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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ꎮ 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在于:经
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高ꎬ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ꎻ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生产率

水平高ꎬ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装备基础强ꎻ农业优质化、安全化、绿色化、品牌化水平高ꎬ农业及其关联产业

优势特色领域国际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ꎻ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水平高ꎬ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

链一体化发展的全球领先地位强ꎻ涉农产业分工协作、网络联动、优势互补水平高ꎬ涉农产业组织对现代农业发

展的引领支撑作用强ꎻ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高ꎬ创新创业生态发达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ꎮ 全球农业强

国建设对我国的启示是:要高度重视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性艰巨性复杂性ꎬ注意在培育重要农产品供给保

障能力和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久久为功ꎬ要辩证看待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发展路

径ꎬ加强并创新政策支持ꎮ
〔关键词〕农业强国ꎻ农业竞争力ꎻ农业创新力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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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ꎬ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进入新发

展阶段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ꎮ 习近平总书记早就提出“中国要强ꎬ农业必

须强ꎻ中国要美ꎬ农村必须美ꎻ中国要富ꎬ农民必

须富”“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

计、一并推进ꎬ 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

越”ꎮ〔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
要求ꎬ“按照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ꎬ加快农

业结构调整步伐ꎬ着力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

提质导向ꎬ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整体质量和效

率ꎬ加快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ꎮ〔２〕作

为一个人口大国和农业(资源)大国ꎬ建成现代

农业强国(以下简称“农业强国”)ꎬ是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和重要目标内容ꎬ更
是其突出难点之一ꎮ 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关于重农强农的战略决策ꎬ必须把推进

现代农业强国建设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ꎮ 那么ꎬ
从国际经验和比较来看ꎬ什么是农业强国ꎬ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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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是农业强国ꎬ全球农业强国有哪些共同特

征ꎬ对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有哪些启示? 本文

试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ꎮ

一、农业强国及其主要类型

(一)农业强国的内涵及其与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由于汉语的多义性ꎬ农业强国可从两个不同

的角度来理解ꎮ “强”作为动词ꎬ可以将“农业强

国”理解为农业让国家强起来ꎬ成为现代化强国ꎮ
将“强”作为形容词ꎬ可以将“农业强国”理解为

农业强的国家ꎮ 但从国际经验来看ꎬ达到较高的

农业现代化水平ꎬ应该是建成农业强国的底线要

求ꎻ在现代化强国中ꎬ往往农业已经实现了现代

化ꎬ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和农业就业人数占

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较低ꎮ〔３〕 因此ꎬ建成现代

农业或实现了农业现代化ꎬ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

强国的重要依托和必要条件ꎮ 但主要依靠农业

很难让国家真正强起来ꎬ成为现代化强国ꎬ农业

强难以成为国家强或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充分条

件ꎮ 因此ꎬ“农业强国”更应理解为农业强的国

家ꎬ农业强可能成为国家强或建成现代化强国的

基础支撑之一ꎬ但不能将“农业强国”理解为主

要依靠农业就能让国家强起来ꎮ 因为大多数现

代化强国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和农业就业人

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都较低ꎬ农业很难成

为国家强大的主要动力源ꎬ充其量只能说农业强

可以成为国家强的众多动力源之一ꎬ或者说农业

是立国的重要基础ꎮ 因此ꎬ在更大程度上可以

说ꎬ农业强是国家强在农业上的映射和侧影ꎮ 本

文对“农业强国”内涵的界定将基于这种理解ꎮ
长期以来ꎬ关于农业强国的研究比较少见ꎮ

现有的研究大致存在两种倾向ꎮ 一种倾向是强

调农业强国是国际比较概念ꎮ 如魏后凯、崔凯认

为ꎬ农业强国突出“农业强”ꎬ是通过综合多维指

标评价得出的广义概念ꎬ其内涵随着时间发生动

态变化ꎬ如一国农业整体或农业优势部门的现代

化位居全球前列ꎬ并具有引领全球农业发展的能

力ꎬ则可称之为农业强国ꎮ〔４〕 另一种倾向是强调

建成什么样的农业强国ꎬ必须基于国情农情ꎮ 如

叶贞琴认为ꎬ中国要建成的农业强国ꎬ必须在供

给保障能力、产业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农
业科技实力、农业经营主体活力方面具有比较强

的实力ꎮ〔５〕细究起来ꎬ二者并无明显矛盾ꎮ 但魏

后凯、崔凯强调的是何为农业强国应该基于国际

比较ꎬ〔６〕叶贞琴强调的是怎样建设农业强国、建
成什么样的农业强国应该立足本国国情农情ꎮ〔７〕

将二者结合起来ꎬ才能更好地理解农业强国或建

设、建成农业强国的深刻内涵ꎮ
强、弱本是比较概念ꎬ“农业强国”作为“现

代农业强国”“全球现代农业强国”的简称ꎬ必须

基于全球范围进行国际比较ꎬ才能作出是否为农

业强国的判断ꎮ 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农业强国ꎬ其
前提和底线是该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ꎬ甚至要求

农业现代化达到全球较高水平ꎬ农业显示出了较

强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ꎮ 但实现了农业现

代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建成了农业强国ꎬ只有同时

还具备其他条件的少数发达国家才可称为农业

强国ꎬ〔８〕因为还要看其有无规模化的可圈可点的

农业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ꎮ〔９〕 况且ꎬ现代化是

个系统工程ꎬ农业现代化不可能脱离其他方面的

现代化孤军独进ꎮ 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往

往都拥有较为发达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ꎬ而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与现代产业体系之间ꎬ与作为其背

景或底蕴的现代科技、教育、文化、生态环境治理

之间ꎬ往往如同“鱼和水”的关系ꎬ也是现代农业

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动的结

果ꎮ 因此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的国家基本上都属

于现代化发达国家ꎬ除现代农业的发展要融入现

代化产业体系ꎬ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组件”相融相长外ꎬ还要有现

代化的文化、科技、教育、生态环境治理等作为支

撑ꎮ 但现代化发达国家也未必属于现代农业强

国ꎮ 因为现代农业强国在现代化发达国家中应

该属于发展现代农业的佼佼者ꎬ农业显示了较强

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ꎬ并在其比较优势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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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竞争力领域有一定的规模或“体量”作为支

撑ꎮ 如英国早已实现了农业现代化ꎬ但其农产品

贸易长期处于净进口状态ꎬ〔１０〕 除威士忌等少数

产品外ꎬ具有较强比较优势或国际竞争力的规模

化农业及其关联产品并不多ꎮ 因此ꎬ可以将英国

排除在现代农业强国之外ꎮ 至于未进入全球发

达国家行列的国家ꎬ绝大多数也谈不上实现了农

业现代化ꎬ更遑论建成现代农业强国ꎮ
综上所述ꎬ在考虑哪些国家属于现代农业强

国时ꎬ可以将 ２０２０ 年人均名义 ＧＤＰ 达到世界银

行划定的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 ７０％ 、具有规

模化的农业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领域作为两

个一票否决指标ꎮ ２０２０ 年高收入国家人均名义

ＧＤＰ 为 ４３２８２. ４２ 美元ꎬ据此作为农业强国的候

选者ꎬ２０２０ 年人均名义 ＧＤＰ 应该达到 ３０２９７ 美

元以上ꎮ ２０２０ 年韩国人均名义 ＧＤＰ 为３１５９７. ５０
美元ꎬ虽然超过这一水平ꎬ但因其农产品长期保

持净进口状态ꎬ在全球农业竞争中具有较强比较

优势和国际竞争力的突出亮点并不多ꎬ据此也可

将同为东亚国家的韩国排除在农业强国之外ꎮ
综合考虑以上两个一票否决指标ꎬ我们选择的农

业强国如表 １ 所示ꎮ〔１１〕

表 １　 农业强国 ２０２０ 年主要评价指标及与相关国家比较

数据来源:指标或数据后带∗的为 ２０１８ 年数据ꎬ带∗∗的为 ２０１９ 年数据ꎻ人均名义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
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ꎬ城市化率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ＵＲＢ. ＴＯＴＬ. ＩＮ. ＺＳꎬ农业劳动生产率 ＝ 农业增加值 / 农业从业人数ꎬ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 ＝ 农业固定资

产形成总额 / 农业从业人数ꎬ其中农业增加值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ＡＧＲ. ＴＯＴＬ. ＣＤꎬ
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来自 ＦＡＯ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ＣＩＳＰꎬ农业从业人数数据来自 ＦＡＯ 数

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ＯＥꎬ农业从业人数占比ꎬ即农业从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自世界银

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ＡＧＲ. ＥＭＰＬ. Ｚ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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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鉴关于制造强国的研究ꎬ有利于更好地把

握“农业强国”的内涵ꎮ 如朱高峰、王迪提出ꎬ一
个国家制造业的强弱是与他国比较而言的相对

概念ꎬ可从产业规模、产业基础、产出效率和产业

潜力等多个维度进行判断和综合考量ꎬ选择国别

比较的评价指标时需要注意核心性、可得性、可
比性和弱相关性ꎮ〔１２〕 李金华基于现有研究文献

关于制造强国特征标准等阐述ꎬ从制造业结构、
生产效率、国际顶级制造品牌、制度及创新环境

等方面ꎬ将中国制造业与全球制造强国进行比

较ꎮ〔１３〕借鉴这些研究可见ꎬ尽管建设现代农业强

国的过程需要立足本国国情农情ꎬ但重视农业现

代化水平和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指标的国际比较ꎬ
借此找准与全球农业强国的差距也是重要的ꎮ
当然ꎬ农业现代化水平只能通过农业劳动生产

