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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转型视角下的农业补贴制度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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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是支撑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产业ꎬ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ꎬ当前阶段的农业绿色转型至

关重要ꎮ 农业补贴能够纠正市场失灵ꎬ促进农业绿色转型ꎮ 而中国目前的农业补贴制度妨碍农业绿色转型ꎬ包括
农业补贴资金投入不足ꎬ“ 绿箱” 政策较少ꎬ对绿色农业重视不够这些问题ꎮ 因此ꎬ在改革农业补贴制度时ꎬ应该更
加重视绿色发展理念ꎬ加大资金投入ꎬ改善补贴方式ꎬ更加惠及进行绿色生产的农民ꎬ才能有利于提高农民参与农
业绿色发展的积极性ꎬ实现农业绿色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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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引言

农业绿色转型的意义

中国农业发展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ꎮ 一方面ꎬ

改革开放以来ꎬ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资源约束矛盾ꎬ中国的耕地本就多山地、丘陵ꎬ耕地

的成就ꎬ农产品不断增收ꎬ但随着农业的不断发展ꎬ

资源缺乏ꎬ而中国农业发展的科技水平利用较低ꎬ很

一些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ꎬ比如农业环境破坏、食品

多地区不能实现机械化ꎬ另外还有水资源缺乏等矛

安全、农产品市场价格扭曲等ꎮ 人民逐渐增加对优

盾ꎻ另一方面ꎬ中国农业也面临着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质安全的农产品和良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ꎬ绿色发

的压力ꎬ农业污染问题需要得到更大关注ꎮ 如何解

展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方向ꎬ目前所处的农业绿色转

决资源约束矛盾ꎬ保护生态环境ꎬ这就要求必须加快

型阶段至关重要ꎮ 农业补贴制度在农业绿色转型阶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ꎬ必须尽快从主要关注农业的经

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ꎬ而中国目前的一些农业

济利益转移到关注农业的社会效益上来ꎬ要注重提

补贴制度加剧了农业的负外部性ꎬ不利于农业绿色

高农产品的竞争力ꎬ注重农业科技创新ꎬ注重农业可

转型ꎬ因此继续完善农业补贴制度是推进农业绿色

持续发展ꎬ走产出产品安全健康、生产方式高效环

转型的一个重要工作方向ꎮ

保、环境友好的绿色农业发展道路ꎮ

１

１.１

农业绿色转型和农业补贴介绍
农业绿色转型的含义和意义

１.１.１

农业绿色转型的含义

农业绿色转型是稳固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需要ꎬ
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ꎮ 中国人均耕地
仅为 １.４ 亩ꎬ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４０％ꎬ既要实现农

民增收又要保障环境免受污染ꎬ是目前面临的难题ꎬ

绿色农业ꎬ是指一种有利于环境保护ꎬ有利于农

因此必须对传统农业进行转型升级ꎮ 农业绿色转型

产品数量与质量安全的现代农业发展的形态与模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ꎬ实现农业的绿色转型不

式ꎮ 而农业绿色转型的含义更为复杂ꎬ虽然农业绿

仅可以保护农村环境ꎬ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ꎬ还能提

色转型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ꎬ但是本文认为农业

高农民的收入水平ꎮ 要保障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ꎬ实

的绿色转型是从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向绿色农业经

现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大意义ꎮ

营方式转变ꎬ不仅保证农业生产方式是环保高效的ꎬ
而且所生产的农产品也是健康无污染的ꎮ

１.２

农业补贴的概念介绍
农业补贴是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政

策体系中最主要的政策工具ꎬ是政府对农业生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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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贸易进行的转移支付ꎮ 目前的农业补贴政策主
要分为“ 绿箱” 政策和“ 黄箱” 政策ꎮ “ 绿箱” 政策是
指政府对农业部门的投资或支持中ꎬ较大部分是对
科技、水利、环保等方面的投资ꎬ不会对农产品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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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产生直接显著的扭曲性作用ꎻ

