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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農產品關稅發生重大變化下的 

十個政策建議 

 

  

 

糧食短缺﹐價格上漲﹐成為近期中國和世界關注的重大問題

之一。2008 年 1 月中國宣佈 2008 年全年對小麥﹑玉米﹑大米等共

57種農產品徵收 5~25％的出口關稅。傳統的糧食出口大國俄羅斯﹐

阿根廷等國也都表示將通過提高穀物出口關稅限制出口。與此同

時﹐歐洲宣佈取消所有穀物進口的關稅。其他一些國家也降低農

產品的進口關稅﹐如重要的石油生產國尼日利亞將大米的進口關

稅由 100％降至 2.7％。由此﹐糧食作為保證國家戰略安全的本來

面目再次展現出來。各國的農產品關稅政策從鼓勵出口到限制出

口﹐從限制進口到鼓勵進口。針對 2008 年開始發生的這個重大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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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本文提出了我國農業積極應對的十個政策構想。 

農業的發展﹐說到底是一個對資源的利用和保護問題。過去

多年來我們更多的著眼於利用﹐對保護有所忽略。有些區域有些

時候則利用和保護都做的不夠好。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證明﹐

中國人依靠自己的資源和努力﹐不但可以一般的養活自己﹐而且

可以吃飽吃好滿足營養需求。但是﹐面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動盪﹐

以及中國人口數量的持續增長等等挑戰性的因素﹐我們的任務仍

然是艱鉅的﹐不但需要拿出科學合理的戰略思路﹐而且需要恰當

的應對之策。為此﹐本文試提出以下十點政策分析﹐供參考和討

論。這十個政策作者認為是第一層次的政策﹐也就是說其中哪一

個政策處理不妥當﹐都會產生全局性的影響﹐而不像第二層次的

政策處理不夠妥當﹐僅對局部和某個非關鍵環節發生影響。 

1﹑儘快完成藏糧於民向藏糧於地轉變的重大戰略指導思想調

整﹐是保證在任何情況下我國的農產品安全所必需的。藏糧於地

就更加需要一個好的有利於用地﹑養地﹑有利於農業基礎設施建

設的制度。農地制度還能促進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業生產

力的進步。藏糧於地並不是說就不藏糧於民了﹐而是要長期保證

我國的農產品安全﹐第一著眼點要落在藏糧於地﹐第二著眼點才

是落在藏糧於民。比如農產品的重中之重是糧食﹐保存成本高﹐

浪費大﹐時間局限性強。而藏糧於地﹐則隨時可生產出優質糧食。

中國是個幅員遼闊的大國﹐就氣候和自然災害看﹐從未發生過覆

蓋全國所有地方的情況﹐“西方不亮東方亮﹐災了南方有北方”。

20 多年來﹐本文作者調查研究了五百多個縣﹐就以近幾年調研的

幾十個縣看﹐不少地方存在著地力持續下降﹐甚至趨向劣質化。

這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視的。中國現在的農地制度是世界絕無僅有

的﹑唯一的特殊農地制度。一種思路認為二億多小農戶平均每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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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 0.5 公頃的承包地就是他們的社會保障。並且認定在相當長一個