率、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等指标间接反

映ꎮ
(二)农业强国的主要类型

综观全球ꎬ农业强国往往在农业及其关联产

业的优势、特色领域ꎬ具有规模化的引领全球农

业发展潮流的独特优势ꎬ或在全球农业及其关联

产品市场竞争中形成值得重视的国际竞争力ꎮ
魏后凯、崔凯的研究根据每个农业强国体现的比

较优势ꎬ将全球农业强国分为综合型农业强国和

特色型农业强国两大类ꎬ〔１４〕 后文将其分别简称

为“综合农业强国”“特色农业强国”ꎮ 他们认为

综合农业强国不仅农产品产出水平高、品类丰

富ꎬ且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ꎬ甚至

领先全球ꎻ特色农业强国以农业中特定产业或部

门的强势竞争力闻名于世ꎮ 魏后凯、崔凯还认

为ꎬ美国是综合农业强国ꎬ加拿大、澳大利亚、丹
麦、法国、意大利、德国、荷兰、以色列和日本属于

特色农业强国ꎮ〔１５〕我们基本同意魏后凯、崔凯关

于综合农业强国和特色农业强国特征的概

括ꎬ〔１６〕但对哪些国家属于综合农业强国、哪些国

家属于特色农业强国有不同看法ꎮ 我们认为:
１. 综合农业强国除美国外ꎬ还包括加拿大、

法国、澳大利亚、意大利等国家ꎮ 加拿大农业资

源丰富ꎬ农产品生产种类齐全ꎬ油菜籽、豌豆产量

全球第一ꎬ蓝莓产量全球第二ꎻ盛产葡萄酒、白酒

和啤酒ꎬ是世界上最大的酒生产国ꎻ畜牧业和渔

业生产在全球占据重要地位ꎬ拥有发达的畜禽产

品加工业ꎬ出口畜产品优质高效ꎬ是世界知名的

鱼类和海鲜原料供应国ꎮ 加拿大还拥有绝对优

势的森林资源ꎬ是全球认可度较高的有机食品生

产国ꎮ〔１７〕该国农产品长期处于净出口状态ꎬ且净

出口规模不断扩大ꎬ２０００ 年农产品净出口 ４０. ２５
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增加到 １４９. ０６ 亿美元ꎬ增加了

２. ７０ 倍ꎮ 法国以平原为主的地形条件、以棕色森

林土和褐土为主的土壤条件、优越的气候条件、
丰富的水资源状况等ꎬ为农业的多样化发展和建

设综合农业强国提供了便利ꎬ其农产品长期保持

净出口状态ꎬ主要出口产品为谷物、糖、葡萄酒、
牛肉、禽肉、牛奶和奶酪等ꎮ 澳大利亚之前属于

特色农业强国ꎬ但近年来已经较为成功地实现了

由特色农业强国向综合农业强国的跨越ꎮ 近年

来ꎬ澳大利亚农业结构日益多元化ꎬ由之前的小

麦种植和牧羊业占据绝对优势转变为渔业、林
业、种植业、畜牧业并举格局ꎻ澳大利亚农业出口

导向型特征显著ꎬ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国际市场ꎬ
农产品出口结构由之前的羊毛为主逐步转为畜

产品、谷物和经济作物等多种产品并重ꎮ〔１８〕２０１９
年澳大利亚劳均农产品净出口额达 ５８８８４. ８１ 美

元ꎬ仅低于荷兰、新西兰和丹麦ꎬ明显高于其他农

业强国ꎮ 意大利虽然人均名义 ＧＤＰ 跟韩国大致

相当ꎬ２０２０ 年为 ３１８３４. ９７ 美元ꎬ但从 ２０１６ 年以

来已由农产品长期净进口转为净出口ꎬ且在农业

科技和优质农产品生产中具有全球领先优势ꎬ因
此我们仍可将其纳入综合农业强国之列ꎮ

２. 虽然农业强国一定要体现在较强的农业

国际竞争力上ꎬ但有些发达国家农业人均自然资

源贫乏、劳动力成本高ꎬ农产品长期呈现净进口

状态ꎬ同时在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的部分领域具有

较强的竞争优势ꎬ不能因为其农产品国际贸易长

期处于净进口状态ꎬ就将其排斥在农业强国之

外ꎮ 如德国是全球主要谷物生产大国、全球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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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铃薯生产国之一、欧盟乃至全球著名的畜牧

业发达国家ꎬ也是欧盟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和

全球主要林产品生产国ꎬ渔业资源品种丰富ꎬ是
全球最大的农业机械出口国和西欧最大的农机

生产国ꎮ〔１９〕 因此ꎬ德国至少属于特色农业强国ꎮ
这与日本有部分相似性ꎮ 自然资源相对贫乏ꎬ导
致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于自然资源相对富裕

的其他农业强国有其合理性ꎮ〔２０〕 日本农业现代

化水平较高ꎬ但由于资源禀赋等限制ꎬ长期以来

日本对农产品进口依赖程度较高ꎬ农产品贸易处

于较大的逆差状态ꎬ甚至谷物自给率长期停留在

略高于 ３０％的水平ꎮ 该国农产品在总体上并无

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ꎬ且农产品价格水平较

高ꎮ〔２１〕但与此同时ꎬ日本农业发展在一些特色领

域也确实有些规模化的富有国际竞争力的亮点ꎬ
如“差异化的品种选育、农艺技术、流通技术与农

业科技推广体系的有机衔接ꎬ大大提升了产品附

加值ꎬ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精品农业发展道

路”ꎮ〔２２〕因此ꎬ不能因为日本农产品贸易在总体

上呈现逆差状态ꎬ就将日本排斥在农业强国之

外ꎮ 况且ꎬ日本探索建设农业强国的过程虽然有

经验有教训ꎬ但也昭示着具有类似资源禀赋特征

的东亚国家在建设现代农业强国的过程中ꎬ对于

欧美国家建设农业强国的模式与路径不能亦步

亦趋、照搬照抄ꎬ要注意探索与欧美农业强国建

设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ꎮ
３. 特色农业强国是指那些由于资源禀赋等

原因导致农业发展多样化程度低ꎬ或农业在总体

上并无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ꎬ但农业及其关联产

业特定部门或特色产业链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

的国家ꎮ 如欧洲小国荷兰ꎬ其花卉产业和设施农

业闻名于世ꎬ农业附加值之高全球领先ꎬ２０２０ 年

农产品净出口额 ３０９. ６５ 亿美元ꎬ〔２３〕 位居各农业

强国之首ꎮ ２０２０ 年仅有 ５８３. １４ 万人口的丹麦ꎬ
有机农业誉满全球ꎬ有“欧洲食厨”之称ꎮ 同年仅

有 ９２１. ６９ 万人口的以色列ꎬ沙漠多、耕地少、水
资源缺乏ꎬ但在发展特色精准农业方面却取得了

骄人成绩ꎬ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全球农业强国中位

居第一ꎬ享有欧洲“冬季厨房”美誉ꎬ滴灌设备、新
品种开发、低压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术享誉全

球ꎬ推动荒芜沙漠变成农业绿洲ꎬ每年有大量优

质水果、蔬菜、花卉等出口ꎮ 考虑人口、农业增加

值等因素ꎬ日本、德国属于农业体量大的特色农

业强国ꎬ荷兰、丹麦、以色列、新西兰属于农业体

量小的特色农业强国ꎮ

二、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

(一)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高ꎬ保障粮食

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

２０２０ 年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

的人 均 名 义 ＧＤＰ 分 别 为 ６３０２７. ６８ 美 元、
３９０３７. １２美元、５１６８０. ３２ 美元、４１５９６. ５１ 美元和

５２３９６. ０３ 美元ꎬ城市化率分别达到了 ８２. ６６％ 、
８０. ９８％ 、８６. ２４％ 、８６. ７０％和 ９２. ２４％ ꎻ而同年世

界人均名义 ＧＤＰ 和城市化率的平均水平分别仅

为 １０９３６. ０６ 美元和 ５６. １６％ (见下页图 １)ꎮ 它

们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率ꎬ为加强农业

支持保护提供了便利ꎬ也为利用发达的市场经济

体制促进农业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提升创造了条件ꎬ有利于为农业高质量发

展和实现标准引领、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

农、服务强农提供良好的需求拉动ꎮ 如第二次世

界大战以后ꎬ法国政府长期实行“以工养农”的政

策ꎬ不仅对农业生产提供巨额直接补贴ꎬ还对农

业关联活动给予大量公共投入ꎮ 这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其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及由此带来的

较强的财政支持能力ꎮ 可以说ꎬ农业强国离不开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滋养ꎬ建设现代化强国是建设

现代农业强国不可或缺的“生态”或底蕴ꎮ 如法

国既是农业强国ꎬ又是全球著名的工业强国和服

务业强国ꎮ 法国推进工业和服务业强国建设的

过程ꎬ也是它作为农业强国不断成长的过程ꎮ 又

比如ꎬ德国的工业高度发达ꎬ尤以重工业为最ꎬ其
通过实施“工业 ４. ０”战略ꎬ为提高该国农业机械

化、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提供了非常雄厚的装备

支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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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２０ 年各农业强国人均名义 ＧＤＰ、城市化率及其与相关方面比较

注:人均名义 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ꎻ城市化率数据来

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Ｐ. ＵＲＢ. ＴＯＴＬ. ＩＮ. ＺＳꎮ

　 　 在世界农业强国中ꎬ有的国家的农业资源和

农产品品类丰富ꎬ主要依靠自身的生产能力就能

为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提供强劲保障ꎬ比
如在 ２０２０ 年ꎬ美国、加拿大、法国、澳大利亚、德
国和丹麦的谷物自给率就分别达到了 １２３. １６％ 、
１８４. ８１％ 、 ２０９. ６７％ 、 ２１５. ７３％ 、 １０４. ２３％ 和

