ,则存在贸易转移效应;
若t＞PA －PC ,则存在贸易创造效应.

２２　理论扩展

Viner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众多的假定条件,随着

自由贸易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给各参与者带来了

空前的发展机遇及挑战,更为重要的是为自由贸易

区相关理论的扩展和深化带来了更为广阔的发展

空间.

２２１　三国模型扩展到多国模型

早期研究局限于探讨单个自由贸易区对其成员

国福利的影响,随着自由贸易区向自由贸易区网络

转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大

型自由贸易区网络对世界各国贸易和福利的影响,
理论模型也从传统简单的三国模型逐步扩展到了多

国模型.
一方面,以 Krugman为代表的学者关注自由贸

易区成员国数量与福利关系.Krugman认为自由贸

易区成员国数量与福利呈现 U 形变化趋势.随着贸

易集团数量的减少,世界福利呈现下降趋势,而当

在世界范围内推行自由贸易时,世界福利最大[２].

Krugman的结论为自由贸易区反对者提供了坚实的

理论支撑.然而,以Buehler为代表的学者对 KrugＧ
man模型进行了反驳,其证明了当一国加入由多数

国家组成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并且一国自给自足情

况下的产品价格高于自由贸易情况下的价格时,加

入自由贸易区将获得较大的福利改进,而且随着加

入自由贸易区规模的扩大,该国福利改进的幅度越

大[３].在考虑不同国家技术水平差异的情况下,技

术水平越高的国家福利增长的幅度越大;而技术水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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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简而言之,贸易创造效应是指取代效率较低的本国生产,
转而增加从效率较高的伙伴国家的进口;而贸易转移效应则是取代

效率较高的非伙伴国家的进口,转而增加效率较低的伙伴国家的进

口.最终福利的增加或者减少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

的相对大小.



平低的国家最容易受到贸易转移效应的影响,其福

利水平可能会下跌.另外,上述都是从自由贸易区

成员国福利变化的角度进行探讨,从非成员国的角

度看,随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增加,它们的市场

力量也随之增加,它们对非成员国征收的关税也随

之加重,非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将不断恶化,非成员

国福利水平将大幅度下降.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关注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

与福利关系.随着以合作博弈理论为基础的网络博

弈理论 (NetworkGameTheory)的迅速发展,多

个自由贸易区的混合网络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

兴趣.Jackson和 Wolinsky是该领域的先驱,其提

出的网络形成博弈理论也成为后续研究该问题的主

要方法[４].学者们主要对轮轴Ｇ辐条结构 (Huband
SpokeStructure)、环结构 (CircleStructure)、边Ｇ
点结构 (EdgeandPointStructure)等自由贸易区

网络结构进行了研究,其中探讨最多的是轮轴Ｇ辐条

结构.如图１所示,如果 A 国与B国建立自由贸易

区,然后 A国与C国又签订了自由贸易区协定,那

么就会出现一个辐条与轮轴自由贸易区网络.WN 、

WO 、WI 、WH 和WS 分别代表的是无自由贸易区、
单一自由贸易区非成员国、单一自由贸易区成员国、
辐条和轮轴情况下的福利水平.与初始状态相比,
由于成员国之间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而非成员

国依然存在最优惠国的壁垒,A 国与B国建立自由

贸易区之后,成员国福利得到有效的提升,都从

WN 上涨到WI ,而非成员国福利水平则从WN 下降

到WO .在辐条与轮轴结构的自由贸易区当中,A
国为轮轴国,B国和 C国称之为辐条国.虽然所有

国家都可以向该中心自由出口,但只有该中心在轮

辐市场享有免税待遇.此时,WH ＞WI 而且WH ＞
WF .同样,可以看出WN ＞WS 而且WS ＞WO .
因此,在自由贸易区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或

地区积极与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自由贸易区,争作

轮轴国,从而获得更大的贸易收益.

图１　自由贸易区网络形成与福利变化

资料来源:LAKEJDynamicformationofpreferentialtradeagreements:theroleofflexibility [J]．
CanadianJournalofEconomics,２０１９,５２ (１):１３２Ｇ１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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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产品同质性假设扩展到异质性假设

在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无论产品在

何处生产,常常假定产品是同质的 (Homogenous
Goods),但从现实来看,产品往往存在异质性①,

Armington假设的设定可以解决此类问题.可计算

的 一 般 均 衡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模型的快速发展使得 Armington假设成为自

由贸易区分析中的标准假设,而且 Armington产品

替代弹性的大小对研究结果影响很大.其中,在产

品完全差异的假设下,往往会夸大一国产品对其他

国家消费者的重要性,从而放大贸易转移效应带来

的负面影响,通常会得出自由贸易区建立会导致世

界福利快速下降的结论[２].在产品不完全差异的假

设下,例如使用最普遍的 EK (EatonandKortum)
模型②,贸易创造效应一般情况下要大于贸易转移效

应.另外,只要各国选择在比较优势方面存在足够

差异的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往往能给成员国带来

比较大的贸易收益[３].

２２３　 “小国”假定扩展到 “大国”假定

“小国”情形下,产品价格不会因为自由贸易区

建立而改变[１],这往往会低估自由贸易区建立对非

成员国的负面影响.而在 “大国”情况下,即当签

署自由贸易区协定的国家或地区为 “大国”时,自

由贸易区建立会影响世界相对价格③,从而使得非成

员国的贸易条件发生恶化,甚至影响非成员国的经

济增长.另外,即使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前后成员国

对外关税不变,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也能通过改善成

员国的贸易条件而产生以邻为壑效应④ (BeggarＧ
thyＧneighborEffect),在垄断竞争模型中也同样如

此.由于以邻为壑效应的产生,自由贸易区建立会

使非成员国福利损失更大.

２２４　关税外生扩展到关税内生

自由贸易区建立会使得非成员国贸易条件发生

恶化,从而使得非成员国福利受到损失,这显然不

符合帕累托最优 (ParetoOptimality)状态.因此,
学者们普遍担忧以自由贸易区为代表的区域主义的

发展,长期会对贸易自由化和多边贸易体制产生不

利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推动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学

者们试图寻求帕累托最优实现的条件,主要思路是

将关税外生扩展到关税内生.具体而言,通过调整

签订自由贸易区协定国家的对外关税,使得非成员

国福利不受损失.调整的关键在于自由贸易区内部

贸易壁垒消除的同时,降低对非成员国关税水平以

弥补贸易转移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然而,上述研

究都没有考虑动态变化,也就是成员国调整对外关

税之后,非成员国作为应对的关税调整行为以及带

来的影响.即使成员国制定了满足 KempＧWan条件

的外部关税,在自由贸易区建立后,世界其他国家

的关税调整可能会使成员国的情况更糟.

３　影响机制的延伸和扩展:从静态机制到动

态机制

　　传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主要侧重于贸易创造效

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等静态概念.随着新贸易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的快速发展,
规模经济、竞争加剧、技术流动、专业化收益以及

价值链分工等概念被逐步引入自由贸易区理论分析

框架.在新的理论框架中相对于静态效应而言,动

态效应可以通过技术进步、规模经济等路径使产出

可以在生产可能性边界斜上方移动.若忽视动态变

化,自由贸易区建立带来的贸易收益和福利变化往

往会被低估.

３１　考虑规模经济:贸易成本—规模经济—贸易

效应

Corden最早将规模经济的概念引入关税同盟理

论,其认为随着关税同盟的建立,由于生产要素被

充分利用,一国生产单位产出所需要的投入在逐步

减少[５].这种规模经济的现象往往在农业、自然资

源密集型的制造业以及服务业较为显著.考虑规模

经济情况下主要有两个影响渠道.一方面是成本降

低效应 (CostReductionEffect),即随着生产规模

的扩大,技术效率会进一步提高,行政成本也会得

到有效的分摊,运营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从而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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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Armington (１９６９)最早发现这种现象,并基于此提出了产

品异质性假设,即来自不同地区的产品 (进口品和国内产品)是不

完全替代的.

Eaton和 Kortum (２００２)方法基于 Ricardian框架下比较优

势理论,主要是将内生的可交易性引入上述 Armington模型中.假

设所有国家都有可以提供相同的产品,但由于技术或要素禀赋的不

同,它们提供这些产品的能力也不同.

Winters和Chang (２０００)通过实证验证了自由贸易区建立

与非成员国出口产品价格的下降显著相关.
以邻为壑效应是指一国采取的政策行动尽管对本国有利,

却会损害别国.



产品单位生产成本会快速下降,公司得以较低的平

均成 本 进 行 生 产.另 一 方 面 是 产 品 多 样 化 效 应

(ProductDiversificationEffect),即自由贸易区建立

后,市场规模变大,考虑到规模经济的存在,使产

品生产成本下降较大,原先生产成本过高的一些产

品获得进一步的发展空间,对每个成员国而言可以

享受到更多种类的产品,从而提高成员国消费者的

福利 (图２).

图２　考虑规模经济的理论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现有文献的总结,图３至图５同.

３２　考虑技术的跨国流动:贸易成本—进口效应—
技术扩散

技术扩散在国际贸易中非常普遍,一国可以利

用贸易作为中间体学习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先进技

术,从而提升该国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发展中国

家的技术进步往往依赖于较发达国家的技术传播,

而且传播途径主要是对进口产品的模仿.自由贸易

区的建立使得成员国间产品贸易变得更加便捷,加

快技术在成员国之间扩散的进程.另外,自由贸易

区建立之后,技术主要是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技术

扩散速度与成员国的吸收能力、治理因素、空间距

离和制度相似性共同决定 (图３).

图３　考虑技术扩散的理论分析框架

３３　考虑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贸易成本—投资流

动—贸易效应

作为Viner理论的延伸,Richard等最早提出了投

资创造效应 (InvestmentCreationEffect)和投资转移

效应 (InvestmentDiversionEffect)的概念[６].投资

创造效应是指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将其生产从本国的高

成本地区转移到低成本的成员国;投资转移效应是指

成员国将其生产从低成本的非成员国转移到成本更高

的成员国.影响渠道主要是,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得

成员国的跨国公司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加大在成员

国间建立分公司的力度,由于自由贸易区内部贸易成

本较低,跨国公司生产产品更倾向于在成员国间市场

进行流动,从而又进一步扩大自由贸易区成员国间的

贸易往来,产生较为显著的贸易促进效应 (图４).