歷史時期這種狀況難以改變。他們認為中國農地的第一功能是社

會保障﹐而不是提供優質農產品以及維護生態環境等。如果經濟

相對發達富裕的省份主要靠本省財力可以解決農民的社會保障﹐

現行農地制度是否可以改革﹖農地制度有四種選擇﹕一是現行農

地制度安排是合理的。因此﹐維持現狀是最佳選擇﹔二是在現行

制度框架內尋求可能的變通辦法﹐使其儘量靠近現代農業發展的

需要﹔三是突破現行制度框架﹐提出根本改革的方案﹔四是認識

到現行農地制度不合理﹐但認為變革會影響農村穩定﹐因此試圖

迴避或繞開該命題。實際上﹐全國 68 萬個行政村﹐不少都有不同

程度的農地不滿甚至糾紛。20 多年來﹐我們隨機調查的相當數量

的行政村﹐一定程度上證明瞭這種狀況。這表明現行農地制度的

成本過高﹐不利於農地資源的合理利用與農地質量的有效保護。 

初步的解決思路是﹕依據不同區域和不同省份的經濟條件和

農地資源條件對農地制度進行不同的研究設計。特別注意深入調

查研究一些地方正在進行的改革探索。認真分析利弊得失﹐以充

分的事實和數據說話。切實貫徹因地制宜的原則﹐最終的目標是

不但嚴格保護耕地的數量﹐更要大力提昇耕地的質量。同時﹐農

民要獲得穩妥的社會保障。 

2﹑儘快解決耕地撂荒問題。長期以來﹐我國耕地撂荒問題始

終沒有解決﹐甚至也沒有提出解決的可行辦法。這個問題與上述

涉及的農地制度問題緊密相關﹐但又帶有一定的獨立性和特殊

性。與此相伴還有種“應付田”問題﹐播下種子就不再管理了﹐

實際屬於半撂荒狀態。雖然我國沒有確切的統計﹐並且隨時處在

動態之中﹐但是撂荒半撂荒點多面廣。幾乎所有省份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著﹐曾有人估計﹐至少在一億畝以上。因此成為一種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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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現象﹐而不是偶發事件。近幾年給予農民一些補助﹐情況

稍有好轉﹐但這個問題依然尚未解決。例如﹐重慶市農業局 2007

年 9 月組織的調查﹐全市撂荒耕地 53.6 萬畝。顯然這不會是一個

擴大的數字﹐而只能是個縮小的數字﹐這在我國早已是常態。重

慶市農民人均耕地不足 0.8 畝。一些農業和耕地大省撂荒面積遠比

重慶市多。只是尚未有一個省如重慶市這樣做認真的調查並謀求

解決之道。重慶市政府 2008 年 1 月 15 日頒發《關於切實解決撂

荒問題的通知》規定﹐對連續兩年撂荒的耕地﹐由原發包方收回。

這樣的規定是符合《農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律

法規的。但是一些幹部認為規定難以落到實處﹐因為儘管法律有

明確規定﹐但對因撂荒而收回承包權的﹐在全國尚未發生一起案

例。我國的司法實踐也從未著眼於耕地的合理利用與保護﹐而只

是偏重於保護承包關係。如湖北省近兩年由於中央給予農業補貼

加大﹐一些在外打工農民回鄉向接包方要回原自己的地﹐雖然雙

方流轉期限未到﹐而且接包方也投入了資金﹐但湖北法院系統處

理為解除流轉協議﹐歸還原承包地﹐使維繫市場經濟原則的契約

失去嚴肅性。並使接包方的農業經營大戶利益受損。使得耕地流

轉更加困難。給接包者不好的心理預期。重慶市人多地少﹐國家

要求其糧食自給自足﹐但仍有一百萬噸的缺口需外地調運。 

一方面﹐重慶耕地少﹐糧食都不能自給﹐另一方面農民耕地

自己不種轉包出去有收益。為什麼農民寧可撂荒卻不轉包給別人

種﹖這就一定是農地制度﹐包括流轉機制設計的不夠合理﹐急需

改進。 

3﹑中國農業生產對灌溉的依賴性極強﹐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

耕地分佈在降雨量小於 1000 毫升的常年灌溉帶和不穩定灌溉帶﹐

灌溉農業規模七億多畝﹐耕地灌溉比例已達 40％﹐而美國只有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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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只有 7％﹐這使得中國農業的灌溉成本很高。中國北方的水