１１２. ５３％ ꎮ〔２４〕

然而ꎬ有的农业强国由于资源贫乏等原因ꎬ
依靠自身难以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

给ꎬ但是由于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高ꎬ它们

通过国际市场仍能为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提供强劲支撑ꎮ 有时ꎬ国际市场粮食和

重要农产品价格即便出现短期超常上涨ꎬ并因此

增加其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

代价ꎬ但是这些国家利用较强的经济实力ꎬ通过

国际市场进口有关粮食和重要农产品ꎬ保障了基

础的供给ꎮ
比如ꎬ２０２０ 年意大利、新西兰、日本、荷兰、以

色列的谷物自给率分别仅为５５. ６６％ 、６１. ４２％ 、
３１. ９５％ 、９. ４０％ 和 ５. ７７％ ꎮ〔２５〕 而在同年ꎬ以色

列、荷兰、意大利、日本的人均谷物产量分别仅为

全球人均谷物产量的 ６. ９１％ 、２０. ２７％ 、７３. ７２％ 、
２２. ４９％ ꎬ其中虽然意大利、日本的人口规模较

大ꎬ分别为 ５９５５. ４０ 万人和 １２５８３. ６０ 万人ꎬ但以

色列、荷兰的人口规模分别仅为 ９２１. ６９ 万人和

１７４４. １１ 万人ꎮ 拥有 １７００ 多万人口的荷兰ꎬ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谷物年均净进口 １１２８. ０５ 万吨ꎬ其中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已连续 ３ 年超过 １３００ 万吨ꎮ 综合

农业强国往往具有较大的人口和农业资源规模、
较多的农业资源品类ꎮ〔２６〕

至于人口规模小的部分特色农业强国ꎬ通过

国际市场实现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的回旋空间更大ꎮ 如荷兰ꎬ２０２０ 年国土面积

仅为 ４. １５ 万平方公里ꎬ〔２７〕 但是由于长期奉行贸

易立国政策ꎬ农产品大进大出ꎬ使得其农产品出

口率和劳均出口创汇值常常高居全球第一的位

置ꎮ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生产率水

平高ꎬ现代农业发展的物质技术装备基础强

如前所述ꎬ跻身全球农业强国之列的国家ꎬ
一定具有更高甚至全球领先的农业现代化水平ꎮ
而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

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ꎮ 因此ꎬ
农业强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比较劳动生

产率水平往往位居全球前列ꎬ甚至多数农业强国

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农业劳

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ꎬ更明显高于我国的水平

(如下页表 ２ 所示)ꎮ〔２８〕

—２３１—

　 ２０２２. ８学者专论



表 ２　 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及与相关国家比较

注:农业劳动生产率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劳均农业增加值计算ꎬ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 ＮＶ. ＡＧＲ. ＥＭＰＬ. ＫＤꎻ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 ＝ (农业劳动生产率 /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１００％ ꎬ全社会劳动生产

率 ＝ ＧＤＰ / 总就业人数ꎬ其中 ＧＤＰ 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计算ꎬＧＤＰ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ＭＫＴＰ. ＫＤꎬ总就业人数数据来自国际劳工统计局( ＩＬＯ)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ｌｏ. ｏｒｇ / ｓｈｉｎｙａｐｐｓ / ｂｕｌｋｅｘｐｌｏｒｅｒ３８ / ?
ｌａｎｇ ＝ ｅｎ＆ｓｅｇｍｅｎｔ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ｉｄ ＝ ＥＭＰ＿２ＥＭＰ＿ＡＧＥ＿ＳＴＥ＿ＮＢ＿Ａꎮ

　 　 当然ꎬ农业劳动生产率受农业劳均资源ꎬ特别

是农业劳均耕地面积的影响较大ꎮ 在资源禀赋大

致相当的背景下ꎬ比较不同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

率更有价值ꎮ〔２９〕如我国和日本同属人多地少的东

亚国家ꎬ劳均耕地面积与其他农业强国差距较大ꎬ
由此导致虽然日本是农业强国ꎬ但日本与其他农

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仍然较大ꎻ而我国

同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ꎬ甚至还明显小于

日本同其他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距ꎮ 尽

管澳大利亚农业土地平均质量较低、农作物单产

也是发达国家最低的ꎬ〔３０〕 但由于澳大利亚劳均耕

地面积是各农业强国中比较大的ꎬ澳大利亚农业

劳动生产率水平也是各农业强国中较高的(见表

１、表 ２)ꎮ 可见ꎬ如果不考虑资源禀赋特点ꎬ主要依

据农业劳动生产率指标或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指

标ꎬ就将日本排斥在农业强国之外ꎬ也是缺乏合理

性的ꎮ 从不同时间的比较还可以看出ꎬ不同国家

按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水平ꎬ在总体上都呈不断提高的

趋势(见表 ２)ꎮ 这说明ꎬ就总体而言ꎬ这些农业强

国农业现代化与工业、服务业现代化水平的差距

正在明显缩小ꎬ农业现代化与工业现代化、服务业

现代化融合发展的水平也在明显提高ꎮ
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或比较劳动

生产率水平高ꎬ其重要原因是ꎬ它们的现代农业

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ꎬ为引领支撑现代农业发展

提供了坚实基础ꎮ 当然ꎬ这些农业强国农业劳动

生产率水平高ꎬ也为其提高农业经营主体的收入

水平提供了强劲支撑ꎬ导致农业经营主体有能

力、涉农利益相关者有动力去提高农业物质技术

装备水平ꎮ 农业强国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

高ꎬ在劳均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上有突出体

现ꎮ 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在农业强国中ꎬ农业劳均固

定资产形成总额最低的日本和最高的荷兰ꎬ分别

为 ０. ６９ 万美元和 ３. ３０ 万美元ꎬ分别相当于我国

的 ８. ６０ 倍和 ４１. ２５ 倍(见下页图 ２)ꎮ〔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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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农业强国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及与中国、世界平均水平比较

注: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按照各国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现价)除以农业从业人数计算ꎬ数据均来自 ＦＡＯ
数据库ꎬ分别是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ＣＩＳＰ 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ＯＥꎮ

　 　 全国仅 １７００ 多万人的荷兰ꎬ国土面积小、人
均耕地面积小ꎬ但农产品净出口额长期在全球名

列前茅ꎬ甚至 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已连续 ６ 年位居各

农业强国之首ꎬ这与其较高的农业物质技术装备

水平也有很大关系ꎮ 美国早已形成健全完善的

农业机械化体系ꎬ农业生产各项作业几乎全部采

用农业机械ꎬ不仅农业机械总量大、专业化机械

多ꎬ而且机械生产能力强、机械性能完善、自动化

水平高ꎻ近年来在农机大型化、高速化发展的同

时ꎬ节本增效降险机械和高效小型机械也发展很

快ꎮ〔３２〕德国农业机械化水平长期名列全球前茅ꎬ
其农机产品以拖拉机等动力设备为主、大功率拖

拉机应用渐成主流ꎬ并向复式作业和联合作业方

向发展ꎬ为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提供了

重要依托ꎮ〔３３〕 许多农业强国在农场规模扩大的

同时ꎬ农场资本密集度提高ꎬ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智能化、高效化、大型化、复杂化程度不断提升ꎬ
也推动了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ꎮ

(三)农业优质化、安全化、绿色化、品牌化水

平高ꎬ农业及其关联产业优势特色领域的国际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

就总体而言ꎬ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及其关联产

品ꎬ如包括食品在内的农产品加工品ꎬ往往优质

化、绿色化和品牌化程度高ꎬ食品安全水平高ꎮ
如意大利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全球领先ꎬ是欧盟成

员国中拥有最高级别农产品认证最多的国家ꎬ堪
称欧盟 ＤＯＰ、ＩＧＰ、ＳＴＧ 认证农业 /食品产品的领

头羊ꎮ 在 ５００ 余种意大利葡萄酒中ꎬ接近 ８０％是

ＤＯＰ 产品ꎬ超过 ２０％是 ＩＧＰ 产品ꎮ〔３４〕丹麦长期严

格限制化肥和农药使用ꎬ导致农产品高产优质ꎮ
因此ꎬ丹麦多种农产品长期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

力ꎮ 丹麦的猪肉、牛肉、牛奶、乳制品、家禽肉类、
方便食品、糖果和蔬菜畅销全球ꎬ一个重要原因

是其有机农业发展水平位居全球前列ꎬ并长期将

有机农业安全放在首位ꎮ 法国农业国际竞争力

强ꎬ农产品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ꎬ是世界主要

农产品生产国和农业食品出口国ꎬ饮料、葡萄酒

和烈性酒成为该国出口最多的涉农食品ꎮ 独特

的酒庄文化和优质顶级的葡萄酒ꎬ铸就了法国葡

萄酒产业在国内外高端市场强大的竞争力ꎮ 近

年来ꎬ法国大幅减少中低档酒产量ꎬ提高精制葡

萄酒等高档酒产量ꎮ ２０１７ 年ꎬ法国葡萄酒产量

３４. ７ 亿升ꎬ其中精制葡萄酒(２００９ 年更名为“原
产地命名保护葡萄酒”)产量占 ７０. ３％ ꎬ较 ２０１２
年增加了 ２３. ９％ ꎮ〔３５〕德国农产品加工品牌化、农
产品零售连锁化和农产品 /食品批发市场的公益