图４　考虑投资流动的理论分析框架

３４　考虑国际分工方式的深化:贸易成本—分工深

化—贸易效应

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间分工初步发展

成为产品内分工,进入到一个以价值链分工为主

导模式的新时期,这逐步引发了学者从分工深化

视角考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影响机制.自由贸

易区的建立使得贸易成本不断降低,提高了成员

国市场相互渗透的程度,进而引起跨国公司生产

方式的变化,跨国公司逐步把部分生产工序外包

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从而

导致离岸生产活动越来越普遍.自由贸易区的建

立之后,区域间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各

成员国依据本国资源禀赋参与国际生产分工,通

过促进竞争提高了成员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

通过分工方式的改变使得成员国间贸易结构发生

显著的变化 (图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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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考虑分工深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４　实证方法的改进和经验证据的争论

自由贸易区理论分析常常基于特定的假设体系

下,自由贸易区能否提升成员国福利,能否转移成

员国与非成员国的贸易,最后还是要从经验研究中

加以佐证.随着 Viner提出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

移效应的概念,Endoh将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

效应概念从福利效应分开[８],带动自由贸易区绩效

评估的热潮,学者们围绕着自由贸易区对贸易格局

和社会福利变化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４１　实证方法的改进

４１１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方法在事前研究中被广

泛应用

事前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前的阶

段,主 要 的 研 究 方 法 为 可 计 算 一 般 均 衡

(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CGE)模型,主

要是对自由贸易区建成之后可能带来的影响进行一

些模拟和预测工作.由于具备理论基础和模型计算

相对简便、政策调整灵活以及可以准确判断政策实

施预期效果等优势,CGE 模型在评估自由贸易区方

面被广泛应用.其中,全球贸易分析项目 (Global
TradeAnalysisProject,GTAP)是在该领域应用最

广泛的CGE 模型,主要用于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贸

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以及贸易条件效应的效

果模拟.近年来,学者们根据研究需要对CGE方法

进行不断改进,发展迅速.扩展后的模型主要包括

动态 GTAP模型[９Ｇ１０],少数研究使用了考虑产业间

联系的LINKAGE模型[１１],涉及不完全竞争和产品

差异的 MIRAGE模型[１２]以及加入不完全竞争和规

模收益递增的 MICHIGAN模型[１３Ｇ１４]等 (表１).

表１　针对自由贸易区CGE模型的改进及研究概况

方法 作者 研究内容 主要观点 自由贸易区

LINKAGE模型 Thu和Lee[１１] 　对越南经济福利和部门调整

的影响

　到 ２０２０年越南的经济福利提升 ８４％.
许多制造业部门将进一步扩张,而农业、矿

产和燃料部门将收缩

　越南自由贸易区

战略

MIRAGE模型 Depetris等[１２] 　对成员国福利的影响

　将导致非洲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各部门之

间贸易格局的不对称变化;短期影响非常

小,而长期影响正向影响显著

　非洲自由贸易区

MICHIGAN 模型 Brown等[１３] 　对美国和日本福利和就业

影响

　对美国和日本的福利和相关部门就业影响

相对较小;对伙伴国影响大多是积极的,但

影响也不大

　美国和日本各自

的自由贸易网络

MICHIGAN 模型 Decreux等[１４]

　对欧盟和韩国贸易绩效的影

响,特别关注了非关税壁垒的

作用

　欧盟的化学品、机械、其他制成品行业以

及服务业的贸易绩效有所提升,但提高幅度

较小;韩国纺织品、汽车和其他运输设备行

业的贸易绩效也获得了提升

　欧盟—韩国

动态 GTAP模型 Hertel等[１５] 　对世界福利的影响 　长期来看对全球福利增长起到促进作用 　日本—新加坡

动态 GTAP模型 周曙东等[９] 　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的动态影

响分析

　各国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使得区域内

各国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在按照比较优势进

行调整的同时,生产资源也逐步从农业部门

向非农部门转移

　中国—东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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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引力模型是评估事后研究的主要工具

在过去几十年中,引力模型是评估自由贸易协

定事后影响的主要工具,大部分研究用虚拟变量来

表示自由贸易区建立,并使用收入和其他特征变量

作为控制变量,回归估计的虚拟变量系数为贸易创

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提供经验证据.然而,自由

贸易区的建立实际上并不是外生的随机变量,具有

较强的内生性,即如果国家间已经进行了较为频繁

的贸易往来,就会倾向于建立自由贸易区.自由贸

易区虚拟变量的系数不仅可以反映自由贸易区贸易

效应,还可能反映成员国间历史或政治关系对其贸

易的影响.另外,Ghosh和 Yamarik还使用极限分

析方法检验自由贸易区变量系数的稳健性,然而,
大部分研究的回归结果并不稳健[１６].Magee加入了

国家层面和年度层面的固定效应对引力模型进行了

扩展,发现前人研究大部分高估了自由贸易区的贸

易效应,他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对贸易流动的影响

大概只有３％[１７].随后,学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解决

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是使用面板数据并寻找合适的工

具变量,例如 Magee[１８]、Baier和 Bergstrand[１９]以及

Uzair和 Nawaz[２０];另一方面是使用非参数 (匹配)
计量方法,而后者是近几年兴起并逐渐流行的方法.

另外,引力模型中往往存在 “零贸易流量”问

题.以往的大部分文献中采用的是 OLS估计,但贸

易数据中大量存在零值贸易数据,取对数之后会导

致数据丢失,从而导致产生较大的估计偏差.针对

此问题,最近一些文献采取的是泊松伪极大似然

(PPML)非线性估计方法,并通过各种维度的控制

固定效应来获得参数的无偏估计.针对高维度固定

效应 (HDFE)的泊松伪回归模型,Correia等提出

的Stata估计方法提高模型的精度[２１].

４２　经验证据的争论

４２１　福利改进还是福利损失

在静态理论中,福利改进还是损失最终由贸易

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现有研

究对成员国贸易规模增长的来源争议较大,不同伙

伴国、不同开放协定以及不同产品带来异质性较为

显著.部分学者还认为贸易互补性较强、地理位置

相近的国家更可能产生贸易创造效应.现有研究大

多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会进一步扩大成员国间的贸

易,而且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从而使

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福利获得较大的提升.原瑞

玲[２２]、谭丹[２３]、徐芬[２４]、Uzair和 Nawaz[２０]分别

通过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秘鲁自由贸

易区、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区以及巴基斯坦—中

国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都发现贸易创造效应显著,
而且自由贸易区内贸易增长并未以贸易转移效应为

代价.然而,Arora等对中国—印度自由贸易区建

立进行了多方案模拟,认为贸易转移效应影响更

大[２５].Romalis[２６]、陈汉林和涂艳[２７]分别对北美洲

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考察,发

现自由贸易区建立产生了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

４２２　不同行业影响的异质性

不同行业影响的异质性也是学者们研究自由贸

易区关注的重要领域,通过对自由贸易区福利效应

在不同国家和不同部门进行分解,可以准确判断自

由贸易区建立产生收益和损失的原因.例如,Boyer
和Schuschny模拟了欧盟—南方共同市场自由贸易

区建立之后对南方共同市场各国贸易影响,认为自

由贸易区的建立将有利于促进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轻

工业产品的出口和重工业产品的进口[２８].Clausing
对加拿大—美国自由贸易区在产品层面上进行了分

析,发现在大多数部门,贸易创造效应往往存在,
但不一定存在贸易转移效应[２９].

４２３　对农业影响的关注

由于农业一直是各国自由贸易区谈判最为艰难

的环节,在分行业考察中,自由贸易区建立对农业

的影响是重点关注的领域.Cypriano和 Teixeira模

拟了南方共同市场—北美—欧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农

产品贸易自由化对福利影响,结果显示,随着农业

贸易自由化的提高,成员国福利增长显著,而且会

带动相关农产品产量的进一步增长[３０].Ciuriak等将

研究扩展到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主要省域层面,发

现自由贸易区建立在省域层面影响的差异也同样显

著存在[３１].Yang和 MartinezＧZarzoso利用面板数据

模型对CAFTA 的贸易创造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

显示自由贸易区建立产生了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
并对农产品和制成品出口有显著的积极影响[３２].

Parra等研究了南—北自由贸易区协定和南—南自由

贸易区协定对中东和北非地区的影响,由于中东和

北非地区国家的农产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前者

对中东和北非国家的出口更为有利,自由贸易区协

—０１—

�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２０21郾06（总 506）



定更加促进这些国家的农产品贸易[３３].相关自由贸 易区事前研究见表２.

表２　自由贸易区事前研究的总结

研究 研究目的 主要观点 自由贸易区

整
体
贸
易
效
应
考
察

Rutherford等[３４] 　对摩洛哥福利的影响
　使摩洛哥的福利增长约１５％,贸易创造效应远远

大于贸易转移效应
　欧盟—摩洛哥

Lee[３５] 　对成员国福利影响

　关税削减之后对两国影响微乎其微,在考虑竞争加

剧和生产效率提升情况下贸易转移效应影响较小,自

由贸易区建立对两国福利提升较为明显

　日本—新加坡

Park等[３６] 　对成员国的贸易效应

　CAFTA建成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与东盟贸易,但国

家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最大受

益国

　中国—东盟

匡增杰[３７] 　对成员国的贸易效应 　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 　中国—日本—韩国

Khorana和 Narayanan[３８] 　对印度主要出口部门的

影响

　多种开放方案,贸易创造效应始终大于贸易转移

效应
　欧盟—印度

分
行
业
贸
易
效
应
考
察

Arora等[２５] 　对两国货物贸易的影响
　所有商品的关税削减比专门产品的关税削减对两国

福利增加更大,而且贸易转移效应显著存在
　印度—中国

Boyer和 Schuschny[２８] 　对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贸

易影响

　有利于促进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轻工业产品的出口以

及重工业产品的进口

　 欧 盟—南 方 共 同

市场

Mold和 Mukwaya[３９] 　对成员国各行业贸易的

静态影响

　区域内贸易增长了 ２９％,受益最多的部门是制

造业

　东非共同体—非洲

共同市场—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

McDonald和 Walmsley[４０] 　农业贸易自由化对双边

福利影响

　随着双边农业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南非的福利

增长迅速,而欧盟的福利提升相对缓慢
　欧盟—南非

Ciuriak等[３１] 　对加拿大和韩国各地区

和各行业的影响差异

　自由贸易区建立扩大了韩国汽车业和重工业生产规

模,特别是在 Ontario地区;自由贸易区建立扩大了

加拿大的农业产出,特别是牛肉和猪肉产量,并促进

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减缓了重工业的扩张

　加拿大Ｇ韩国

４２４　长期动态效应的关注

大部分学者认为自由贸易区建立的长期影响比

短期影响更为积极,而且影响更加深远.从长期来

看,自由贸易区建立可以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
从而为成员国带来了较大的收益,在这种情形下还

不以牺牲非成员国福利为代价.自由贸易区建立之

后,随着区域内市场的进一步整合,会带来国家间

比较优势、分工方式以及技术进步等动态变化,从

而会影响成员国贸易结构的变化[１２].例如,中国—
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随着中国产品比较优势

的变化,中国贸易格局逐步从以初级产品、劳动密

集 型 产 品 为 主 转 向 以 资 本 和 技 术 密 集 型 成 品

为主[１０].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的兴起,最近几年学

者们开始从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研究自由贸易区带

来的影响,但此类文献并不多.随着自由贸易区的

非关税壁垒逐步取消,关税的不断削减,促进了世

界范围的中间产品贸易,频繁的中间产品贸易使得

国家间的价值链分工更加普遍,有效促进提升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４１].另外,彭冬冬和林珏从自由贸

易区协定深度的角度研究自由贸易区对区域价值链

合作的影响,其认为协定深度的提升促进了区域价

值链合作,而且贸易成本的降低是最为重要的影响

渠道[４２],马淑琴等也得出类似的研究结论[４３].