資源短缺程度高於南方﹐特別是華北地區。南方降雨量雖然較大﹐

但由於年內分配不均﹐伏旱和秋旱嚴重。 

中國農業缺水﹐工業缺水﹐城市也缺水。若以水資源人均佔

有量計算﹐中國是全球缺水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目前﹐全國六百

多座城市 70％缺水﹐嚴重缺水的有一百多個城市。北京和天津都

是缺水特別嚴重的特大城市﹐但是中國農業用水佔了 70％多。工

業應當節水﹐城市應當節水﹐農業更應當節水。為了緩解北方的

水資源短缺﹐南水北調工程投資以千億計。引黃入晉工程﹐到達

城市終端用戶﹐每噸水的成本就達八元多人民幣。而中國大中城

市一般生活用水的價格在 2~3 元人民幣之間。調雅魯藏布江水的

大西線工程仍在爭論﹐投資更是以萬億為單位。這些大的調水工

程不但投資鉅大﹐而且對生態環境的負面影響也是個尚未搞清的

問題。 

因此﹐中國從根本上緩解水資源的出路在於發展節水的現代

農業。中國農業用水節約幾個百分點﹐就會明顯緩解一些大城市

的水短缺﹐並可節約成千上萬億調水的投資。更重要的是不會對

生態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充滿希望的是中國農業灌溉節水潛力較

大﹐因為大部分農戶﹐至今仍沿用幾千年來大水漫灌方式。但是﹐

節水農業提了多年成效並不理想。主要應從制度和運行機制的方

面給以深刻的研究﹐並提出切實可行的改革操作方案﹐這既與現

行農業制度造成極端細碎超小型農戶模式相關﹐又與水資源的管

理制度﹐以及給予農戶的用水補貼方案相關。現在的超小農格局﹐

使節水灌溉不但在一些技術上無法採用﹐而且成本也高昂得難以

接受。 

在中國﹐北方區域只能建設節水的現代農業﹐在適宜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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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發展旱伏農業﹐要沿著現代農業的發展過程就是不斷緩解中

國水資源短缺的過程這樣一條思路通盤設計相關政策和制度。中

國水資源短缺問題要到建設現代農業中去求解﹐現代農業的建設

也要以緩解水資源問題為前提和目標之一。如果處理得好﹐經濟

效益是以萬億元人民幣為單位計算的。 

4﹑務農農民的教育與培訓問題。國家至今沒有對這個問題引

起足夠的重視﹐依據是各級政府支持的力度遠遠不夠﹐要超常規

的大規模的﹑大力度的發展農民的培訓工程。靠現在的科技大篷

車下鄉﹐以及口頭鼓勵農民專業研究會等等一些小打小鬧的措施

是斷然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這個問題無論如何強調其重要性都

是不過分的。戶籍農民的培訓分兩大塊﹐一塊是進城務工農民和

在鄉鎮企業做工的農民﹔另一塊是仍在務農的農民。進城農民滿

足了工業化城市化快速推進對勞動力的需求﹐他們的工資收入支

撐了農業生產和農戶家庭生活。20 年來幾乎全部未考上大專院校

的農村中學生選擇了進城打工。以上狀況造成了務農農民相對科

技文化素質更低。近幾年﹐中央和省兩級財政安排了資金﹐搞了

陽光培訓工程。目標是尚未進城打工的農村青年﹐為使他（她）

們掌握一定技能﹐以便到城鎮就業﹐並且提出每年培訓一百萬﹐

實際遠未達到。由於以縣為單位實施這項培訓工程﹐中央和省兩

級財政培訓款劃撥到縣﹐本來要求縣級也要匹配資金﹐一些縣不

但不匹配﹐還弄虛作假騙取中央和省兩級培訓資金。同時﹐沒有

一定科技文化素質的農民﹐使得科技推廣難以奏效。因此﹐農民

的培訓與農業科技的創新與推廣是一個問題的兩個側面。 

我們的一個思路是主要由高等院校師生承擔大規模的培訓任

務﹐中央和省兩級每年幾百億資金撥付學校﹐相關專業學生在校

期間要有一個學期到農村從事這項工作﹐與學生的實習結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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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這不但使農民受益終生﹐也使得學生受益終生﹐更使得青年