性ꎬ为提高农产品 /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提供了良

好保障ꎮ 许多企业将农产品加工成丰富多样的

食品后ꎬ再通过商标认证、品牌销售等商业运作ꎬ
增加其加工、销售食品的辨识度和附加值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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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食品加工业产值约为种植及畜牧业产值的 ６
倍ꎮ 仅农产品加工环节ꎬ就有数以万计的食品企

业和食品品牌ꎮ〔３６〕

从农产品来看ꎬ农业强国较强的农业国际竞

争力往往表现在两个方面ꎮ 第一ꎬ具有较强的价

格竞争力ꎬ具体表现为由于耕地等资源禀赋充足

和农产品生产、出口成本较低等原因ꎬ该国农产

品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ꎬ还能以较低价格抢占

国际市场ꎬ推动所在国农产品长期保持净出口状

态ꎮ 如澳大利亚农业属于典型的外向型农业ꎬ长
期注重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持农业国际竞

争力ꎬ已成为世界肉牛、奶牛、羊肉最大的出口国

之一ꎬ以及全球葡萄酒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ꎬ相
关产品也在全球享有盛誉ꎮ 美国是全球农产品

第一大出口国ꎬ在全球农产品贸易中长期占据主

导地位ꎬ绝大多数年份其农产品贸易呈现净出口

状态ꎮ 第二ꎬ虽然农业未必具有价格竞争力ꎬ甚
至由于人均耕地面积较小、自然资源较为贫乏、
劳动力成本高ꎬ导致农产品价格总体水平较高ꎬ
或难以通过国内生产满足农产品消费需求ꎬ不得

不保持一定规模的农产品净进口(见表 ３)ꎬ但在

全球农产品消费市场日益分化和细分的同时ꎬ部
分优势、特色领域仍能以较高质量和品牌影响

力ꎬ在农产品高端消费市场抢占较多的空间ꎮ
表 ３　 全球农业强国农产品净出口额、人均耕地面积及其与中国比较

注:在本表中ꎬ农产品净出口额 ＝ 农产品出口额 － 农产品进口额ꎬ农产品出口额、农产品进口额数据均来自 ＦＡＯ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ＴＣＬꎻ２０１８ 年人均耕地面积数据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
ｃａｔｏｒ / ＡＧＬＮＤ. ＡＲＢＬ. ＨＡ. ＰＣ?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ꎮ

　 　 以色列、德国、日本、新西兰、澳大利亚都存

在类似第二种的情况ꎮ 日本的精品农业举世瞩

目ꎬ神户牛肉、“阳光玫瑰”葡萄品质非凡ꎬ价格明

显高于普通产品ꎮ 新西兰奇异果号称新西兰新

国宝ꎬ因优良品质在全球市场保持较强影响力和

竞争力ꎮ “Ｊａｆｆａ”是新西兰打造的最著名的农产

品品牌ꎬ也是全球奇异果市场的领导品牌ꎬ长期

保持品质卓越、优质优价形象ꎬ拥有国际公认可

靠的食品安全系统ꎬ销往全球 ７０ 多个国家或地

区ꎬ约占全球奇异果销售总量的 ３０％ ꎮ 根据杨东

霞的资料ꎬ澳大利亚虽然不是全球最大的棉花出

口国ꎬ但其种植的棉花因高产优质闻名于世ꎬ这
种棉花也可以获得很高的销售价格ꎮ〔３７〕

(四)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水平高ꎬ农
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的全

球领先地位强

全球农业强国经过长期积累和市场竞争的

洗礼ꎬ已经形成了分工发达、网络联动的现代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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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产业体系ꎬ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特色化、产业

化发展水平位居全球领先地位ꎬ为它们利用比较

优势增强竞争优势、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创

造了条件ꎬ也为抢占世界农业竞争制高点和农业

价值链的关键领域、高端环节提供了便利ꎮ 如美

国作为世界头号农业强国ꎬ已经形成了五大湖沿

岸地区的乳畜带ꎬ中央大平原地区的玉米带、小
麦带和棉花带ꎬ墨西哥湾沿岸地区的亚热带作物

带ꎬ美国西南部沿海地区的水果和灌溉农业产业

带ꎬ不同地区依据资源禀赋专门生产具有比较优

势的农产品ꎬ为实现农业节本增效提质降险、提
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提供

了便利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ꎬ法国致力于转变

之前传统的农业混作经营方式ꎬ推动农业的区域

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发展ꎬ形成了

不同种类农作物的专业化产区ꎮ 位于巴黎盆地

和法国中部地区的大耕作区以种植粮食、甜菜、
蛋白或脂肪植物为主ꎬ位于法国西部的畜牧业区

以发展奶牛、肉牛、肉羊、猪、禽饲养业为主ꎬ居于

法国南部的园艺生产区以生产花卉、蔬菜等为

主ꎬ山区和某些农产品加工区属于农业产业混营

区ꎮ 谷物农场、葡萄农场、蔬菜农场等专业农场

大多只经营一种农作物ꎮ 耕种、收获、运输、仓
储、营销甚至田间管理等过去完全由农场完成的

作业环节ꎬ大多通过外包或市场购买方式交由农

场之外的服务企业完成ꎮ〔３８〕 在许多农业强国中ꎬ
家庭农场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的农业经营呈现

专业化与规模化并行发展的态势ꎬ部分家庭农场

向企业化转型成为趋势ꎬ支撑了农业生产经营效

率和运行绩效的提升ꎮ 如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农

业强国ꎬ作为农业生产基本单元的主要是家庭农

场ꎬ近年来农场和农场主数量不断减少ꎬ但单个

农场的规模却普遍变得更大ꎬ农场经营高度商业

化ꎮ 与此同时ꎬ农业区域专业化的发展ꎬ不仅带

动了农产品特色优势产区的规模化运行ꎬ也为提

升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创造了条件ꎮ
许多农业强国还是全球范围内推进农业产

业化、产业融合化、产业链一体化的领头羊ꎮ 如

许多农业强国构建了以家庭农场为基础ꎬ以农民

合作社为主导的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体系ꎬ实现了

从家庭农场生产ꎬ经由食品加工、物流运输和批

发零售等企业环节的环环相扣ꎬ最终到达居民餐

桌的流程ꎮ 其中ꎬ农机农技农艺、金融保险、检验

检测等服务环节深度融入产业链供应链ꎬ实现农

业与涉农制造业、涉农服务业深度融合ꎮ 丹麦通

过合作社的专业公司ꎬ将农业种植养殖同农产品

深加工、农产品销售甚至售后环节结合起来ꎬ形
成覆盖全程的产业链ꎬ并将家庭农场融入其中ꎬ
推动丹麦有机农业的发展水平全球领先ꎮ 在当

今德国ꎬ居民家庭餐桌上的食品极少是未经加工

的生鲜农产品ꎬ大多是从超级市场采购的工业制

成品或工业半成品ꎬ几乎没有市场出售未经加工

的肉类、瓜果和蔬菜ꎮ 通过农产品加工业将初级

农产品转化为居民家庭消费最省时省力、食用最

安全放心的食品ꎬ促成农产品附加值最大化ꎮ〔３９〕

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牛奶生产国ꎬ牛奶几乎完全

是由国内乳品厂加工制成各种牛奶产品和乳制

品ꎮ 农业食品加工业已经成为法国对外贸易的

支柱产业之一ꎮ 法国葡萄酒种植和酿造历史悠

久ꎬ独特的酒庄文化和品酒艺术、风格各异的葡

萄酒原产地特色和由葡萄酒产业核心企业、上下

游关联企业、服务企业组成的葡萄酒产业生态ꎬ
协同带动法国葡萄酒旅游享誉全球ꎬ也为提升其

葡萄酒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条件ꎮ 澳大利

亚农业生态旅游业的发展ꎬ并非简单开发农业旅

游区或旅游景点ꎬ而是将创意元素融入其中ꎬ形
成独具特色的农业生态旅游产品ꎮ 如其中的葡

萄酒主题旅游发挥葡萄酒工业厂区、农业园区、
酒庄的特色ꎬ融参观、学习、购物于一体ꎬ推动发

展旅游度假、定制配套采摘和葡萄酒酿制、红酒

知识培训、ＳＰＡ 养生休闲等体验式服务ꎬ促进葡

萄酒产业聚点成链、聚链成网地成长ꎮ
许多农业强国由于农业产业化、产业融合化

和产业链一体化的发展水平居于世界前列ꎬ其农

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高、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国际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强ꎬ不只表现在农业生产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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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ꎬ还表现在农业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甚至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中ꎮ 如德国的奶制品和焙制食品

具有较为明显的出口优势ꎮ 发达的农机工业在

支撑德国高度机械化的农业的同时ꎬ也使德国成

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机出口国、西欧最大的农机生

产国ꎮ 德国的农机制造业产值约占全球总产值

的 １０％ ꎬ产品出口率高达 ７４％ ꎮ〔４０〕２０１５ 年在“工
业 ４. ０”的基础上ꎬ德国推出了“农业 ４. ０”模式ꎬ
其主要导向是生产智能化与精准化、农业全产业

链协同化、农民普遍职业化和富庶化、农村生态

化和城镇化ꎮ 其中ꎬ农业全产业链协同化要求将

农业生产、加工、流通等全产业链各环节整体推

进、顺畅对接ꎬ形成系统、完整、高度协同的产业

链和农业、工业、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

系ꎬ显著提升全产业链的增值效应和商品率、劳
动生产率ꎮ〔４１〕荷兰实施“链战略计划行动”ꎬ在提

高农业土地生产率的同时ꎬ将农作物生产、保鲜

环节与农产品的加工、仓储物流、销售环节融为

一体ꎬ实现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等产业链各环节

有机结合ꎬ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

体ꎬ有效支撑了其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ꎮ
(五)涉农产业分工协作、网络联动、优势互