５　总结与评述

本文主要从自由贸易区理论起源及演变、影响

机制扩展、实证研究进展等方面,较为全面梳理了

国内外研究进展情况,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研究结果表明,自从 Viner的开创性工作以来,自

由贸易区建立对贸易格局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引起了

学术界广泛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一是

随着国际贸易理论演进以及自由贸易区制度安排的

变迁带动自由贸易区理论不断扩展以增强其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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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解释力.例如,自由贸易区逐步演变成自由

贸易区网络、产品同质性扩展到异质性、关税外生

转向关税内生等.二是新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以

及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逐步被引入到自由贸易区的分

析当中,各种效应生成机理和影响机制不断被延伸和

扩展.三是引力模型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是实证分析的

主要工具,自由贸易区能带来成员国贸易增长已达成

共识,但贸易增长来源争论较大.基于自由贸易区发

展情况以及以往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未来关于自由

贸易区研究主要会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５１　构建农业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推进和农业 “引进

来”与 “走出去”同步发展将带来新的一波研究

浪潮

随着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逐步实施,中国农

业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新形势

下,中国农业将面临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 “双循

环”,中国农产品贸易形势和格局将在不断发生变

化,这些将引发学者研究自由贸易区对农业长期和

动态影响的持续关注,而且中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

实施也为研究这些现象提供了绝佳的准自然实验.
然而,现有研究主要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区对制造业

或服务业的影响,对农业的关注较为不足,而且往

往局限于对农产品贸易静态效应的考察.另外,随

着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不断推进,中国农业 “引
进来”与 “走出去”同步进行,目前这种 “你中有

我和我中有你”的农产品贸易 “竞合”模式更加要

求贸易规则的兼容性和协调性.在贸易摩擦频繁发

生的背景下,如何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构建内需

可控的农产品供应链也是未来迫切研究的问题.

５２　网络结构效应、动态效应和异质性效应及其影

响机制将是该领域研究未来突破的重点

一是探讨不同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形成对区域

间贸易和福利变化的影响机制.尽管现阶段已有部

分文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贸易网络结构进行

经验分析,但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通过何种机制影

响区域间贸易和福利变化仍然讨论不足.随着各国

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不断推进,自由贸易区网络结构

将更加复杂化,不同的网络结构对贸易和福利的影

响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二是研究自由贸易区长

期运行之后对成员国的动态影响机制.当前,许多

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已经实施多年,区域间市场融

合逐步加深,推动贸易变化的影响机制是否发生改

变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动态变化,相关深层次机理的

挖掘仍然不够.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在长期运行之后,
区域内分工方式、技术扩散等动态变化带来的贸易

格局和社会福利变化是当前该领域研究的前沿,也

是未来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三是自由贸易区贸易

效应异质性及其生成机理.现有研究较少考虑自由

贸易区协定以及进出口贸易异质性影响.目前的研

究大多聚焦于贸易总额,或者是进出口其中一个方

面,或者是单一的自由贸易区,不同自由贸易区建

设以及进出口带来的异质性影响的研究仍不多见.
随着自由贸易区合作方式多样化、条款复杂化,不

同的开放协定、产品类别、伙伴国带来的贸易效应

异质性机理将是该领域研究的重点.

５３　新方法的运用将有效识别和检验自由贸易区各

种效应及其生成机制

在研究方法上,具有理论和实证相结合的研究

方法将更受欢迎,例如,最近开始流行的动态随机

一 般 均 衡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模型将会逐步引入到该领域;
随着中间产品贸易等概念纳入理论引力模型框架中,
这方面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也将增长迅速.
多种方法结合运用也更加具有实用价值,例如,

CGE模型赖于较为复杂的假设体系,模拟结果极易

受假设框架变化而产生较大误差,将计量经济学模

型与基于 CGE的政策分析结合起来,可以产生更加

丰富的研究结论,从而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决策

建议.另外,在实证方法方面,内生性问题始终是

不可避免的话题.随着以倾向匹配、双重差分、三

重差分、合成控制和断点回归为代表因果推断方法

的推广,将会为原有理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也将

更好地指导中国后续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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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化发展是推动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必要手段,是实现乡村治理

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本文以数字技术如何赋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而展开议题,选取广

东省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新模式为案例,从空间、权力与利益三个维度展现数据赋能

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和运行机理.研究发现: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依赖于数字技术的

应用,数据赋能通过空间再造,突破时空区隔,实现乡村跨域式治理;通过权力整

合,缩短权力距离,实现乡村互动式治理;通过利益联结,协调多方利益,打造乡村

治理共同体.同时,数字技术赋予乡村治理从观念上树立 “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主体上激发村民能动性并打造治理人才队伍,制度上线上与线下有机结合,方式上实

现从 “被动应付”到 “主动服务”,从 “事后处置”到 “源头防治”的有效升级,从

而构建了数字乡村治理系统,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
关键词:数字乡村;乡村治理;数据赋能;系统构建;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２

１　问题提出

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 «关于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要 “实施数字乡村战

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１];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
提出 “着力发挥信息化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中的基础支撑作用,繁荣发展乡村网络

文化,构建乡村数字治理新体系”[２];２０２１年中央

一号文件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３],指明数字化是农村现代化的行动方向.
数字乡 村 是 “十 四 五” 时 期 的 “布 局” 重 点 和

“破局”关键,是推动中国实现乡村振兴和乡村

治理现 代 化 的 重 要 驱 动 力.例 如,贵 州 省 建 设

“数字乡村建设监测平台”,创新村镇生活垃圾收

运、乡镇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以 及 传 统 村 落 建 设 管

理[４];浙江省德清县与阿里巴巴软件有限公司合

作,以数字建设为契机,率先构建 “数字乡村一

张图”平 台[５],实 现 乡 村 精 准 化 治 理.由 此 可

见,数字技术赋予乡村以可持续内生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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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数字乡村治理实践呈快速上升发展趋势,其

发展潜力令人振奋.
尚待回答的问题是,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

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功能定位是什么?
在实践过程中,数字技术如何赋能乡村治理,最终

构建了怎样的乡村治理系统?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乡

村治理的实践考察关注不多,研究重点在 “数字技

术赋能”和 “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联系.本文

通过对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县广东省阳西县这一

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在阐述数据赋能乡村治理

的实践过程、运行逻辑及演变结果的基础上,进一

步总结了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为解答以上问

题提供参考,也为其他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地区提

供借鉴.

２　文献回顾

当前,数字化基础设施正不断覆盖乡村地区,
数字化治理方式也不断向乡村治理领域延伸.维克

托提出基层政府通过大数据平台积累大量数字治理

的经验,数字技术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工具[６].
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并开展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主要对数字乡村治理的概念内涵、功能

作用、现实问题以及有效路径等进行探讨,形成了

一些基本结论.
对于数字乡村治理的概念研究,学者们的研究

主要分社会治理和技术治理两个角度.从乡村治理

角度看数字乡村治理是数字治理在乡村社会治理中

的扩展与应用,是通过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数字

技术推动乡村治理主体、治理过程、治理内容、治

理方式等治理要素的数字化系统构建过程[７];基于

技术治理理论来看,数字乡村治理是以乡村振兴为

目标,通过多领域、多层次、多范围的数字赋能,
弥补传统治理缺陷,促使乡村治理能力由低水平向

高水平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新兴的乡村治理模式[８].
本文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是以数字技术为动力赋予

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以促进开展参与、互动与合作

的乡村治理过程,是关系到乡村治理体系优化和能

力提升的系统性工程.
数字技术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潜力深刻地影响

着乡村治理.第一,作为信息工具,数字技术具

有应用广泛、信息丰富的特点,能够通过整合及

共享数据资源,塑造数字化共享平台,实现跨地

域、跨部门、跨功能的数字乡村公共服务三维整

合[９].第二,作为协调工具,数字技术促使各个

治理主体纳入微信群或 APP软件的同一平台中,
在平台中部门间的合作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各主

体进行频繁的信息互动和交流协商,这促进了数

字乡村治理主体间的线上交往、线下协商和多维

互动[１０].第三,作为分析工具,大数据分析统计

改变了 在 监 管、服 务 和 反 腐 领 域 的 乡 村 治 理 方

式,使基层政府的管理能力、决策能力和监督能

力得到科学地提升[１１].由此看来,数字技术通过

信息、协调和分析等工具属性,赋予乡村治理以

资源整合、多维互动与能力拓展等价值属性.因

此,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具有无限潜力,会给

整个乡村治理的运作方式带来颠覆性变化.但现

阶段研究较少从赋能视角来探讨数字技术在乡村

治理的运作过程和演变结果.
当然,既有研究表明,目前数字乡村治理过程

中依旧存在着不少问题.例如,乡村传统的思维束

缚,基层有限的数据驾驭能力,滞后的数据开放进

程以及巨大的信息安全挑战等问题[１２];数字技术

赋能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个人面临着观念与文化的困

境,组织面临着参与与承接的困境,社区面临着制

度与结构的困境[１３].大数据使得乡村治理主体模

式、决策模式、应对模式、服务模式发生根本性变

革,但也存在着数据采集标准不一、数据管理更新

缓慢、数据共享孤岛壁垒等过程性阻滞因素以及法

律缺 失、人 才 短 缺、技 术 不 足 等 根 源 性 阻 滞 因

素[１４].学术界同时也对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有效

路径进行了研究,如可以从制度建设、数据采集、
机制设计和效果评估四个方面突破乡村综合治理中

的数字监管问题[１５];还可以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

新的扩散效应,弥合城乡的信息鸿沟[１６];更要通

过延续乡村地域的历史文化、保护乡村自然的生态

环境、重塑乡村的在地性资源以及构建乡村情感共

同体来保持数字乡村性价值[８].总之,现阶段关于

数字乡村治理的研究大部分是以理论和政策探讨为

主,鲜少结合数字乡村治理个案的实践情况进行深

度剖析.
综上所述,伴随着数字技术这种新型的治理媒

介出现在乡村治理领域,一种全新的数字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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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逐渐形成.现有的研究为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提

供了很好的理论指导,但仍然存在可拓展的空间.
一是现有研究大多强调数字技术是实现乡村治理现

代化的现实需要,鲜少基于赋能视角来关注数字技术

在乡村治理中的内蕴价值和运作潜力.二是现阶段的

研究更多是从理论层面分析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

功能作用,但缺乏中国实际场景下数字乡村的实践以

及对其发展趋势的探索.因此,本文将在前述基础

上,结合中国数字乡村的实践案例,厘清数字技术与

治理创新之间的逻辑关系,遵循 “空间再造—权力整

合—利益联结”的数据赋能逻辑,从整体视角下总结

数字技术驱动乡村治理系统构建的路径,从而为走好

数字时代的乡村治理之路提供理论指导.