教師受益終生。在每年四萬億財政收入中安排幾百個億不是辦不

到的事。每年公車的購買和維護等行政費用開支更是一個鉅大的

數字。這還僅僅是預算內的﹐也肯定不是一筆小數目﹐甚至超過

預算的數字。將錢撥到大學基本可以保證專款專用﹐並且大學師

生可以基本保證認真地﹑負責地去實現培訓任務。而錢到縣裡則

基本不能保證專款專用﹐縣裡的師資人才力量更難以保證培訓任

務的完成。每年要培訓一千萬農民﹐而不能是一百萬﹐每年以千

萬人的速度要 20 年﹐每年一百萬人則要二百年﹐兩億多農戶﹐即

使如此每戶尚不足培訓一人。培訓的農民不能再少了﹐培訓的時

間不能再長了。每個農民培訓費用以兩千元計﹐一千萬人是二百

個億。連續培訓 20 年﹐投入四千億元﹐完成兩億農民培訓任務﹐

這筆錢花得是十分值得的﹐而且是分 20 年花。以現在財政收入水

平﹐不過每年佔 0.5％。這不但是保證我國農產品安全﹐而且真正

從整體上提高了農民隊伍的素質﹐由此還會帶來政治﹑經濟﹑社

會各個方面的變化和收益。 

5﹑加快改善我國農業基礎設施狀況第一個關鍵仍是加大各級

財政投入力度。第二個關鍵是投入機制要改革。現在大部分農戶

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沒有擴大再生產能力﹐更沒有能力進行農

業基礎設施建設。結果是多年來我國大部分區域農業基礎設施沒

有明顯改觀﹐甚至破損嚴重﹐連維護都難以做到。 

近幾年﹐我國對農村道路和電網的投資力度加大﹐有了較為

明顯的改善。但農田基本建設﹐包括水利建設﹐以及信息基礎建

設尚有待加強。一個關鍵問題是如何使農民用得起。我們 2006 年

調研的山西襄垣縣農業水利設施建設﹐財政投入一個多億修的幾

十公里水渠及揚水站﹐因水價較高﹐農民不用水﹐致使一個多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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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改善的水利設施建成多年閒置﹐造成鉅大浪費。在投入嚴重

不足的狀況下﹐又存在重投入﹑輕管理﹑輕利用﹑輕監督的問題。 

6﹑關於農業機械化。1975 年提出要在 20 世紀末實現農業現

代化﹐隨後提出全黨動員﹑奮戰三年﹑1980 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

化﹐並把此作為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最重要基礎條件。但 1979 年開

始的農業“包產到戶”改革﹐使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速度緩慢下來﹐

一些地區對已有了一定規模的集體農業機械﹐特別是大型農機具﹐

由於難以分包到戶﹐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損壞。20 世紀 80 年代初﹐

即“包產到戶”全面推行之後﹐實際上我國的農業機械化事業是

步入低谷的。但是﹐由於“包產到戶”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生活改善﹐收入增加﹐特別是 80 年代後期大量農民外出城市打工﹐

進一步增加了農戶的家庭收入﹐農業機械的購買力和購買量逐年

增長﹐帶來了農機事業的發展。 

現在需要解決的兩個關鍵問題是﹕ 

（1）我國按每公頃耕地平均保有的農業機械動力並不比農業

發達國家差很多。但農業機械化程度卻差很多。衡量一個國家農

業機械化水平的重要標誌﹐不僅要看農業機械的保有量﹐更重要

的是看利用率﹐看在農業生產力中發揮的作用。以這樣的角度看﹐

我國農業機械浪費比較嚴重。這不僅增加了農業的成本﹐減少了

農民收入﹐而且浪費了資源。因此﹐並不是農民購買農業機械越

多越好。 

（2）手工業再發達如不能轉換成機器工業﹐就不能完成產業

革命﹐從而不能使一個產業發生本質性變化。以人力手工和畜力

為主的農業是否可以採用先進的科學技術而並不轉換成機器農

業﹐就可以在此基礎上建成現代農業﹖在平均約 0.5 公頃的超小農

經濟格局下﹐如何解決農業機械的浪費﹖探索怎樣的農業機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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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還有我國農業機械的規模生產和品牌建設問題﹐多年來始