补水平高ꎬ农业合作社、涉农行业组织和跨国农

业企业对现代农业发展引领支撑作用强

综观世界ꎬ农业强国强势的背后ꎬ存在着一

批创新活跃、资源动员和市场组织能力强ꎬ生产

经营效率和效益水平高的涉农产业组织ꎬ如农业

合作社、涉农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农业跨国公

司、农产品拍卖市场、涉农平台型企业等ꎮ 它们

各就其位、各展其长ꎬ协同推动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提质增效升级降险ꎮ 发达的涉农产业组织将

家庭经营和公司农场有效引入发达的分工协作

网络ꎬ实现了家庭农场、公司农场等农业微观经

营主体与各类现代涉农产业组织的扬长避短、优
势互补、联动提升ꎮ 发达的涉农产业组织网络不

仅帮助农业拓展了利用资源、要素、市场的空间ꎬ
还畅通了资本、科技、高端人才和现代发展理念

进入农业的渠道ꎬ为增强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的

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创造了条

件ꎮ 尽管不同类型农业强国的涉农产业组织创

新的重点和结构可能有所不同ꎬ但基本形成了主

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ꎬ以农业合作社和行业协会

为纽带ꎬ以跨国公司、农产品期货市场等为引领ꎬ
涉农平台型企业等多种创新组织为补充的多元

化、网络化发展格局ꎮ
农业合作社是市场竞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ꎬ

为维护家庭农场等成员利益、抵御资本盘剥和竞

争压力、共同应对市场竞争挑战ꎬ通过家庭农场

等农业微观经营主体联合起来形成的经济组织ꎬ
改善社员生产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也是其重要

目标之一ꎮ 许多农业强国的经验证明ꎬ农业合作

社的发展ꎬ往往增强了农产品综合供给能力和农

业市场竞争力、风险承受力、综合获利能力ꎬ提高

了农民的市场谈判地位ꎬ也促进了农村社区发展

和农民参与发展能力的增强ꎮ 许多国家的农业

合作社不仅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和维护者ꎬ还是

政府、市场联结农场经营的桥梁ꎬ成为构建本土

农业供应链、提升农业价值链的主导力量ꎮ 农场

经营转型升级ꎬ农业延伸产业链、打造供应链、提
升价值链越来越离不开农业合作社的关键作

用ꎮ〔４２〕长期以来ꎬ世界农业强国农业合作社的发

展主要呈现两种模式ꎬ一是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

专业合作社模式ꎬ二是以日本农协为代表的综合

合作社模式ꎮ 欧美农业强国ꎬ如美国、法国、德国

等在长期发展专业性农业合作社的基础上ꎬ合作

社发展开始呈现综合化趋势ꎬ形成农工商综合

体、大型农业合作社企业集团和跨行业、跨地区

合作社联盟等ꎮ
农业产业一体化的深化和农业同农产品加

工业、农产品流通等服务业融合发展的推进ꎬ带
动许多农业强国农产品行业协会、涉农产业联盟

等行业组织兴旺发达ꎬ在增加对农户和涉农企

业、农业合作社的服务供给ꎬ加强行业自律维权

和优化行业治理ꎬ维护行业公共利益和加强同政

府、市场的沟通协调ꎬ开展行业培训、加强行业公

共创新平台和创新能力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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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并成为联结微观组织与政府或市场的桥

梁、推进产业链供应链一体化的纽带ꎮ 许多涉农

行业组织在推进政策宣传和实施、加强同国内外

行业组织的交流合作等方面ꎬ也发挥了重要作

用ꎮ 尤其是在农业合作社发挥行业自卫、自治、
自律、自强作用难以满足家庭农场等微观主体需

求时ꎬ涉农行业组织发挥的作用往往举足轻重ꎮ
以法国为例ꎬ到 ２０１０ 年前后ꎬ在全国有重要影响

的涉农行业组织主要有全国农业经营者工会联

盟、全国青年农民中心、小麦及其他谷物生产者

协会、全国水果生产者联合会、法国蔬菜生产者

组织、全国园艺与苗圃生产者联合会、全国牛奶

生产者联合会、法国农业商会等ꎮ 有些行业组织

对捍卫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成员的合法权

益ꎬ也日益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ꎮ 有的国家

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到一定阶段后ꎬ向农产品行业

协会、产业联盟转型ꎬ导致合作社与行业组织的

边界日益模糊ꎮ 在澳大利亚农业中ꎬ奶牛养殖占

据重要地位ꎬ牛奶产量的 １ / ３ 以上用于出口ꎬ并
多以奶酪等增值产品方式出口ꎮ 由澳大利亚乳

业理事会、澳大利亚奶农联盟、澳大利亚乳制品

联盟、澳大利亚乳业局组成的澳大利亚乳业社会

化服务组织网络ꎬ为促进乳业产业链上下游协调

和不同利益相关者合作ꎬ为打造富有竞争力和高

附加值的乳业产业链奠定了坚实基础ꎮ
全球农业强国之所以强ꎬ一个重要原因是ꎬ

富有全球影响力的农业跨国公司相对集中于它

们国内ꎬ成为它们参与国际农业竞争合作的中流

砥柱ꎮ 许多大型农业跨国公司不仅生产或加工

技术发达、经营理念先进、市场供求信息丰富ꎬ还
拥有营销网络、金融服务、资本运作、品牌经营和

供应链管理等方面的综合优势ꎮ 这些跨国农业

企业往往是全球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的领导者ꎬ是国际农产品贸易和跨国农业投

资的排头兵ꎬ也是全球农业供应链运行、价值链

升级的领头雁ꎮ 多数农业跨国公司采取纵向一

体化方式运行ꎬ在全球(特定)农产品 /食品、农
资、生产要素、资本市场运行和涉农生产、加工、

流通、贸易等领域的商品、要素、信息流动和资源

配置中ꎬ具有突出的竞争优势和创新优势ꎬ形成

了举足轻重的控制力和影响力ꎬ展示了较强的垄

断地位和超额利润攫取能力ꎮ 根据余欣荣、杜志

雄的资料ꎬ迄今为止ꎬ按照主营业务的不同ꎬ可将

农业跨国公司分为四类ꎬ一是以孟山都、杜邦先

锋等为代表ꎬ主要从事动植物育种的种子科技研

发型公司ꎻ二是以丰益国际、约翰迪尔等为代表ꎬ
主要从事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和农资生产的生

产经营型公司ꎻ三是以佳沛公司、都乐公司等为

代表ꎬ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和物流的公司ꎻ四是

以 ＡＤＭ、邦吉、嘉吉、路易达孚和我国中粮集团等

为代表ꎬ 多元化、 综合化发展的农业跨国公

司ꎮ〔４３〕经营农业和农业服务业的跨国公司ꎬ约将

３ / ４ 的投资放在资源、销售条件优越的农业强国ꎮ
许多农业强国良好的产业基础、久久为功的

努力、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ꎬ为农业跨国公司的

成长提供了便利ꎮ 如法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推进

农业专业化生产与企业化经营的有机结合ꎬ通过

培育壮大农业企业ꎬ强化农业产业链供应链的领

导地位ꎮ ２０２１ 年达能等全球十大食品企业ꎬ多数

总部位于美国、荷兰、法国等世界农业强国ꎬ但其

产品却遍布全球ꎬ涵盖了饮料、休闲食品、大宗农

产品生产及综合加工、畜禽养殖等多个行业ꎬ展
示了较强的市场拓展、资本运作、产业链整合和

抗风险能力ꎬ为增强农业国际竞争力、对外投资

能力和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影响力ꎬ提供了骨干

支撑ꎮ
(六)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水平高ꎬ创新

创业生态健全发达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

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ꎬ许多农业强国的发

展过程对此提供了生动阐释ꎮ 这些农业强国往

往位居全球农业科技创新的前沿ꎬ也是推动全球

科技创新向产业创新转化的先锋ꎬ是农业或其关

联产业新理念、新科技、新业态、新模式的密集发

生地甚至策源地ꎮ 其涉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的能级高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市场驱动特征

显著ꎬ科技进步对农业产业链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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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ꎬ为提高农业质量效益竞争力提供了雄厚支

撑ꎮ 许多涉农创新型企业和服务组织、服务平

台ꎬ成为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的策源地和创新资

源、创新要素、创新理念集聚的先导区ꎮ 这些农

业强国科技创新链和产业创新链往往深度良性

互动ꎬ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市场化、产业化能力

强ꎬ它们的许多农业跨国公司、涉农行业协会甚

至合作社ꎬ成为区域性甚至全球性农业创新的发

动机ꎬ容易产生前沿科技创新深度融入产业、产
业发展高度依赖前沿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ꎮ 如

以色列农业发达且科技含量高ꎬ其生物技术产业

综合实力全球领先ꎬ低压滴灌技术、海水淡化技

术享誉全球ꎬ滴灌设备和新品种开发有全球影响

力ꎬ农业 ３０％的初创公司与水利有关ꎬ是全球最

大的水技术创新基地ꎮ 荷兰创新技术领先ꎬ知名

企业云集ꎬ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能力强ꎬ
农业、水利、食品等领域均属荷兰科技创新的闪