３　案例研究:基于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

理的实践经验

３１　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状况

阳西县位于广东省西南的南海之滨,东临粤港

澳,西接北部湾,南联自贸港,地理位置优势明显,
为数字化发展带来了绝佳的外部环境.２０１９年阳西

县展开村镇５G网络的布局,以实现县内镇区５G全

覆盖为目标,建成了５G基站共１２２个,行政村光纤

宽带通达率达到了１００％,形成宽带、５G、WIFI速

度均达到１０００M 的 “三千兆”网络数据中心,让大

数据、互联网等技术在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社会治

理中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２０２０年,阳西县政府联

合数字广东网络建设有限公司、中国移动阳西分公

司以及中国联通阳西分公司等全力打造了 “山海阳

西”APP,建立了 “粤省事”阳西板块、智慧信访

数字平台、 “三农”科教服务平台、 “互联网＋党

(政)务”服务平台等,实现了跨区域、跨系统、跨

部门、跨层级、跨业务的乡村管理和服务.阳西县

在利用数字技术推动乡村治理方面的表现突出,数

字平台的应用也走在全国前列,是中国数字乡村建

设的典型案例.
阳西县抓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提

出开展数字乡村试点的良好契机,把数字技术融入

乡村治理的工作体系中,致力于基层治理、智慧政

务、乡村振兴三大模块,颁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展开

数字规划,不断让 “互联网＋乡村”充分融合,释

放数字潜能.阳西县 “数据赋能”乡村治理模式初

步实施效果明显,截至２０１９年年底,阳西县利用

“互联网＋党 (政)务”服务平台组建成立市县乡三

级政务服务体系,实现 “一网通办”服务,打造政

务服务的 “绿色通道”,完成对８个镇,１４９个村级

服务中心的信息化联结.阳西县打造 “一村一品、
一镇一业”的短视频矩阵,创新 “荔枝１２２２１市场

跨域营销体系”,带动了乡村的经济振兴.截至

２０２０年年底,阳西县建设了覆盖全县的综治视联

网,创立了涵盖党代表、人大代表、人民调解员、
志愿者、公共法律服务者于一体的 “五室合一”矛

盾调解联动信息平台,累计成功调解案件４０００多

件,办结率高达９９６％,有效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阳西县创新 “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模式,将网络、
技术、数据和知识集结于数字平台推动乡村治理,
构建全方位全覆盖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２０２０
年成功入选国家数字乡村发展试点县.

３２　空间、权力与利益: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

理的内在逻辑

数字技术作为赋能工具,驱动信息流通和资源

共享,贯穿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的始终.阳西县利

用数字技术破解传统乡村治理的瓶颈问题,搭建多

主体合作的数字化治理平台,完成了乡村治理的数

字化部署,关联性谋划和协同性推动.数据赋能乡

村治理从空间、权力与利益三个维度展开,依照再

造乡村治理空间、整合基层权力碎片与联结乡村利

益共同体的赋能逻辑,实现跨域式、互动式与协作

式的乡村治理,最终促进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图１).

３２１　空间再造:数据赋能突破时空区隔,实现乡

村跨域式治理

乡村治理涉及工作面宽、工作量大、事务繁杂,
以往的乡村治理主要依靠基层村干部解决难题.干

部面对的相关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处理范围有限,
更难以应对在外务工村民的需求,处理问题时得给

各个部门打电话或跑上门进行协调联络,常常多头

跑、重复跑.阳西县政府为了方便乡镇农民、在外

务工农民进行事务办理,将互联网、人工智能、５G
等技术赋能到农业农村领域,设立 “粤省事”“粤政

易”等阳西板块的数字化服务平台,通过网络公共

空间再造乡村治理公共空间,实现跨地域、跨层级、
跨时空的数字化乡村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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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空间—权力—利益的运作逻辑

　　第一,跨地域的资源流动,改造了乡村治理空

间形态.数字平台具有网络外部性,阳西县依托数

字化服务平台,打造跨省通办的政务系统,通过跨

地域的网络资源流动,让外出务工村民与户籍村庄

紧密连接,方便了异地群众线上办事.村民无论身

处何方都能基于数字平台与社会连接,即使 “人”
不回村,也能线上办理村内事物.例如, “粤省事”
平台基于外出务工村民的异地属性开办跨省通办服

务,可以全流程异地免费办理所需业务,村民只需

提供线上填报资料,通过 “粤省事”政务中心跨省

通办窗口提交证明,再由工作人员通过帮办代办程

序,为其解决问题.数字赋能不仅把村民的所处空

间与户籍空间联系起来,也为跨地域的乡村治理提

供了技术支持.
第二,跨层级的数据交换,打破了乡村治理结

构限制.互联网平台的应用是数字乡村治理的基础.
数字平台的搭建一方面为乡村治理日常的数据交换

和沟通协作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缓和了科层结构

下职权地位和任务分配不匹配的问题.当某一乡村

治理事件进入 “粤省事”平台时,社保、民政住建

等所有部门可在统一平台内进行点对点的沟通交流,

杜绝了职权冲突的问题,加快了事件解决的周期.
市、县、乡三级政府在统一平台联动共治,避免

“条块分割”的孤立局面,让乡镇政府围着事情转,
不再是围着上级政府部门转,只要在粤省事平台做

好协调配合工作即可.因此,数字技术推动政府实

现跨层级的数据交换,提升了乡村治理的部门协作

能力.
第三,跨时空的交流互动,营造了乡村治理公

共场域.数字技术能将分散在不同时空的村民汇集

到网络空间场域,通过网络虚拟空间的构建,村民

与政府就乡村治理问题直接进行讨论互动.在农村

社区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基础上,阳西县织篢镇建立

“面对面”视频服务平台,截至２０２０年年底已建立

微信服务群１５个,入群４１８０人.基层政府利用

微信群服务平台采用语音、视频方式可以面对面

了解群众需求,也给许多不会打字的老人带来了

极大便利.村干部将群众反映的问题及时归纳到

信息服务平台,能解决的问题在５个工作日进行

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及时上报给县级政府的

社保、民政、住建等相关 部 门 解 决. “微 信 群”
等数字技术能营造乡村治理网络公共场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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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时空 的 治 理 连 接,提 高 乡 村 治 理 的 “共 同 行

动”能力.
由此可见,阳西县政府打造多个数字服务平台,

能够充分叠加和融合物理空间和数字空间,重构政

府之间、村民之间的连接,通过跨地域资源流动、
跨层级数据交换以及跨时空交流互动,打破乡村治

理时空分离的局限性,为再造乡村治理公共空间提

供支撑,实现乡村的跨域式治理.

３２２　权力整合:数据赋能缩短权力距离,实现乡

村互动式治理

以往的乡村治理中,依照自上而下,由中央到

地方到群众的治理逻辑,职权通过层层下放到基层,
地方基层成为治理结构的重要 “衔接点”.上级政府

监督不到,村民群众也不加以关注,基层权力容易

成为监督的 “盲点”,导致乡村治理中出现权力重

叠、定位不清的现象.为此,阳西县政府全力打造

“互联网＋”村级政务服务中心,推行 “清单式”权

力监督方式,加强乡村治理中的权力整合,以保证

数字乡村的健康发展.
第一,克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促进农民话语

权回归.微信、微博、QQ等大众传媒方式融入乡

村治理,促进了乡村信息快速、高效流通,克服了

信息传播自上而下的单向性,削弱了政府的控制

权,为农民话语权回归提供了可能性.阳西县基于

“互联网＋党建”平台,打造覆盖农村信息获取、
村务计划决策、政务反馈评价等各个阶段的信息汇

集板块,村民一方面可以通过政务网站进行需求检

索,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政策走向和热点问题,及时

感知乡村发展动态,提出自身的真实需求;另一方

面可以通过电脑、微信等查询村级政务、事务、村

务的办理情况,利用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热线、举报电

话等方式对基层政府进行监督.数字技术搭建了村

民与政府互动的 “桥梁”,不仅能够拓展村民的新

型话语渠道,精准表述其意愿和心声,而且能够拓

宽村民参与权力监督的渠道,赋予和保障其监督

权力.
第二,云端职权下放到村,缓解基层权力的碎

片化.互联网的嵌入使得本应由县级、镇级政府办

理的事项,经由信息流转和平台操作实现基层下沉

代办,促成权力的 “云上下放”,缓解基层政府 “心
有余而力不足”的状况.例如,阳西县推动 “一门

式,一站式”便民服务,打造了 “山海阳西”APP
村级代办服务便民中心,各乡镇板块设立包含社保、
医保等在内的５个办事窗口,可代办３２项业务,添

加了智慧交通、污水处理、住房办理、垃圾收运、
传统村落等８个业务部门.线上村级服务便民中心

的设立,既能有效界定基层政府的权责界限,合理

分配治理任务,也能方便群众在家门口办理计生、
民政等相关事项.因此,政府利用数字技术打造村

级云上治理平台,基于平台,基层政府与上级政府

进行业务互动,不仅能延伸基层政府的治理范围,
又能赋予基层政府开展 “云端治理”的权力,满足

村民的基本需求.
第三,改变小微权力监督方式,让权力运行在

阳光下.大数据具有去中心化等特点,将大数据技

术引入乡村治理领域,能够对基层权力进行全方位、
多角度的监督,使得基层权力运行可视化、透明化.
阳西县政府特别注重数字化监督的作用,为了规避

基层干部的廉政风险,阳西县纪委梳理汇总各类村

级事项,聚焦村内 “三资”问题,制定 «村级党建

工作清单»«村 “三员”监督履职正负清单» «村级

权力服务清单»,对涉及村级的６３项权力进行分解

细化,精简到１０类２８项,并将其绘制成流程图表

录入阳西县政府网信息平台、 “山海阳西”APP、
“互联网＋党 (政)务”数字平台等,对小微权力实

行 “清单化”管理.通过数字平台,上级政府和村

民都能够快速把控各个村镇人力、财力、物力情况,
压缩村干部权力寻租空间,精准对焦基层苗头性问

题和轻微违纪问题,进行及时的监督敲打提醒.“清
单式”监督方式能克服监督滞后问题,切实强化上

级政府和下级村民对小微权力的作风监督,推动权

力监督的上下联动,让基层权力运行在阳光下.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中一方面能克

服信息传播的单向性,加快信息的流转速度,缩短

权力的纵向相对距离;另一方面能促使 “云端权力”
下放基层,扩展基层政府的治理范围,整合基层政

府的权力碎片.数据赋能乡村治理不仅促进权力的

“云上整合”,也促进权力的 “联动监督”,营造风清

气正的数字乡村发展环境.