終是規模小﹑價格高﹑質量差。進口農業機械關稅偏高。 

7﹑農業科技推廣與信息化。中國農業現在需要推廣更甚於創

新。大量常規成熟農業科技不被農民掌握。創新和推廣都需要加

大投入﹐但這一點在 20 世紀 90 年代初就已經形成共識。需要研

究的是如何加大投入以及如何才能把投入全部用到農業科技創新

和推廣。這本身就需要制度創新﹐現在的問題是科技投入的制度

和法律不科學不嚴謹﹐無論是上層科研還是基層推廣。大學師生

在推廣工作中的鉅大潛力遠未發揮。兩千多個縣的農業部門幾乎

都集中了一批農業院校畢業生大量閒置。鄉鎮很難見到﹐村裡根

本沒有農業院校畢業生。 

農業科技推廣對建設現代農業是十分重要的﹐但至今遠未引

起各級黨政機關的高度重視。創新之處在於把農業科技推廣與信

息化建設結為一體。農村信息化建設的第一重要功能就是科技推

廣。提出兩條腿走路﹐一條是傳統的農業科技推廣方式﹐即主要

由農業科技人員面對面的方式。另一條就是遠程教育的方式。我

國兩億多農戶﹐只靠面對面方式遠遠不夠。我國大量農民一年也

見不到農業科技人員。未來農業科技推廣主要靠信息化這種教育

方式。我國兩億多農戶的農業科技知識水平遠遠不適應現代農業

發展的需要﹐如何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較大幅度提昇兩億

多農戶的農業科技水平﹐是一項十分重大而艱鉅的任務。如果只

靠傳統的方式和手段﹐幾乎是難以做到的。而現代信息技術的方

式和手段﹐使完成這一任務變得現實和可能。 

8﹑關於農業投資問題。各級財政投資的支農資金﹐以中央財

政力度最大。財力狀況較好的省﹑市﹑縣有一部分。核心問題是

投資體制至今基本沒有改革。結果就是中央投資幾千億﹐農民只



 10

見毛毛雨。中央扶貧資金的運行狀況亦如此。從中央到縣﹐財政

支農資金（包括扶貧資金）的投入運行基本沒有公開透明。資金

運行過程中的跑冒滴漏是十分普遍的﹐也是十分嚴重的。審計部

門查出的問題不過冰山一角﹐人們偶見擠佔挪用貪汙浪費的報道

更是冰山一角。糧食直補資金落實到戶﹐但許多農戶每年的幾十

元錢直補還要去鄉鎮領取﹐成本過高又不方便。我們在重慶鄉下

調研知道﹐一些農戶是放棄去領取糧食直補的。解決的辦法是根

本改革財政支農資金的投資體制和運行機制。每一級財政都要公

開透明﹐特別是細目公開透明﹐保證每一位農民的知情權和監督

權。當然﹐這是與財政體制的整體改革緊密相關的。 

中央政府逐年加大支農資金的力度﹐2003 年 2144 億元﹔2004

年2626億元﹔2005年2975億元﹔2006年3397億元﹔2007年3971

億元。雖然始終沒有超過財政稅收每年增長的幅度﹐但是如果切

實用好這些資金﹐真正用到“支農”事業中去﹐所能發揮的作用

將更明顯。 

務農農民本身沒有擴大再生產能力﹐部分農戶靠家庭成員外

出打工的收入進行簡單再生產﹐農戶使用家庭成員外出打工的收

入進行擴大再生產應該是一個很少的量。前幾年曾有一個文件規

定﹐不鼓勵企業和城市居民大面積轉包農戶耕地。現在仍有防止

城市企業到農村大面積控制農戶承包地的論調。但 2007 年一號文

件提出鼓勵社會投資﹐這是一個很好的政策。2007 年我們調研成

都所轄四個縣（市）﹐特別是雙流縣﹐企業大面積轉包農戶承包

地﹐農民獲得以每年每畝 800 斤稻米當年市價計算的租金﹐而後

一部分農民選擇到該企業打工掙工資﹐一部分農民外出打工﹐還

有部分農民家庭本來就缺少勞力耕種或家庭中的青壯年早已常年