光点ꎬ食品加工、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是荷兰工

业的三大支柱ꎮ 荷兰温室技术举世闻名ꎬ在全球

种子领域具有领导者地位ꎮ 由此推动荷兰成为

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和食品出口国之一ꎬ食品加工

机械也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ꎮ 多数农业强国较

高的物质技术装备水平ꎬ往往是与冠领全球甚至

覆盖优势特色产业链的科技创新能力相伴而行

的ꎮ 如美国农业科技长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ꎬ高
度发达的农业机械化技术、高效率的农业化学技

术、居于世界前沿的农业生物技术、一骑绝尘的

数字农业技术融合互动ꎬ各展其长ꎬ相得益彰ꎬ协
同推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ꎬ成为现代农业强

国的强大支柱ꎮ
许多农业强国拥有国际竞争力强的农产品 /

食品品牌ꎬ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们建立了与国际接

轨、体现了较强创新能力的农产品 /食品质量标

准和管理体系ꎬ种业、农机、农(技)艺等覆盖全程

的科技创新能力对此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ꎮ 在

讨论农业强国建设时ꎬ富有日本特色的精品农业

发展道路往往让人津津乐道ꎮ 其中一个重要奥

妙在于ꎬ从品种到种植技术的潜心研发ꎬ到种植

过程的独具匠心ꎬ再到农产品采后分级、包装、储
藏保鲜、超市配送环节ꎬ健康、安全和标准化理念

贯穿始终ꎬ技术的精细化为将农产品品质做到极

致提供了有力支持ꎮ 因此ꎬ日本的许多农产品虽

然价格很高ꎬ但在高端市场竞争中仍然独领风

骚ꎬ具有较高的品牌溢价ꎮ 此外ꎬ在全球农业强

国中ꎬ涉农跨国公司、行业协会、产业联盟、农民

合作社等发达的农业产业组织ꎬ在推动农业科技

创新、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过程中ꎬ往往发挥了

中坚甚至导航作用ꎮ 如作为在全球有重要影响

的跨国大粮商ꎬ美国的 ＡＤＭ 公司和邦吉公司均

以注重研发著称ꎬ在全球多个国家建立了研发基

地ꎮ ＡＤＭ 公司一直是全球人和动物营养领域的

领导者ꎬ长期注重通过科技研发打造公司核心竞

争力ꎬ培育公司品牌ꎬ拓展业务领域ꎮ 邦吉公司

长期重视食物营养方面的科技研发ꎬ主要业务涵

盖化肥、农业生产、食品制造和生物能源等领域ꎬ
能将产品和服务延伸到零售货架ꎮ 美国的孟山

都公司作为跨国农业公司ꎬ其农业创新体系涵盖

育种、生物技术、作物保护和数据科学等领域ꎬ一
直是全球转基因种子领域的旗舰ꎮ 这些跨国农

业企业往往是全球涉农供应链核心企业ꎬ是推进

产业链一体化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的探路者ꎬ也
是推进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的排头兵ꎮ 作为

欧盟最大的农业生产国和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

口国ꎬ法国农业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形成的协会、
联合会和各种农业研究中心ꎬ对于增强农业创新

驱动能力、优化农业治理发挥了重要作用ꎬ也为

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和对农民的培训咨询发挥了

重要桥梁纽带作用ꎮ〔４４〕

全球农业强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科技创新

和产业创新能力强ꎬ很大程度上源自其健全发达

且可持续发展能力强的创新创业生态ꎮ 如拥有

“欧洲花园”“鲜花之国”美誉的荷兰ꎬ作为传统

的“欧洲门户”ꎬ商业历史悠久ꎬ营商环境优良ꎮ
以瓦赫宁根大学为中心ꎬ大批农业科创企业和实

验型农场汇聚ꎬ形成类似农业“硅谷”的科技创

新、产业创新先行区ꎮ 以花卉园艺业为龙头的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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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园艺植物业ꎬ依托优越的地理位置ꎬ形成了以

鲜花拍卖市场为中心ꎬ四通八达的海、陆、空物流

运输网络ꎬ将花卉园艺种植企业与海内外消费市

场紧密联系起来ꎮ 荷兰的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发

达ꎬ也有较为完善的商品检验检疫服务体系ꎻ数
字经济发达、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ꎬ也为荷兰

农业增强创新能力和拓展营销方式提供了便利ꎮ
荷兰合作银行主要从事农业、农机和食品工业等

行业的金融交易ꎮ 荷兰政府对企业创新研发活

动ꎬ提供了一系列税收减免支持ꎬ并向创新型中

小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或补贴ꎮ 这些都为荷兰农

业的创新创业营造了健全良好的生态氛围ꎮ

三、如何看待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及其对

我国的启示

　 　 (一)我国农业大而不强且与农业强国发展

差距较大ꎬ要高度重视推进农业强国建设的重要

性艰巨性复杂性

我国在建设农业强国方面已经形成良好发

展势头ꎬ但和全球农业强国的总体差距仍然较

大ꎬ大而不强仍是我国农业的基本特征ꎬ具体表

现为全球农业强国的“六高六强”特征ꎬ我国都在

一定程度上具备ꎬ但除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的基础支撑强外ꎬ其他方面都只能说有一

定基础、有较大后劲、有广阔潜力ꎬ但基本上仍处

于发展的初级阶段ꎬ甚至离“基本实现”仍有很大

差距ꎮ
即便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

基础支撑强ꎬ当前仍然只能说是谨慎乐观ꎮ 所谓

“乐观”ꎬ就是说我国谷物库存充足ꎬ只要我国保

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现行政策能够

得到有效贯彻落实ꎬ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问题ꎬ
保障粮食安全尤其如此ꎮ 所谓“谨慎”ꎬ就是说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ꎬ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

产品有效供给的形势依然严峻ꎮ 第一ꎬ有效贯彻

落实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现

行政策ꎬ本身就存在较大的难度ꎮ 比如实行最严

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是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的重要基础ꎬ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耕地保护要求要非常明确ꎬ１８ 亿亩耕地必须

实至名归ꎬ农田就是农田ꎬ而且必须是良田”ꎬ〔４５〕

之所以 ２０２２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落实‘长牙

齿’的耕地保护硬措施” “实行耕地保护党政同

责”ꎬ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制度存在较大难度ꎮ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的提高ꎬ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发展与粮食和农

产品生产争夺耕地的矛盾将会愈演愈烈ꎻ而且从

国内外经验来看ꎬ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毁坏易ꎬ恢复难”ꎮ 第二ꎬ从国际经验来看ꎬ随
着收入、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消费结构多元化的推

进ꎬ食物和农产品消费来源日益多样化ꎬ会导致

非粮食生产与粮食生产争夺耕地、水资源和其他

生产要素的矛盾愈演愈烈ꎮ 第三ꎬ当前世界面临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ꎬ国内发展的体制性、周期性、
结构性矛盾相互交织ꎬ影响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ꎬ尤其

是类似新冠肺炎疫情、地缘政治冲突、美国西部

极端天气等“黑天鹅” “灰犀牛”事件的发生ꎬ都
很容易放大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挑战ꎮ 第四ꎬ从统

筹发展和安全的角度出发ꎬ对于我国这样的人口

大国ꎬ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应该

适当留有余地ꎮ
与全球农业强国的“六高六强”特征相比ꎬ且

不说我国要在全球农业竞争合作中形成规模化

的农业比较优势和强势竞争力、创新力、可持续

发展能力需要久久为功ꎬ很容易出现“行百里者

半九十”的问题ꎬ仅从农业强国其他主要评价指

标来看ꎬ当前我国同主要农业强国之间可谓差距

明显ꎮ 从下页表 ４ 可见ꎬ就总体而言ꎬ２０２０ 年我

国仅城市化率指标与农业强国差距较小ꎬ到 ２０３５
年可望基本达到或超过现有农业强国的低值要

求ꎻ〔４６〕其他主要评价指标要达到农业强国 ２０２０
年的低值要求难度很大ꎬ到 ２０３５ 年充其量只能

说初步建成农业强国ꎻ甚至可以说ꎬ我国基本建

成农业强国的时间ꎬ很可能要比基本实现农业农

村现代化的时间(２０３５ 年)晚几年ꎮ
—０４１—

　 ２０２２. ８学者专论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我国与农业强国部分主要评价指标差距比较

注:在本表中ꎬ人均 ＧＤＰ 按 ２０２０ 年价格水平计算ꎮ 对应城市化率的中国差距ꎬ用农业强国城市化率最低值或次低

值与中国城市化率之差计算ꎬ其他 ３ 个指标均用中国对应指标占农业强国最低值或次低值的百分比计算ꎮ 农业从业

人数占比最低值和次低值分别用农业从业人数占比最高值和次高值代替ꎮ 带∗∗者表示 ２０１９ 年数据ꎮ

　 　 如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ꎬ在我们所选的全球

农业强国中ꎬ２０２０ 年意大利人均 ＧＤＰ 水平最低

(３１８３４. ９７ 美元)ꎬ其他农业强国的人均名义

ＧＤＰ 都在 ３５０００ 美元以上ꎮ ２０２０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为 １０４０８. ６７ 美元ꎮ 如果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人

均收入较 ２０２０ 年翻一番ꎬ要求人均 ＧＤＰ 年均实

际增长 ４. ７３％ ꎬ按 ２０２０ 年不变价格计算到 ２０３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也不足 ２１０００ 美元ꎬ与现有农业