３２３　利益联结:数据赋能协调多方利益,打造乡

村治理共同体

传统乡村治理中,同一地区的农民群众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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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前提下逐渐瓦解成利益 “小团体”,尤其随着

外出务工村民的人数增加,更加剧了乡村共同体的

消解,导致乡村治理呈现碎片化、复杂化.为此,
阳西县政府依托大数据、互联网建立起乡村治理的

情感联结、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打造乡村治理共

同体,形成共治共享的格局.
第一,开展线上仪式活动,增进乡村情感联结.

数字技术在社会交往中扮演着重要的 “黏合剂”角

色,在开展线上仪式活动中发挥着节点作用.线上

仪式活动为村民的情绪表达提供可能,能促进村民

间的互动交流和团结,增强村民的依赖感和归属感,
打造乡村情感联结共同体.尽管大量年轻劳动力外

流, “线上乡村”密切了 “游子”与乡村的情感联

系,成为众多村民存放 “乡愁”的精神家园.阳西

县打造 “山海阳西”APP,不仅为开展线上仪式活

动提供互动平台,也提高村民对乡村的情感认同,
维系乡村的情感网络.例如,在植树节期间,村民

可通过 “山海阳西”APP认种认养树木,线上认种

后由镇干部组织村民开展义务植树活动,村民群众

为打造美丽乡村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开展线上仪

式活动,加强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进

乡村的情感联结,营造良好的乡村治理氛围.
第二,壮大乡村集体电商经济,增进乡村经济

联结.区块链、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的

作用不容小觑,不仅能通过跨区域的信息流动拓展

农产品的市场销售渠道,盘活地方资源,而且能通

过发展特色产业电商经济,实现村集体经济的增收.
阳西县以村为单位打造短视频矩阵,形成社会化生

产、网络化经营,市场化营销的乡村集体电商经济

发展模式.如阳西县程村镇村民在这一发展模式下

的家庭收入可达３０万元,实现乡村电商经济的集体

增收.一是村两委通过 “三农”科教服务平台实时

关注农业信息,预估农产品市场动态,积极为村民

做好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工作.二是村民基于

村集体联结形成 “蚝协会”,共同协作打造了一条蚝

产品产业链,产业链上的养殖户、服务者和销售者

都来自同一村集体.三是 “蚝协会”通过短视频建

立蚝产品购销网络,打造产销一条龙的电商模式.
数字技术便利农业信息传递,拓展网络化销售渠道,
促进农产品产销一体化,增进每个村集体的经济联

结,有利于村民实现共同致富.

第三,推动乡村媒介自组织建设,增进乡村政

治联结.将微信群、APP等数字化平台引入乡村治

理,能将村民、村干部以及其他公职人员涵盖其中,
为乡村自组织的频繁交流奠定基础,推动乡村媒介

自组织建设.乡村媒介自组织是基层政府工作人员、
村民以及其他公职人员通过数字平台的联结进行日

常互动,是一支乡村治理的线上队伍.阳西县建设

了覆盖全县调解人员的信息系统,打造了人大代表、
律师、志愿者等五位一体的基层矛盾调解组织,调

解人员基于 “五室合一”线上平台进行业务交流和

矛盾调解,这种矛盾处理方式有益于在矛盾产生的

源头进行柔性处理,能提升矛盾纠纷的处理效能.
数字技术方便快捷地建立乡村治理自组织成员间的

联系,焕发组织成员线上联动的治理活力,构建共

建共治的乡村治理格局.
由此可见,数字技术通过线上仪式活动强化农

民 “村庄情感”、发展乡村电商经济巩固村庄 “经济

联结”以及建设媒介自组织深化乡村 “政治联系”,
激发村内党员等乡贤人士的治理热情,凝聚村民振

兴乡村的共同行动力,进而重构乡村治理利益共

同体.

４　实践启示:数据赋能驱动数字乡村治理的

系统构建

　　 “十四五”时期要着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
实现乡村振兴,而新时期乡村振兴的主战场是乡村

的数字化建设.因此,分析阳西县利用数据赋能乡

村治理取得的经验,可以为更好地推动中国其他乡

村地区系统开展数字化建设工作提供启示.数字技

术经由空间再造、权力整合与利益联结的赋能逻辑,
赋予乡村治理以跨越时空、紧密互动、广泛协作的

治理能力.同时,数据赋能赋予乡村治理以新的治

理理念,扩充乡村治理主体,创新乡村治理机制和

升级乡村治理方式,最终构建一个数字乡村治理系

统 (图２).

４１　治理理念:赋予乡村治理新的价值理念

４１１　树立 “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

数字赋能在推进乡村社会变革的同时,也赋予

乡村治理新的价值理念.客观来说,数字科技驱动

农村电子政务、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的数字化,并

通过信息整合、资源流通、精准服务等方式造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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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系统构建

民群众,真正体现 “以民为本”的治理内涵.数字技

术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公共对话渠道,使得基层

政府更加重视村民个体在互联网的情绪表达.基层政

府利用互联网更广泛、更深入地感知村民群众的真实

需求,了解乡村社会的治理痛点,从而更准确、更及

时地与村民沟通,去解决问题.数据赋能通过不断畅

通农村社会的信息传递,实现乡村事务的线上治理,
弱化 “以官为本”的思想,强化 “以民为本”的思

想,倒逼基层政府转变治理理念,将 “农民需求为

本”作为数据赋能下基层政府的执政理念.

４１２　重构基层干群信任关系

数字化乡村建设过程中,电子政务、智慧信访等

平台促使政策信息的传播绕过中层组织,直接从信息

发布源头向信息接收尽头流动,加强乡村治理中村民

与政府的信息关联程度.基层政府在利用微信平台等

实施 “面对面”互动式治理时,是将 “自上而下”的

政府治理逻辑和 “自下而上”的社会需求逻辑有机融

合,实现 “上级政府主导”与 “下级村民主体”的结

合[１７].数字平台可以使得基层政府与村民以平等对话

的方式进行沟通,同时也使得基层群众的真实需求得

到确切回应.这种 “有求必应”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密

切基层政府与群众的互动联系,使得乡村治理充分尊

重民意,改变村民群众对政府的刻板印象,提高群众

对政府的满意度,重构基层干群之间的信任关系,让

数字化乡村治理得以有效运行.

４２　治理主体:扩充乡村多元化治理主体

４２１　激发基层群众的能动性

基层群众既是信息的使用者,也是提供者,更

是促进乡村数字化治理的内生动力.数据赋能从激

发村民群体的自我主体意识出发,通过经济、资源、
权利、地位等多元层面介入,有效改善村民的弱势

地位,最终促进乡村社会的振兴发展[１８].第一,大

数据赋予农民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力,农民能提出自

身利益诉求,通过数字化传播,农民的话语权得以

强化.第二,互联网等数字媒介拓展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渠道,村民政治参与不再固守原有的层级结

构,而是基于网络 “虚拟平台”通过电子政务的方

式咨询、投诉和监督村级政务,实现乡村治理的跨

级参与.这样一来,基层群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被唤

醒,成为乡村治理的 “主力军”.数据赋能强化农民

的话语权,唤醒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从而激发农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动性,提高乡村治理基层群众

的参与程度.

４２２　打造乡村治理人才队伍

数据赋能很大程度打破乡村治理的人才限制.
第一,数字技术把治理主体集中在网络空间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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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乡村治理主体分布广、流动性强等问题.基于

网络空间,各治理主体的互动联系快捷且方便,可

以实现乡村治理跨区域、跨时空的合作交流.第二,
互联网将基层优秀骨干囊入其中,政府可以依照不

同主体的专业能力合理分配治理岗位,引导其有序

参与乡村建设.无论是乡镇党政干部、驻村干部、
农村青年、返乡大学生等都能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

支持.阳西县 “五室合一”的模式已经证明数据赋

能乡村治理带来的人才凝聚力,数字技术通过再造

“网络治理空间”,丰富和扩展数字乡村的治理主体,
融合多方主体的治理能力,培养出一支具有信息化

思维的 “三农”人才队伍.

４３　治理机制:创新乡村治理协作机制

４３１　建立线上、线下互动机制

在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过程中, “互联网＋党

(政)务服务”的整体布局打造了跨层级、跨部门的

数据信息 “整合舱”,能够实时更新调配不同区域的

信息资源,加快上下级政府之间和政府内部的数据共

享,实现市、县、乡三级政府的治理联动.乡村基层

政府可以根据互联网政务平台确定上级政府部门制定

的权力清单和注意事项,并依照要求优化基层互联网

办公流程,完善线上线下的对接机制.上级政府可以

充分动员村民通过政务网站等平台自下而上监督基层

政府,加强对 “小微权力”的责任问责.阳西县 “清
单式”小微权力监管方式或许为构建线上、线下乡村

治理互动机制提供了不错的思路,既能保证自下而上

的民诉上达,又能保证自上而下的权威监管,推动乡

村党务、政务、财务等基层治理的公开透明.

４３２　建立利益共享的合作机制

数据赋能从村庄整体和村民协作两方面满足村

民在生产、生活中的共同利益需求.第一,基层政

府利用数字技术打造乡村集体经济产业链,通过提

高村民经济收益来吸引、组织村民参与村集体内部

的供销协作,并通过网络化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销

售渠道,实现村庄整体的精准脱贫和经济振兴.第

二,数字技术拓展了乡村治理的公共性, “数字平

台＋乡村治理”的模式使得乡村治理不再是政府部

门的任务,线上的协作交往和工作对接能增强村民

对乡村治理的团队意识和集体意识,促使村民对集

体产生依赖感和归属感.数字技术通过连接乡村集

体的经济利益和凝聚村民对集体的情感,提高村民

对乡村治理的协作配合程度,从而推动线上乡村治

理,建立利益共享的合作治理机制.