品消费增加—收入继续提高的模式ꎬ这就能够增进

“黄箱” 政策是指政府对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出口

农民与农业绿色转型的利益相关度ꎬ促进农民积极

等进行补贴ꎬ这类补贴是对农产品的保护性补贴ꎬ容

参与到农业绿色生产中来ꎮ 通过加大农业补贴资金

易对农业产出结构和农产品市场造成直接明显的扭

投入、建立完善的农业补贴制度ꎬ使农业补贴的资金

曲性影响ꎮ

流向农业科技研发、农村教育、农产品市场建立健

２

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方面ꎬ建立合理的农业补

农业补贴纠正市场失灵ꎬ促进农业绿色转

型

贴制度使其能够激励农民积极进行绿色生产ꎬ这对
中国的绿色农业发展能够产生积极影响ꎮ

２.１

农业补贴的理论效应分析

２.１.１

柠檬市场下的分析

柠檬市场效应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ꎬ市

３

绿色转型
中国于 ２００２ 年开始进行粮食直接补贴试点ꎬ

场上好的商品往往会被淘汰ꎬ而劣等品会逐渐占领
市场ꎬ从而取代好的商品ꎬ导致市场中劣等品居多ꎮ
绿色农产品可以看作好的商品ꎬ而施用过化肥、农药

中国目前农业补贴制度不完善ꎬ妨碍农业

２００４ 年在全国开展以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补

贴、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为主的农业补贴制度ꎬ农业

等化学用品的农产品看作劣等品ꎮ 由于市场上生产

补贴体系逐渐形成ꎮ 虽然近些年中国对农业补贴政

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ꎬ消费者很难对绿

策不断改进ꎬ但现行补贴政策仍存在一些问题ꎬ不利

色农产品进行辨别ꎬ因此不会花费较高的价格进行

于农业的绿色转型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购买ꎬ而绿色农产品生产成本相对较高ꎬ而农民追求

３.１

利润最大化ꎬ因而会逐渐退出绿色农产品的生产ꎮ

农业补贴资金投入不足
目前中国农产品产量不断增收ꎬ除了粮食供给

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对生产绿色农产品的农民给予一

外ꎬ农业在生物质能源、生态保护、观光休闲和文化

定的补贴ꎬ鼓励其继续进行绿色农产品的生产ꎬ这种

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也开始显现ꎮ 为了促进农业多功

方式有利于农业的绿色转型ꎮ

能性的实现ꎬ需要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ꎮ 但是中

２.１.２

国农业补贴量仍然不足ꎬ如图 １ 所示ꎬ农业四项补贴

农业负外部性下的分析

农业除了正外部性也存在负外部性ꎬ农业负外

部性是指不合理的生产活动会对生态环境产生污
染ꎬ包括农用化学用品带来的土壤结构破坏、水资源
污染和生态多样性遭到破坏等ꎮ 在保证农民收入的

支出资金虽然不断增长ꎬ但是如图 ２ 所示ꎬ中国财政
支农支出在财政支出所占的比例仍然不足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末ꎬ中国的乡村常住人口仍然有 ６.１９ 亿人ꎬ
人均所获得的财政支农支出非常少ꎮ

前提下ꎬ只能通过补贴来使农业的外部性内部化ꎬ因
此可以建立相关的农业环境补贴制度ꎬ通过补贴鼓
励农民采取环保的生产方式ꎬ要让农业补贴与环境
保护紧密结合起来ꎬ有效抑制污染从而纠正农业负
外部性ꎬ这对于农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作用ꎮ
２.２

农业补贴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
农业绿色转型必须依赖农民的参与ꎬ农业补贴

可以成为二者的连接媒介ꎬ使农业补贴制度与农民
生产活动有效结合ꎮ 农业补贴还可以在市场上形成
良性循环ꎬ人民在得到补贴后收入提高ꎬ当收入上升
到一定程度后ꎬ人民在食品消费过程中开始关注健
康安全问题ꎬ对绿色农产品的需求增加ꎬ绿色农产品
在市场上所占份额逐渐增加ꎮ 随着绿色农产品消费
量的增加ꎬ生产绿色农产品的农民的收入会不断提
高ꎬ这样就形成了给予补贴—收入提高—绿色农产