在外打工。這種大面積轉包帶來了企業和農戶雙贏的結果。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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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農業的規模效益和農戶收入的大幅提高。帶來了新的經營方式﹐

新的科學技術﹐新的投資。多年來﹐農民﹑農業﹑農村的資金大

量流入城市﹐我們卻不提倡城市企業和城市居民的資金流向農業﹑

農村﹑農民。 

9﹑關於農業的金融支持問題。農戶向銀行貸款很難。一方面

銀行追求利潤最大化﹐追求更低的成本。另一方面農戶規模太小﹐

自有資產十分薄弱﹐農地不能抵押﹐沒有擔保﹐又沒有保險。農

業受自然影響遠大於工業﹐一旦受大災﹐顆粒無收﹐幾年緩不上

勁來﹐缺少還貸能力。基於以上兩方面原因﹐正規金融機構基本

不能解決農戶貸款問題。自 1999 年起﹐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從農村

逐步撤出﹐撤銷了一千多個縣級以下營業網點﹐而他們每年在農

村吸收存款六千多億﹐放貸三千多億﹐溢出三千多億。他們放貸

對象多是企業﹐而不是農戶。郵政儲蓄每年從農村吸存 1500 多億﹐

但沒有貸款功能。農民的生產貸款（含一﹑二﹑三產業）中﹐由

農業銀行提供 5~8％﹐農村信用社提供 13~19％。70％依靠私人借

貸﹑貸款經紀人﹑地下錢莊等多種非正規金融。顯然﹐從根本上

走出我國農村金融事業的困境﹐需要進行大的改革和政策調整。 

10﹑關於農業保險。我國 1982 年開始農業保險業務﹐從 1983

到 2002 年﹐農業保險對整個農業災害的損失補償率不足 6％。最

高年份是 1984 年﹐總補償率為 5.35％﹐最低年份為 1994 年﹐僅

為總損失的 2.06％。農業保險收入 2004 年僅為三億元﹐2005 年攀

昇到七億元。對於一個農業大國﹐這幾乎是微不足道的﹐不少地

區農業保險是空白。多年來﹐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始終未對農業保

險提起應有重視。我國保險公司有壟斷性質﹐這給了他們可以獲

取暴利的地位和可能。因此﹐對於微利的農業保險﹐他們自然是

不願意做的。由於我國的農戶經營規模太小﹐一方面造成農業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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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成本偏高﹔一方面相對於農民的收入保費過高。因此﹐各級政

府須對農業保險有一定程度的參與。通觀歐美許多國家也都對農

業保險給予一定的優惠和扶持。鑒於我國保險業的現狀﹐政府不

宜把扶持資金撥付保險公司﹐而應按農戶購買農業保險的一定比

例支付農戶﹐也就是農戶先行自己支付購買農業險﹐而後憑保險

單領取政府給予的一定比例保費的補貼。一定不能由政府指定保

險公司﹐而要由農戶自己選擇。這個操作的細節十分重要﹐否則

差之毫釐謬之千里。政府可以對農業保險給予稅收的優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