４４　治理方式:促进乡村治理方式升级

４４１　 “数据＋云上服务”:从 “被动应付”到

“主动服务”
数字农村建设就包括农村公共服务这一重要内

容,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发展,农村对公共服务的需

求不断增加.以往村民需要到市里或镇里才能进行

证件办理、申请医疗救助,而且需要提供各项证明,
填写各类表格,信息依靠纸质形式传递,政务办理

的时间久,非常不方便.政府利用数字技术创新乡

村公共服务方式,打造覆盖农村信息获取、村务计

划决策、政务反馈评价等各个阶段的数字化服务平

台,将公共服务辐射到整个乡村.基于数字云平台,
政府将业务办理流程简化成 “电子办理”,能够提高

基层政府的办事效率,压缩村民的政务办理时间,
提升村民对基层政府的服务满意度.同时,借助微

信群服务、APP服务等方式,村民与政府搭建交流

互动的桥梁,村民能够在 “云平台”快速提出自身

的利益诉求,政府也能准确掌握村民需求的动态信

息,采取 “主动服务”的方式精准回应群众诉求,
乡村公共服务形成了从需求到回应的闭环流程,即

“有求必应”.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促使乡村公

共服务方式由传统 “被动应付”到数字乡村 “主动

服务”转变,满足群众对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需求,
实现了公共服务的精准下沉.

４４２　 “数据＋预测分析”:从 “事后处置”到

“源头防治”
数字乡村建设进一步覆盖了农村移动网络,强

化了乡村数字化治理的预警功能.以往乡村治理大

多依靠人力巡查发现问题,常常因为巡查人员经验

不足或是疏忽疲劳等纰漏,造成传统乡村治理中风

险隐患突出,且传统乡村管理手段多为事后被动处

置,使得乡村矛盾叠加,损失成倍剧增.数据赋能

乡村治理能有效发挥大数据 “虚拟预测”和村干部

“现实防范”的双重作用.第一,政府利用遥感技

术、电子监控等数字化手段,能够全面掌握乡村社

会各方面的信息.第二,政府通过数字技术的智能

发现和数据分析功能,审视和分析乡村隐患问题的

发生规律,形成多场景的提示和预警.第三,通过

“虚拟平台”的自动派单,村干部能及时有效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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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Ｗｏｒｌ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２０21郾06（总 506）



领域进行风险的预防化解工作.大数据开拓了乡村

治理的新形式,促使乡村治理方式由传统 “事后处

置”到数字乡村 “源头防治”的升级,引导乡村治

理的动力前置,提升乡村的应急管理能力.

５　结语与讨论

在传统农业农村的数字化转型路上,技术或数

据是一个基础层面,是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动力

源泉.如何应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是一个至关

重要的理论和现实问题.阳西县数字乡村治理的实

践已经证明数据赋能在空间再造、权力整合和利益

联结方面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数据赋能乡村治

理是通过跨地域的资源流动、跨层级的数据交换和

跨时空的交流互动,突破治理的空间区隔;通过促

进农民的话语权回归、整合基层的权力碎片和有效

监督小微权力运行,突破治理的权力区隔;通过强

化乡村的情感联结、经济联结和政治联结打造乡村

治理共同体,突破治理的利益区隔.同时也应看到,
数据赋能从 “以民为本”的治理理念、多元化的治

理主体、协作化的治理机制和数字化的治理方式四

个层面来构建数字化乡村治理系统,旨在将数字化

思维和技术赋能到乡村治理场域,以期更好地打造

数字化乡村治理格局.
本文探讨数据赋能乡村治理的功能定位、运作

逻辑以及应用效果,丰富了数字乡村治理研究,为

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此外,以数字

技术为抓手的乡村治理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新的机

遇,是中国数字乡村建设的有益探索.数字乡村建

设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要实

现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引入,
同时还应更注重基层政府对于技术的吸收和利用,
基层政府如何统筹推进数字技术在政治、经济、民

生方面的应用,安排合理的配套措施从整体上推动

乡村数字化治理才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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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视角下中国油葵生产率
测算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特色油料作物产业体系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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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 目: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技 术 体 系 特 色 油 料 产 业 专 项

(CARSＧ１４Ｇ１Ｇ３２),农业部油料监测预警分析专项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作者简介:李立辉 (１９７９—),女,湖南长沙人,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 向:农 产 品 竞 争 力 及 效 率 研 究、油 料 产 业 经 济,EＧmail:

５４５０４４８７＠qqcom;张雯丽 (１９８２—),女,湖北十堰人,管理学博

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产品市场贸易与产业政策、油料产业经

济,EＧmail:zhwl１２２９＠１６３com;王 恒 (１９９１—),男,山 东 泰 安

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摘要:特色油料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同时更好地带动区域经

济,实现乡村产业振兴.本文以油葵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选用较前沿的 GML
模型和EBM 模型,从动态和静态角度测算油葵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在区域

尺度上进行比较.经实证分析后得知:①油葵的全要素生产率呈增长状态,油葵的技

术效率仍有待进一步提升;②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③油葵

生产存在规模效应;④以新疆、甘肃等省份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是中国油葵生产的优势

产区.对此,本文提出强化技术推广、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

建设特色油料农产品功能区等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率;技术效率;全要素生产率;油葵

DOI:１０１３８５６/jcn１１Ｇ１０９７/s２０２１０６００３

１　引言

油料作物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在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２０１７年中央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指

出, “加快构建粮经饲协调发展的三元种植结构”
“巩固主产区棉花、油料、糖料生产”.２０１９年中央

一号文件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做好 “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再次提出在

提质增效基础上,巩固棉花、油料、糖料的生产能

力.在油料作物中,油葵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

五大油料作物之一,在中国种植面积仅次于油菜,
也是世界第二大油料作物.

葵花籽油富含丰富的营养元素、脂肪含量低,
可以补充人类所需的营养元素,近年来越来越得到

人们的认可.葵花籽油的推广,再加上向日葵适应

性强、产量高、利用价值高,使得向日葵产业近年

来有了较好的发展.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１９７８—

２０１８年,葵花籽播种面积由３１９７３千公顷增加至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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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１３５千公顷,产量由２７８４万吨增加至２４９４２万

吨.此外,中国在国际葵花籽市场上的竞争力日益

增强[１Ｇ２].根据美国农业部统计数据显示,葵花籽进

出口贸易量由２００１年的３４万吨增加至２０１９年的

７３５万吨.尽管近年来向日葵产业发展较为迅速,
但是向日葵产业依然存在优良品种匮乏、管理粗放、
产业缺乏统筹规划等问题[３Ｇ４].生产率的提升是解决

油葵产业发展中所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研

究油葵的生产率对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和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前人对油料作物的生产效率已展开了大量研究,

分别采用参数化的随机前沿模型和非参数的数据包

络模型对油料作物的生产效率进行研究.陈静等基

于随机前沿的模型测度了中国油料作物主产区的全

要素生产率增长及构成,发现大豆和花生的全要素

生产率来源于技术效率的改善,花生的全要素生产

率增长来源于前沿技术进步[５].肖望喜和李然运用

参数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了中国大豆全要素

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并分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及原因,在三种主要油料作物中,花生全要素生产

率变化较为平缓,油菜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最快,油

料作物种植比例和主产省区位特征对技术效率有显

著影响,其认为在油料作物的生产发展中,应注重

技术研发推广和对现有技术和资源的充分利用与合

理配置[６].LiBifang运用大豆的生产数据、非参数

的数据包络模型测算了大豆的生产效率[７].非参数

的数据包络分析法通过线性规划的方法来评价投入

和产出,通过构建生产前沿面的方式,判断决策单

元是否有效[８].MousaviＧAvval等利用 DEA 模型分

析了大豆和油菜籽的生产效率,认为减少能源浪费

可以提高农场的生存能力,为低效的农户提供教育

机会,充分发掘节约资源的潜力,可以改变生产行

为,可以提高农户的效率[９Ｇ１０].
尽管前人对油料作物的生产效率进行了大量研

究,但是仍可发现多数研究的焦点都是在大豆、花生

和油菜等大宗油料作物,对于向日葵等特色油料作物

的关注较少.然而油葵作为葵花籽油的重要来源,近

年来也越来越受人欢迎,对油葵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

满足人们的营养需求,提高人们的生活品质.同时,
油葵也可以作为地方的特色优势产业,带动地方经济

发展.为了推动油葵产业的发展,政府和农业生产者

在向日葵生产中投入了大量的生产要素,要素的投入

是否能提升油葵的生产效率,要素的投入是否处于最

佳状态,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基于特色油料

产业体系的调研数据,分别从全国和区域尺度对油葵

的生产效率进行测算并分析要素投入的合理性.本文

选择投入导向的效率分析方法,探究在既定产出下要

素投入的效率,通过全面测算油葵生产效率和全要素

生产率,系统分析中国油葵生产状况,为油葵产业的

优化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２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２１　生产要素与农业生产率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劳动、资本、土地和全要

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１１].农业产出的增

加也归功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农业生产率的提

升[１２].农业要素投入主要包括劳动、土地、资金和

直接要素投入.农业生产率主要指全要素生产率,
其用于衡量经济单元的生产效率,全要素生产率则

主要衡量除了生产要素之外的其他因素对农业产出

的贡献,其主要衡量的是一定要素投入能够获得的

产出[１３].在此基础上,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进一步进

行分解,可以从中分解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

步[１４].经济意义上的技术进步是指新的知识、新的

技能等在经济活动中应用而形成的人们经济活动水

平和效率的提升,其代表的是生产前沿面的移动,
技术效率的变化表示某个特定的个体与技术前沿面

的相对差距[１５Ｇ１６].
要素投入的变化会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在总产出不变与技术可行的条件下,要素投入结构

的优化可以降低总投入,提高混合效率从而推动全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１７],同时,要素投入的优化,代

表着实际产出与假设同样投入情况下最差产出之比

提高,也就是意味着技术效率的改善.在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根据油葵生产者的要素投入和产出指标计

算出油葵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并计算出不

同投入要素的改进空间,为油葵生产者的生产决策

提供参考.

２２　GML模型和EBM模型

根据前文的理论基础,本文选择劳动力要素

(L)、资本要素 (K)、土地要素 (N)作为投入指

标,其分别用劳动力投入、直接费用、土地费用和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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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面积表示,土地费用和种植面积分别从土地成

本和经营规模两个角度反映了土地的投入状况.为

了克服传统的 MalmquistＧLuenberge指数在衡量全

要素生产率中的缺陷,本文运用 GlobalMalmquistＧ
Luenberger (简称 “GML”)指数测算油葵的全要

素生产率,并运用最新技术 EpsilonBasedMeasure
(简称 “EBM”)模型测算油葵的技术效率.