图１

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农业四项补贴支出资金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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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图２

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２０１３» ꎮ

３.３

“ 绿箱” 政策中涉及农业补贴的项目

农业补贴政策对绿色农业重视不足
目前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主要是以“ 普惠制”

的方式实施ꎬ中国实施的良种补贴、种粮直补、农资
与发达国家的农业补贴水平相比ꎬ中国农业补

综合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组成的“ 四补贴” 政策ꎬ以

贴水平比较低ꎬ关注农业多功能性不足ꎬ发挥作用不

及粮食最低收购价、主要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构成

明显ꎮ 世界各国都在为本国农业发展提供支持保

的“ 托市政策” 都存在一些问题ꎮ 这些政策虽然对

护ꎬ增强本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ꎬ特别是美国和欧

提高农民收入起到了作用ꎬ但是会导致农产品价格

盟等发达国家为本国农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支

扭曲ꎬ使农民更多的关注通过增加耕地面积和产量

持ꎬ且农业补贴中有很多补贴资金流入了农业环境

来提高收入ꎬ这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ꎮ
“ 四补贴” 政策妨碍绿色转型的原因是只要农

保护项目ꎮ 而中国对农业的投入总量不及美国政府
农业预算的 １ / ５ꎬ国内财政支农总额( 不含大江大河

民拥有国家政策下承包的土地ꎬ每年基本上都可以

世贸组织多数成员 ５％ ~ ２０％的水平ꎬ而在农业绿色

下ꎬ农民会追求利益最大化ꎬ通过耕地面积增加和使

治理、生态环境等) 仅占农业总产值的 ３.６％ꎬ远低于

拿到一定数额的国家补贴ꎮ 在补贴数量一定的情况

发展方面的支出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就更小ꎬ这需要

用化学用品来提高产量ꎬ农民因此会降低绿色生产

中国继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特别是绿色补贴项目的

的积极性ꎮ 而“ 托市政策” 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是

资金支持ꎮ

因为其扭曲了农产品的市场价格ꎬ造成市场失灵ꎮ

３.２

补贴政策中“ 绿箱” 补贴较少

国家对主要农产品有最低收购价格ꎬ但对绿色农产

中国当前的农业政策以“ 黄箱” 政策为主ꎬ“ 绿

品没有特殊的补贴ꎬ在绿色农产品生产成本较高的

箱” 政策较少ꎮ 世贸组织规定允许使用的 １２ 类“ 绿
箱” 措施中ꎬ 中国只使用了 ６ 类ꎬ 而已实行的 ６ 类
“ 绿箱” 政策中ꎬ有 ２０ 项涉及农业补贴ꎬ具体情况如

图 ３ 所示ꎮ 另外ꎬ在未实施的 ６ 类“ 绿箱” 政策中ꎬ

情况下ꎬ绿色农产品的市场价格也会偏高ꎬ信息不对
称限制了绿色农产品的消费与生产ꎮ
中国的农业补贴政策涉及主体范围不够突出ꎬ
没有给予绿色农业足够重视ꎬ既没有体现农业补贴

主要涉及的是公平性的农业补贴政策ꎬ但在中国目

政策对农村环境保护导向的全面覆盖ꎬ也没有体现

前的农业政策体系中还不存在ꎮ 当前农业补贴政策

绿色农业在农业补贴政策上的差别对待ꎬ农业补贴

主要关注的是保障农民收入而对农业生态环境有所

政策对农业绿色转型的引导功能发挥难免受限ꎬ所

忽视ꎬ补贴的后果是可能会间接导致农产品质量下

以国家应该降低这种“ 普惠制” 的农业补贴方式的

降、农产品市场价格扭曲、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等困

影响ꎮ

境ꎬ因此中国迫切需要完善农业补贴政策ꎬ改变发展
道路ꎬ实现农业绿色转型ꎮ

４

４.１

完善农业补贴制度ꎬ促进农业绿色转型
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应重视绿色转型理念
中国的农业政策ꎬ因为之前在设计时理论的贫