强国 ２０２０ 年人均 ＧＤＰ 最低值仍有很大差距ꎮ 但

考虑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ꎬ维持较高速增

长的难度越来越大ꎬ从近年来我国 ＧＤＰ 和人均

ＧＤＰ 增速的变化趋势来看ꎬ到 ２０３５ 年要实现我

国人均 ＧＤＰ 较 ２０２０ 年翻一番ꎬ已是存在较大难

度ꎮ 要使 ２０３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达到意大利

２０２０ 年的水平ꎬ即要求 ２０２１—２０３５ 年我国人均

ＧＤＰ 年均递增 ７. ７４％ ꎬ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ꎮ
考虑到以下因素ꎬ今后我国加快农业强国建

设、缩小与农业强国发展差距的任务更为繁重ꎮ
第一ꎬ农业强国建设不可刻舟求剑ꎬ农业强国的

门槛会在全球农业竞争合作的浪潮中ꎬ随其他国

家农业强国建设的后续进展而水涨船高ꎬ因此未

来进入农业强国的门槛可能会明显高于当前ꎬ即
便到 ２０３５、２０５０ 年达到农业强国的现有水平ꎬ也

未必能进入当时的农业强国之列ꎮ 第二ꎬ现代化

强国建设是个系统工程ꎬ农业强国建设不可游离

于现代化强国建设之外独善其身ꎬ需要国家其他

方面的现代化作为底蕴ꎬ与农业强国建设相得益

彰、耦合共生ꎮ 因此ꎬ如果国家其他方面的现代

化作为底蕴发育不够ꎬ农业强国建设也会如鱼失

水难以持久ꎮ 第三ꎬ农业强国在已经实现农业现

代化的国家中属于佼佼者ꎬ在国内要具有雄厚的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不排斥有效利

用国际市场)ꎬ在全球要具有突出的创新驱动能

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ꎬ因此农业强

国建设任务较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更为繁重ꎮ
(二)农业强国是相关国家在培育重要农产

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

发展能力方面久久为功的成果ꎬ要谨防操之过急

导致欲速不达

基于前文分析ꎬ尽管不同的农业强国国情农

情特别是资源禀赋不同ꎬ但在探索符合国情农情

和发展阶段要求的农业强国建设道路上ꎬ都进行

了长期不懈的努力ꎮ 长期以来ꎬ这些农业强国在

培育国内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创新

力、国际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ꎬ给了我们

以下启示:坚持以农立国战略ꎬ顺应不同发展阶

—１４１—

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和经验启示



段政策目标和发展要求的变化ꎬ与时俱进地创新

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并推动农业政策转型ꎻ坚持将

培育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结合起来ꎬ通过完

善相关制度环境积极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ꎻ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和

需求导向、实用为重原则ꎬ切实推进涉农科技创

新和产业创新顶天立地ꎬ促进农业产业链创新链

融合互动ꎻ坚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标准引

领、品牌强农、服务强农联动发展ꎬ重点推进涉农

优势特色产业聚链集群成带发展和特色化差异

化发展ꎬ将培育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同增强农业

竞争力结合起来ꎻ坚持以支持农业合作社、涉农

行业组织发展为重点ꎬ促进农业跨国公司、平台

型企业、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涉农产业组织多

元化、网络化发展ꎬ完善现代农业同现代服务业、
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机制ꎻ坚持以人为本理念ꎬ
加强和改善农业劳动力教育培训ꎬ并将加强青年

农民培训放在突出地位ꎬ通过人才强农夯实农业

强国底蕴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ꎬ着力化解农业

农村发展的瓶颈制约和短板弱项ꎬ推动农业及其

关联产业(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ꎬ不断

增强应对环境变化和抵御风险挑战的能力ꎮ
以特色农业强国荷兰为例ꎬ尽管其人均耕地

面积低于我国、耕地总面积不及我国的 ０. ９％ ꎬ却
是全球农产品出口大国ꎬ农业劳动生产率位居全

球前列ꎬ这与荷兰农业及其关联产业(链)科技含

量高密切相关ꎮ 其背后既有荷兰长期加强对研

发创新等方面的投入支持ꎬ并在推进农作物育

种、栽培、种植、生物防治等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方

面久久为功的原因ꎬ又有通过实施“链战略行动

计划”ꎬ推动农业产前、产中、产后环节创新能力

和科技应用能力建设环环相扣、融为一体ꎬ促进

生产与市场高度结合等原因ꎮ 这些为增强荷兰

农业的出口竞争力ꎬ提供了雄厚底蕴ꎮ 荷兰长期

形成的宽容包容的社会氛围ꎬ对于农业产业链创

新能力的增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但这些方面

都需要依靠长期栉风沐雨、砥砺前行的过程ꎮ 如

荷兰种业国际竞争力强ꎬ一个重要原因是荷兰长

期重视对全球种质资源的收集和新品种选育ꎬ每
年都有大量的杂交育种工作ꎬ荷兰还长期重视对

植物新品种权利的保护ꎮ
今后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ꎬ既要在战略上

高度重视ꎬ增强紧迫感ꎬ又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

备ꎬ一步一个脚印地扎实推进ꎮ 要防止追求速战

速决ꎬ把本该属于持久战的农业强国建设转变为

打突击战或攻坚战的过程ꎬ导致农业强国建设

“半途而废”或陷入停滞、逆转困局ꎮ
(三)要辩证看待农业强国建设的历史经验

和发展路径ꎬ结合国情农情和发展阶段要求进行

创新改造

我们要看到农业强国在特定历史阶段和发

展环境下的政策选择ꎬ可能有其合理性和必然

性ꎬ但也可能为其未来发展中相关问题的产生埋

下伏笔ꎮ 既要看到农业强国立足资源禀赋等国

情农情ꎬ顺应发展环境、发展阶段变化ꎬ聚焦提升

农业创新力、竞争力、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战略需

求和满足国民美好生活需要ꎬ推进政策创新的成

功经验ꎬ又要看到相关政策选择偏差甚至失败教

训带来的历史包袱ꎮ 要注意资源禀赋和国情农

情不同对农业强国的农业政策选择差异及其执

行结果的影响ꎬ从中悟出农业政策形成演变的机

理和创新逻辑ꎮ 如法国农产品质量较高ꎬ一个重

要原因是基于对之前片面追求农业增产的传统

发展模式的反思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法国提出了“理
性农业”理念ꎬ强调在保障生产者收入的前提下ꎬ
注意提高农产品质量、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农

业与自然和谐发展ꎬ增进农业和食品生产利益相

关者的协同ꎮ 法国、德国农产品品质誉满全球ꎬ
除与长期重视农民教育培训和农业标准化发展

密切相关外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基于对

之前化学农业发展导致农业污染增加、影响食品

安全的反思ꎬ推动其农业走上日益重视生态环境

保护、重视农业生产与自然环境保持动态平衡的

道路ꎮ
可见ꎬ要基于对我国国情农情、发展阶段、发

展环境的科学分析ꎬ加强对农业强国建设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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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普遍规律的批判性借鉴和吸收改造ꎬ在推进

农业政策创新中努力实现“扬弃以来ꎬ吸收外来ꎬ
面向未来”ꎮ

(四)加强并创新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支

持ꎬ促进我国农业强国建设行稳致远

从我国与现有农业强国人均 ＧＤＰ 的比较来

看ꎬ到 ２０３５ 甚至 ２０４０ 年前ꎬ要弥合我国与现有

农业强国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都存在较大难度ꎮ 但

是ꎬ我国同农业强国在各项主要评价指标上的差

距并非等同ꎬ各指标弥合差距的难度也不一样ꎮ
只要我们在不违反国际经贸规则的前提下ꎬ能够

加强并创新对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支持ꎬ在 ２０３５
年前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

成总额ꎬ甚至在降低农业从业人数占比方面取得

较为明显的成效ꎬ也是有可能的ꎮ 届时ꎬ虽然我

国与农业强国人均 ＧＤＰ 之间的差距仍然难以弥

合ꎬ但可以运用“Ａ 处缺损 Ｂ 处补”的办法ꎬ通过

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

成总额、降低农业从业人数占比等方面取得更大

成效ꎬ以此来确保基本建成农业强国ꎮ 当然ꎬ要
在上述三大方面取得更大成效ꎬ需要我们在强化

和创新农业政策支持方面有更大作为ꎬ仅靠一般

的资源动员和政策调整ꎬ是难以实现的ꎮ 为确保

到 ２０３５—２０４０ 年间能基本建成农业强国、２０５０
年能顺利建成农业强国ꎬ建议在集思广益和深度

调研的基础上ꎬ出台«农业强国 ２０５０»ꎬ形成推进

农业强国建设的行动指南和战略导引ꎬ并全面强

化和创新农业强国建设的政策支持ꎮ
基于以上方面ꎬ要力争到 ２０３５ 年基本实现

农业农村现代化前ꎬ为我国推进农业强国建设打

下扎实基础ꎬ通过厚植发展优势ꎬ到 ２０３５ 年初步

形成农业强国的框架ꎮ 在此阶段ꎬ推进农业强国

建设既要重视重点突破ꎬ又要注意“小火慢煮”ꎬ
培育底蕴ꎬ夯实我国农业比较优势和独特竞争优

势ꎮ〔４７〕到 ２０３５ 年之后ꎬ再经过 ５ 年左右的努力和

基础夯实ꎬ基本建成农业强国ꎬ推动我国农业比

较优势和独特竞争优势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ꎮ
之后进入我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冲刺阶段ꎬ在全球

农业竞争合作中逐步形成较强的规模化比较优

势和强势竞争力ꎬ力争到 ２０５０ 年建成富有东亚

特色ꎬ国内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坚

实ꎬ并凸显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全球农业强国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认为推进全球农业强国建