２２１　GML模型

传统的 Malmquist指数无法解决非径向要素变

动带来的效率评价有偏的问题.GML模型考察了全

域生产可能集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非径向角度出

发,采用定向距离函数处理同时变化的投入要素及

产出水平.根据前人相关研究[１８Ｇ１９],衡量全域全要

素生产率的GML 指数可以表达为:

GMLt,t＋１＝ MLi,t×MLi,t＋１( )
１
２

＝

１＋Di,t＋１([ xt,yt,bt,gt)]

１＋Di,t([ xt,yt,bt＋１,gt)]
×

１＋Di,t＋１(xt＋１,yt＋１,bt,gt＋１)[ ]

１＋Di,t([ xt＋１,yt＋１,bt＋１,gt＋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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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t,t＋１×ECt,t＋１

(１)

　　式(１)中,GML 指数被分解为技术进步(TC)和
效率变化 (EC).xt 表示t时期的油葵生产投入,yt

表示t时期的油葵产出水平,bt表示非径向变动下油

葵的产出水平,gt 表示t 时期的技术水平.如果

GML 指数大于１,表示油葵全要素生产率比上一年

度提高;反之,则下降.

２２２　EBM模型

EBM 模型克服了传统 DEA 方法从径向角度考

虑问题的局限性,从非径向距离和径向距离混合的

角度评价技术效率.该方法的公式为:

γ∗ ＝minθ－εx ∑
m

i＝１

w－
is－

i

x０
(２)

stθx０－Xλ－s－
i ＝０;Yλ≥y０;λ≥０;s－

i ≥０{ }

式 (２)中,γ∗ 表 示 EBM 模型下的油葵技术效

率值,θ为径向角度下的效率值,s－
i 表示非径向的松弛

值,w－
i 表示径向的松弛值,λ表示相对参照权重,εx

是非径向角度下松弛值的估计参数,X 是径向约束下

的要素投入,Y 表示非期望产出量,x０ 和y０ 分别表示

径向约束下的投入和产出,i表示第i种生产要素.

２３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２３１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全国特色油料产业技术体系监测县的

２０１８年农户微观调研数据.特色油料产业体系对包

括甘肃、河北、黑龙江、吉林等省份在内的向日葵

主产省的农户进行了问卷调研,在９个向日葵主产

省共收回２１９份有效问卷.

２３２　描述性统计

样本农户种植面积合计３３３２８公顷,其中向日

葵种植面积１３６４６７公顷,样本农户的平均年龄约

为４８岁,同时通过样本数据也可以看出,在种植向

日葵的投入中,直接费用相对较高,样本平均直接

费用可以达到５３８９５５元/公顷.样本数据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主要指标描述性统计

主要指标 单位 指标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年龄 岁 　向日葵种植者年龄 ４７６８ ９４２ ７９００ ２３００

向日葵产量 斤/公顷 　２０１７年向日葵每公顷平均产量 ４７４４３１ １７９３８５ １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直接费用 元/公顷

　主要包括种子费、化肥费、农家肥费、农膜

费、机械作业费、修理维修费、机械折旧费、排

灌费、其他直接费用等

５３８９５５ ５８０６２８ ７５７５０００ ０００

劳动力费用 元/公顷 　含家庭用工成本折算和雇工成本 ４２６１１１ ４１７１６８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土地费用 元/公顷 　流转土地租金、自营土地折租 ３８７３５０ ３８０１７２ ３０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种植面积 公顷 　向日葵种植面积 ６３２ １８５５６ ６６６７ ００１

　　数据来源:根据调研数据整理.
注:１斤＝５０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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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油葵的生产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３１　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为清晰探究油葵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本文

运用２０１８年的农户微观数据,使用式 (１)计算规模

报酬可变和规模报酬不变情况下的油葵全要素生产率

水平,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两种假设

下的差异可以反映规模效应的状况,如果在规模报酬

可变的情况下,效率水平提高,则说明存在规模效

应[２０].油葵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油葵全要素生产率估计

假设条件
技术效率 Global技术效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技术效率变动 技术进步 GML指数

规模报酬可变 ０３０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３２ ４５３ ０９０ ３８１

规模报酬不变 ０７１ ０７６ ０６５ ０６６ １２２ ０９２ １０６

　　注:表中各项数据为全体样本的平均水平,下同.

　　通过对油葵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可以发现中

国油葵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增长状态,且主要受到技

术效率变化的影响.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油

葵的 GML指数为３８１;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
油葵的 GML指数为１０６.无论规模报酬是否可变,

GML指数均大于临界值１.说明在两种情况下,油

葵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得到提升.将全要素生产率分

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动,可以发现技术效率

变动值大于临界值１,技术进步小于临界值１,说明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多是依赖技术效率的提升.
其可能的原因是随着油葵种植者种植年限的增加和

农业培训的推广,农户对于种植技术的把握更加纯

熟,可以更为精准地把握油葵的投入要素,从而提

升技术效率,这种技术效率的改进源自人力资本投

入的增加.

３２　油葵的技术效率分析

在明晰了动态的全要素生产率及技术效率贡献

的基础上,本文继续选用EBM 模型计算静态下油葵

的技术效率,选择投入导向计算技术效率水平并测

算不同假设条件下要素的改进空间,即各投入要素

的径向改进值 (ProportionateMovement,PM)和

松弛改进值 (SlackMovement,SM).径向改进表

示在现有投入 (产出)等比例方向下的改进值,松

弛改进是针对强有效前沿或目标值而言的,特定单

元在等比例改进之后,相对强有效单元而言的依然

存在差距部分,因此实际的目标要素改进值为径向

改进值和松弛改进值之和.EBM 模型的具体结果如

表３所示.

表３　油葵的生产效率情况

假设条件 技术效率
种植面积 (公顷) 劳动力 (元/公顷) 直接费用 (元/公顷) 土地费用 (元/公顷)

PM SM PM SM PM SM PM SM

规模报酬不变 ０３６ －１９３８ －３４４０ －２１６９４５ －１９８５５５ －２２２３４５ －１７４９１５ －１８９０ －０３０

规模报酬可变 ０７６ －１４１ －４７１５ －３２８６５ －３６５４００ －３０７９５ －３２６８５０ －１８７５ －３００

　　注:表中的均值和标准差都以每户样本的效率值计算结果取均值求得.

　　第一,油葵生产存在规模效应,通过对规模的

调整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
油葵的技术效率平均值为０３６;而规模报酬可变的

假设下,油葵的平均生产效率会增加至０７６.规模

的改变确实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其可能的原

因是经营规模的改变可以改善生产组织内部的要素

配置状况,例如促进劳动力的专业化分工,能够提

高边际收益,带来规模效应[２１].在规模报酬可变的

情况 下, 直 接 费 用 径 向 改 进 值 的 平 均 值 为

－３０７９５元/公顷, 松 弛 改 进 值 的 均 值 为

－３２６８５０元/公顷,说明此时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

段,油葵的直接费用应适当减小.在规模报酬可变

的情 况 下, 劳 动 力 的 松 弛 改 进 值 平 均 达 到

－３２８６５元/公顷,也需要减少种植油葵的劳动力

投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直接费用和劳动力的调整

实现生产效率的增加,其可能的原因是最优的生产

效率与一定的种植规模相匹配,过低的生产规模不

会形成规模效益,过高的经营规模会牺牲生产效率

以维持 与 过 高 生 产 规 模 相 匹 配 的 资 金 和 劳 动 要

素[２２],过高的资金和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较低,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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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投入要素的浪费,制约了生产效率的提高.
第二,油葵投入要素仍存在冗余,直接费用和

劳动力投入的冗余最为明显.分析投入要素的松弛

改进值和径向改进值,可以发现生产效率的损失是

由哪种要素带来的.完成径向改进后和松弛改进

后,就可以实现生产的最优状态.从生产效率的数

据看,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情况下,油葵的种植

面积、劳动力、直接费用和土地费用均有不为 ０
的径向改进值,劳动力成本、直接费用和土地费用

也存在不为０的松弛改进值,说明要素投入仍然有

改变的余地,松弛改进值均值为负值表示该投入应

该减少,即存在投入冗余[２３].在调查样本中,平均

劳动力成本为４２６１１１元/公顷,平均直接费用为

５３８９５５元/公顷,平均土地费用为３８７３５０元/公

顷,相较而言,直接费用和劳动力投入的冗余程度

最高.油葵种植者为提高技术效率应该减少相应的

投入.以规模报酬不变时的直接费用为例,直接费

用的径向改进值和松弛改进值分别为－２２２３４５和

－１７４９１５.这表明在产出一定的情况下,直接费

用减少２２２３４５元/公顷和－１７４９１５元/公顷,才

能实现与目前产出相对应的最小化投入.该结果也

可以说明中国油葵的生产方式较为粗放,存在着资

源的浪费.此外,中国油葵的主产区是生态环境相

对脆弱的地区,生产方式相对落后,为了提高耕地

生产力,投入了大量的化肥农药.通过减少农药、
化肥等直接费用的投入,不仅可以降低生产投入成

本,还可以实现农业的绿色发展.

４　不同区域油葵生产率的差异分析

农业生产具有区域性,不同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和

经济状况会影响油葵的生产效率.因此,本文选择油

葵主产区为研究尺度,从投入要素视角分别从动态和

静态两个角度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进行分

析.为了反映规模变动的影响,本文依然从规模报酬

不变和规模报酬改变两种假设条件进行分析.