乏ꎬ导致政策设计的偏差和短期化倾向ꎬ妨碍了政策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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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方面进一步的上升ꎬ降低了政策的总体效应ꎮ

更多的生产绿色产品ꎬ就要改变原来种粮直补、良种

现阶段中国农业补贴政策正在转型ꎬ改革理念十分

补贴、农机具补贴及农资增支综合补贴只与承包土

重要ꎬ我们在改革理念上应更加重视农业的绿色发

地面积挂钩的发放方式ꎬ使“ 四补贴” 的发放与农民

展ꎮ 农业的绿色转型要求中国政府在农业补贴政策

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和产地环境状况紧密结合起来ꎮ

上做出相应变化ꎬ农业补贴政策的目标不再是单纯

可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ꎬ把农民生产的

提高农业的经济收益ꎬ还应该考虑农产品安全、农民

粮食及农产品经严格的检验后( 根据化肥、农药等

增收、环境保护、农村的可持续发展等多元目标ꎮ

的残留) 分成不同的等级ꎬ级别越高越是优质产品ꎬ

４.２

增加农业补贴资金ꎬ改进补贴方式

然后根据等级制定阶梯式补贴ꎬ等级越高补贴力度

农业具有弱质性ꎬ农产品出售困难ꎬ农产品价格

越大ꎬ对于不符合条件的最低等级的农产品不予补

提高受到制约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法与其他产业

贴ꎮ 对于产地环境也制定相关的标准ꎬ环境状况越

进行公平竞争ꎮ 而且中国农业人口众多ꎬ人均耕地

好的给予更多的环境专项补贴ꎬ而采取非环保方式

较少ꎬ农村基础设施还比较落后ꎬ提高农民收入是新

生产的农民不给予环境保护补贴ꎮ 这样会让农业补

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ꎮ 农业环境问题也在逐渐变得

贴政策更加惠及“ 绿色农民” ꎬ以此调动农民参与绿

突出ꎬ农民为提高收入只能不断使用化学肥料来提

色转型的积极性ꎮ

高耕地单位产出量ꎬ导致地力下降ꎬ环境污染ꎬ不利
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ꎬ中国
要解决农民收入ꎬ保护农业环境ꎬ就需要提高农业资
金投入ꎬ不断增加农业补贴资金量ꎮ
改进补贴方式ꎬ提高补贴效率ꎬ将农业补贴政策
目标调整为支持农业环境保护和绿色健康农产品保
质保量的生产经营ꎮ 一方面是将部分农业补贴资金
用于农业环境保护ꎬ参与享受补贴的农民要做到采
用环保的生产方式ꎬ不破坏农业环境ꎮ 所补贴资金
要实现对农民的直接支付ꎬ并且引入交叉遵守的合
同制ꎬ愿意签订合同并遵守相关规则的农民ꎬ才能领
到补贴资金ꎮ 另一方面是尽量降低农业补贴对农产
品市场的扭曲作用ꎬ农业补贴应在尊重市场的基础
上发挥其增加农民收入的作用ꎮ
４.３

农业补贴政策向“ 绿箱” 政策倾斜
中国的农 业 补 贴 政 策 应 增 加 “ 绿 箱” 政 策ꎬ 首

先ꎬ应注重对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ꎬ适当调整农业的
投资结构ꎬ增加支持农业结构调整和利于农业环境
保护的投入ꎮ 第二ꎬ加大农业科研和技术推广的支
持力度ꎬ继续增强农业科技的创新能力和科技成果
转化能力ꎮ 第三ꎬ加大对农民教育的投入ꎬ提高农民
的技术素质ꎬ增强农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ꎬ挖掘农村
的人力资本ꎬ为农业绿色转型提供人才基础ꎮ 第四ꎬ
加快建立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和检测体系ꎬ丰
富农产品的检测手段ꎬ提高检测能力ꎬ增强绿色农产
品的竞争力ꎮ
４.４

农业补贴政策更加惠及“ 绿色农民”
为了使农民能够在生产活动中采用环保方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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