设ꎬ要在战略上重视强化系统思维ꎬ促进农业强

国建设有效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的行动中ꎬ并形成富有自身特色的政策支持体

系ꎻ要强化结构思维ꎬ高度重视影响我国农业发

展的总量矛盾趋势性减弱、结构性矛盾明显增强

的趋势ꎬ防止用解决总量矛盾的办法来解决结构

性矛盾ꎬ加剧解决问题的难度ꎻ要强化融合发展

思维ꎬ跳出农业看农业、跳出农村看农村ꎬ通过推

进农业农村融合发展和城乡融合发展ꎬ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竞争力ꎻ要强化历史思维ꎬ注意新发展

阶段国内外发展环境变化带来的新要求新挑战ꎬ
增强农业支持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ꎻ强化发展

的底线思维ꎬ通过优化农业发展的宏观调控和农

业风险管理ꎬ有效应对各种“黑天鹅” “灰犀牛”
事件的发生ꎬ增强农业农村发展韧性和适应环境

变化的能力ꎮ

注释:
〔１〕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三农”工

作论述摘编»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３ 页ꎮ
〔２〕«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２ 年)›»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ｚｌ / ｘｃｚｘ / ｘｃｚｘｚｌｇｈ / ２０１８１１ / ｔ２０１８１１２９＿６１６３９５３. ｈｔｍꎮ

〔３〕如 ２０１９ 年美国、日本、法国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重分别

为 ０. ９２％ 、１. ０１％ 、１. ５２％ ꎬ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

重分别为１. ３６％ 、３. ３８％ 、２. ５３％ ꎮ 本文中农业增加值占 ＧＤＰ 比

重、农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数据ꎬ凡未特别注明出

处者均来自世界银行ꎬ分别为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
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ＡＧＲ. ＴＯＴＬ. ＺＳ? ｖｉｅｗ ＝ ｃｈａ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ＳＬ. ＡＧＲ. ＥＭＰＬ. ＺＳꎮ

〔４〕〔６〕〔８〕〔１４〕〔１５〕〔１６〕魏后凯、崔凯:«建设农业强国的

中国道路:基本逻辑、进程研判与战略支撑»ꎬ«中国农村经济»
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ꎮ

〔５〕〔７〕叶贞琴:«现代农业强国有五大重要标志»ꎬ«农村工

作通讯»２０１６ 年第 ２３ 期ꎮ

—３４１—

全球农业强国的共同特征和经验启示



〔９〕从后文分析可见ꎬ较为准确的说法是重要农产品国内供

给保障能力和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ꎬ下同ꎮ
〔１０〕如按现价计算ꎬ２０００ 年英国农产品净进口 ９１. ０６ 亿美

元ꎬ２００７ 年扩大到 ３０３. ４１ 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达到 ３５１. １７ 亿美元ꎮ
本文数据凡未特别注明出处者ꎬ数据来源均同表 １ꎮ

〔１１〕需要说明的是ꎬ本文研究无意穷尽所有农业强国ꎬ少数

发达国家由于数据和相关资料缺乏ꎬ我们对其农业比较优势和

强势竞争力了解不够ꎬ可能将其遗漏于农业强国名单之外ꎬ但这

对我们分析农业强国的特征和经验启示并无大碍ꎬ因为后文据

此选择的农业强国已经达 １１ 个ꎮ
〔１２〕朱高峰、王迪:«当前中国制造业发展情况分析与展望:

基于制造强国评价指标体系»ꎬ«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１３〕李金华:«中国制造业与世界制造强国的比较及启示»ꎬ

«东南学术»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ꎮ
〔１７〕刘英杰、苏洋:«加拿大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

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２０ － ３５ 页ꎮ
〔１８〕〔３０〕〔３７〕杨东霞:«澳大利亚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

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３ － １１、１７、５７ 页ꎮ
〔１９〕〔３３〕〔３６〕〔３９〕 〔４０〕李婷:«德国农业»ꎬ北京:中国农

业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９、２１ － ２９、３５ － ３９、５１、２４８ 页ꎮ
〔２０〕以 ２０１９ 年为例ꎬ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计算ꎬ用劳均农业

增加值衡量农业劳动生产率ꎬ则同年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 １. ７８
万美元ꎬ仅及同年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 ４４. ０６％ ꎬ明显低于美

国、加拿大、德国、法国的水平ꎮ 如 ２０１８ 年ꎬ日本、德国和美国人

均耕地面积分别为 ０. ０３ 公顷、０. １４ 公顷和 ０. ４８ 公顷ꎬ三者人均

农业用地面积分别为 ０. ０３５ 公顷、０. ２０ 公顷和 １. ２３ 公顷ꎮ
〔２１〕如 ２０１９ 年日本农业增加值 ５１８. ５１ 亿美元ꎬ２０２０ 年日

本农产品净进口 ５０９. ５６ 亿美元ꎬ谷物自给率为 ３１. ９５％ ꎮ
〔２２〕曹斌:«日本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２ 页ꎮ
〔２３〕参见 ＦＡＯ 数据库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

ｔａ / ＴＣＬꎮ
〔２４〕本文在计算谷物自给率时遵循的公式是:谷物自给

率 ＝ 谷物产量 / (谷物产量 ＋ 谷物进口量 － 谷物出口量)ꎬ谷物产

量和进出口量数 据 来 自 ＦＡＯ 数 据 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 ｄａｔａ / ＱＣＬ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 ｄａｔａ /
ＴＣＬꎮ

〔２５〕这些国家农产品总体的进出口情况也有所不同ꎬ新西

兰、荷兰长期保持净出口状态ꎬ近年来意大利也由净进口转为净

出口ꎬ但日本和以色列一直呈现净进口格局ꎮ
〔２６〕如 ２０２０ 年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人口规模分别为

３２９４８. ４１ 万人、３８００. ５２ 万人、２５６８. ７０ 万人ꎬ人均谷物产量分别

为全球人均产量的 ３. ４２ 倍、４. ４３ 倍和 ２. ６８ 倍ꎮ 本文各国人口

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ꎬ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ｉｃａ￣
ｔｏｒ / ＳＰ. ＰＯＰ. ＴＯＴＬꎮ 谷物产量数据来自 ＦＡＯꎬ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ａｏ.

ｏｒｇ / ｆａｏｓｔａｔ / ｅｎ / ＃ｄａｔａ / ＱＣＬꎮ
〔２７〕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２１»ꎮ
〔２８〕如按 ２０１５ 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ꎬ大多数农业强国的农

业劳均增加值达到或超过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ꎬ仅日本低于、
意大利略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ꎮ 尽管如此ꎬ日本农业劳动

生产率仍然相当于我国的 ３. １８ 倍、世界平均水平的 ４. ４５ 倍ꎮ
〔２９〕如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水

平较低ꎬ但 ２０１８ 年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业劳均耕地面积分别达

到 ２９. １８ 公顷和 １２. ３５ 公顷ꎬ我国仅为 ０. ５９ 公顷ꎬ分别相当于我

国的 ４９. ４６ 倍和 ２０. ９３ 倍ꎬ因此 ２０１９ 年两国按 ２０１５ 年不变价格

计算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达到 １４２０１. ４５ 美元和 ４８８７. ７８ 美

元ꎬ俄罗斯高出我国 １. ５３ 倍ꎬ乌克兰也仅低于我国 １２. ８６％ ꎮ
〔３１〕按图 ２ 数据计算ꎬ日本农业劳均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相

当于我国的 ８. ６３ 倍ꎬ非 ８. ６０ 倍ꎬ误差因相关数据保留两位小数

所致ꎮ
〔３２〕张广胜:«美国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

第 ３０ － ３２、１５９ － １６２ 页ꎮ
〔３４〕张亚辉、柯小华:«意大利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１４９ 页ꎮ
〔３５〕〔３８〕李岩:«法国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９、２１ 页ꎮ
〔４１〕肖红利、王斯佳、许振宝、李哲敏:«德国农业 ４. ０ 发展

经验对中国农业发展的启示» ꎬ«农业展望»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２〕以法国为例ꎬ既有农产品生产、服务和购销合作社ꎬ又

有农业信用合作社、农业保险合作社和其他特殊类型的合作社ꎬ
２０２０ 年已有 ９０％的农场主加入合作社ꎬ合作社在不同类型农产

品经营中所占份额从 １ / ３ 到 ２ / ３ 不等ꎮ 参见李岩:«法国农业»ꎬ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１２５、２３６ 页ꎮ

〔４３〕余欣荣、杜志雄:«当代世界农业»ꎬ北京:中国农业出版

社ꎬ２０２１ 年ꎬ第 ３２０ － ３２１ 页ꎮ
〔４４〕〔澳〕 卢克哈苏伊克、〔法〕 法布里斯德雷福斯、

〔日〕菅野清、王艺璇:«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ꎬ«中国经济报

告»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２ 期ꎮ
〔４５〕«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对做好“三农”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 李克强提出要求»ꎬ求是网ꎬ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
ｒｙ. ｃｎ / ｙａｏｗｅｎ / ２０２１ － １２ / ２６ / ｃ＿１１２８２０２８６７. ｈｔｍꎮ

〔４６〕按照世界银行数据ꎬ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年间ꎬ我国城市

化率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４９. ２３％ 提高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１. ４３％ ꎬ年均提高

１. ２２ 个百分点ꎮ 到 ２０３５ 年将我国城市化率提高到农业强国

２０２０ 年的最低值水平(即意大利的 ７１. ０４％ )ꎬ需要我国城市化

率年均提高 ０. ６４ 个百分点ꎮ
〔４７〕为叙述简便起见ꎬ此处独特竞争优势具体体现在农业

创新力、国际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ꎮ

〔责任编辑:刘　 毅〕

—４４１—

　 ２０２２. ８学者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