４１　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

表４　基于不同产区的油葵的全要素生产率

假设条件 省份
技术效率 Global技术效率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技术效率变动 技术进步 GML指数

规模报酬不变

黑龙江 ００９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９ １６６ ０８２ １３６

内蒙古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３４ ０３６ １２１ ０９０ １０６

甘肃 ０４４ ０４６ ０４１ ０４５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３

新疆 ０７２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７２ １０４ １０４ １０７

吉林 ０３３ ０４２ ０３１ ０３８ １３３ ０９４ １２０

山西 ０２６ ０３３ ０２６ ０２６ １３１ ０８１ １０４

河北 ０２４ ０２９ ０２３ ０２５ １３８ ０８６ １１６

陕西 ０３１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２５ １０６ ０９８ ０９９

宁夏 ０６５ ０７９ ０６１ ０８０ １２１ １０８ １３１

规模报酬可变

黑龙江 ０７１ ０７６ ０６３ ０６３ １０８ ０９４ １００

内蒙古 ０７５ ０７８ ０６９ ０６８ １０９ ０９２ ０９８

甘肃 ０７３ ０８１ ０７９ ０７９ １２０ ０８７ １０１

新疆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７８ ０８３ １０７ １０１ １０７

吉林 ０７７ ０８２ ０６５ ０７１ １０６ １０３ １０３

山西 ０５８ ０６４ ０５０ ０５０ １１９ ０８８ １００

河北 ０６９ ０７６ ０６４ ０６４ １１２ ０９０ １００

陕西 ０６８ ０７０ ０６７ ０６３ １１２ ０８７ ０９７

宁夏 ０６０ １００ ０４９ ０６４ １６７ ０７８ １１８

　　注:表中的数据为调研农户生产效率的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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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不同区域来看,油葵的优势产区主要集中在东

北、西北和华北地区.从 GML指数来看,规模报

酬不变时,黑龙江、宁夏、吉林和河北的 GML指

数较高,且均大于１１５,说明这些地区全要素生产

率增速较快,在油葵生产方面存在着优势.在规模

报酬可变时,宁夏、新疆、吉林和甘肃 GML指数

大于１,全要素生产率也呈现出增长态势.相反,
也可以看出陕西和内蒙古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较低,
且存在着下降的现实压力.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来看,提高的主要原因

是技术效率提升,同时也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制约.
规模报酬不变时,技术效率在其中发挥着较大的作

用,黑龙江的技术效率变动值为１６６、河北的技术

效率变动值为１３８,两省技术效率变动值都大于１,
说明两省技术效率的增长带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

高.之所以会有以上的情况,其可能的原因是黑龙

江和河北等技术效率变动值大于１的省份通过对油

葵生产者的培训提高了油葵生产者的技术和能力,
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样,规模报酬可变

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来自技术效率的增长.
虽然说技术效率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
但油葵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制

约,内蒙古、山西和陕西的技术效率变动值虽然都

大于１,技术效率实现了优化,但是三省的技术进

步值却小于１,技术进步的停滞及相对落后也会制

约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从规模效应的角度看,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

全要素生产率普遍高于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的全要

素生产率.相对于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在规模报

酬可变的情况下,各地区的 GML 指数均有所减

小,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呈现出减缓的状态.新

疆、吉林和甘肃虽然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但是增幅减缓.黑龙江、河北和山西的全要素生产

率却稳步不前,内蒙古 (０９８)、陕西 (０９７)的

全要素生产率则呈现下降趋势.相对于规模报酬不

变时的情况,规模报酬可变时,全要素生产率整体

恶化.

４２　技术效率的区域差异

在对各油葵主产省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考察的

基础上,为了更为全面地比较各地区的技术效率,
本文从静态的角度比较了各地区的技术效率 (表

４).从静态的角度看,西北地区技术效率较高,
华北和东北地区技术效率偏低.具体来说,宁夏

和新疆的技术效率最高,黑龙江和河北的技术效

率较低.在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２０１７年新疆

的生产效率为０７３,仅次于宁夏的０７９,其次

是甘肃 (０４６)、吉林 (０４２)、内蒙古 (０４０)、
山 西 (０３３), 最 后 是 河 北 (０２９)、 陕 西

(０２６)和黑龙江 (０２３),这三省的技术效率不

足新疆的１/２.新疆的技术效率远远高于其他省

份的原因可能是新疆是中国向日葵种植的优势产

区,其种植面积排第二位①,且近年来呈现不断

增长的态势,当地的扶持政策为农户的油葵生产

提供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使得农户有更多的机

会提高生产技术.相反,内蒙古虽然是近年来油

葵种植面积增长最 快 的 省 份,２０１６ 年 同 比 增 长

２４９％,但是油葵的技术效率仅仅为０４０,其可

能的原因是内蒙古的向日葵种植基本上停留在过

去传统的 “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上[２４],种植户

种植方 式 较 为 粗 放,投 入 方 式 和 投 入 结 构 不 合

理,这些原因造成了农业投入要素的冗余,进而

影响了技术效率的提高.在规模报酬可变的情况

下,西北地区依然保持优势,技术效率最高的省

份是宁夏和新疆,分别为１００和０７３,技术效

率最低的省份是山西 (０６４).之所以有这种情

况,是因为向日葵抗旱性强,耐盐碱性强,比较

适合在西北干旱半干旱地区种植,新疆和甘肃等

地重视油葵的生产,通过农业部门的推广为农户

提供培训,为油葵种植户提供了更多支持.
在区域层面,油葵的生产仍然存在着规模效应.

在规模报酬可变时,油葵主产省的技术效率都有了

较大幅度的增长,以陕西为例,在规模报酬不变的

情况下,陕西的技术效率仅为０２６,在规模报酬可

变的情况下,陕西省的技术效率达到０７０ (表５),
增长了１倍多.其可能的原因是各油葵主产省的生

产者目前仍没有处于最优生产规模,各主产区生产

者可以通过对最优生产规模的搜寻,提高技术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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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 «农业统计资料».



表５　基于不同产区油葵技术效率及生产要素的改进值

假设条件 省份 技术效率
种植面积 (公顷) 劳动力 (元/公顷) 直接费用 (元/公顷) 土地费用 (元/公顷)

PM SM PM SM PM SM PM SM

规模报酬

不变

黑龙江 ０２３ －７９４ －４１５ －１６４２１６ －９０４２６ －４６０２７３ －２５２７２９ －００１ ０００
内蒙古 ０４０ －１４１８ －１４８９ －２２２７１３ －２６９６８４ －２３２４２８ －２１９４４１ －２７９１ ０００
甘肃 ０４６ －１１１９７ －２８０１７ －２２１７１５ －２８３４９１ －７５４８９ －４４７８４ －８９０ ０００
新疆 ０７３ －６７０ －２３４８ －５８８０１ －２８３０７２ －６４６２９ －２５６９７４ －１５００ ０００
吉林 ０４２ －５９８ －４８４ －９６６５８ －８８９０７ －１５０４６２ －９３７７６ －１０４０ ０００
山西 ０３３ －６４５ －５０９ －２５１０７６ －１９１５５５ －１６４３９６ －１０３６８３ －３６８１ ０００
河北 ０２９ －１５８２ －１９１９ －３０９５６２ －１８９９６２ －２３４７１８ －２４０７２６ －２７９ ０００
陕西 ０２６ －６２４ －６３９ －２６２５３０ －１４６２０９ －１０７４７６ －４８７４５ －４１０３ －３６２
宁夏 ０７９ ０００ －１９５３ ０００ －６９０９１６ ０００ －７１４２６４ ０００ ０００

规模报酬

可变

黑龙江 ０７６ ０００ －１０２２ ０００ －２４７１７３ ０００ －７０３３８２ ０００ ０００
内蒙古 ０７８ －１３５ －１６５０ －３４９１６ －４３０４７８ －３２５６５ －３６２２６９ －２７９１ ０００
甘肃 ０８１ －４３８ －３８３００ －６７４５７ －４２８８１２ －３４１６４ －６３４０７ －７９１ －１２２
新疆 ０８７ －０６８ －２０１３ －１１６４４ －３０９６８４ －１９２２８ －２２２７３９ －１０４７２ ０００
吉林 ０８２ －０５６ －８１２ －８８１８ －１５７７９８ －２０８５９ －１９１８３４ －１０４０ ０００
山西 ０６５ －１９４ －９０９ －５９７４１ －３８０７２１ －４９４０８ －２１２３１１ －３７５１ ０００
河北 ０７６ －１３１ －２８８３ －１４３２９ －４７４４８０ －２６３３３ －３８４６５１ －２８７ ０００
陕西 ０７０ －１５０ －１０８９ －７０６６４ －３３３１７９ －７１５２３ －６００２９ －１３０３ －３６３９
宁夏 １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注:表中的数据为调研农户生产效率的均值与标准差.

　　从区域投入要素的改进值看,劳动力投入和直接

费用是制约区域技术效率提升的关键.从测算结果可

以看出,劳动力投入和直接费用投入仍然是制约油葵

技术效率提升的关键要素.一是无论规模报酬是否可

变,各油葵主产省的直接费用和劳动力投入均有较高

的松弛改进值,相对于最优的要素投入量,仍需要调

整要素投入量,优化要素投入结构.二是在规模报酬

可变的情况下,虽然各油葵主产省要素投入的径向改

进值均减少,要素冗余情况有所改善,但是除了宁夏

之外,各主产省劳动力投入和直接费用投入仍然存在

着冗余的状况,例如,黑龙江的直接费用和河北的劳

动力投入费用均存在着较高的松弛改进值,即存在着

较高的要素冗余,较高的要素投入冗余使得其技术效

率在各省中仍然处于落后位置.三是劳动力投入和直

接费用的冗余量与区域的技术效率存在着反向关系,
例如,在规模报酬不变时,黑龙江和河北的劳动力投入

和直接费用投入均存在较大的要素改进空间,其技术效

率在各省中最低;相反,新疆和吉林的劳动力投入和直

接费用冗余程度较小,其技术效率也相对较高.

５　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５１　研究结论

通过对主产省定点监测样本数据测算得到的全

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进行分析,本文可以大致得

出以下结论:①总体上看,油葵的全要素生产率增

长状态,油葵的技术效率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根

据本文的测算结果,已有的要素投入可以带来全要

素生产率的提升,但是从静态角度看,技术效率由

于受到直接费用和劳动力投入冗余的影响,仍然相

对较低,油葵的种植者仍有必要优化要素投入结构.

②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于技术进步.
通过本文分析,可以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更关

键的还是技术效率的优化,但是在技术效率提升幅

度较小时,全要素生产率也会受到技术进步的影响.

③油葵生产存在规模效应.规模报酬可变假设下的

生产效率优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下的生产效率.

④以新疆、甘肃等省份为代表的西北地区是中国油

葵生产的优势产区,其生产率相对较高.

５２　政策启示

基于以上测算分析,本文可以提出以下建议:

①通过定期组织技术培训和技术下乡等途径推广油葵

种植技术,培育乡村农业培训和服务通过技术的推广

的中坚力量,并使农技推广人员有更多的精力帮助农

户提高技术效率,实现油葵生产的节本增效.②要加

大对油葵良种研发和先进技术研发的支持力度,中央

和地方财政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支持力度,激发农业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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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部门的研究活力,研发优质、高产的新品种和新技

术,并且面向油葵种植户等推广,通过品种改良和技

术进步,减少农户的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促进油

葵生产效率的提升.③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

规模效益.通过分析可以看出油葵种植存在着规模效

应,因此可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培育从事油葵

种植生产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④优化空间区域布

局,获得油葵种植的区域比较效益.不同区域油葵的

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不同,因此,油葵产业的扶

持政策可以与生产效率结合,有针对性地建设特色油

料农产品功能区和特色油料农产品供应基地,重点扶

持高效率地区发展油葵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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