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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及其对策

吕 迅，何慧丽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北京 100193）

摘要：有机农业作为当前世界上出现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我国有机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却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化，小农经济的群体特点、制度局限、技术和资金缺乏，消费者

观念和行为，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等四个方面的因素制约。为此，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和实证调研，发展我国有机

农业的对策如下：从事生态型劳动的组织化农民是关键；发现和培养文明消费者是当务之急；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

度支持是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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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机农业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方式。较为共

识的是成立于 1972 年的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所提出的定

义：有机农业是指所有能促进环境、社会和经济良性发展的

农业生产系统（或模式）。[1](p702)中国作为农业大国，借鉴发达

国家经验，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有机农业发展道路，在食品

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威胁着国人身体健康的当今已经是迫在

眉睫。[2](p58-62)

一、我国发展有机农业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业产业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是我国发展有机农业的最大制约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和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中

国经济高速增长，在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为产业发展调

控主要手段的经济发展环境下，在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

7%、水资源占世界的 6.4%、水土光热配比的耕地不足国土

面积的 10%的极度紧缺地理资源基础之上，农业的净化环

境等多元功能和价值日趋丧失，市场并没有成为对此进行等

价支付或补偿的手段，农业越来越直接以“作为产业的农业，

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的面貌出现。
当前的农业“产业化”是以机械化、化学化、设施化以及

经营的专业化、单作化、连作化为主线推行的，种种“化”的结

果确实将农民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解决了粮食

不足和供给不稳定的问题，进而满足了大量流通和大量消费

的高速增长时期对农产品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农业的“产业

化”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和缺陷，石油能源、农药、化肥的大量

使用成为必然，从而污染了土壤、水和空气，破坏了自然生态

系统，农业污染已经远远大于工业污染和城市生活污染，成

为面源污染最大的产业。[3](p1008-1017)农药的大量喷洒不仅损害

了农民自身的健康，还削弱了动植物的生命力，导致病虫害

的多发，由此引起饲料中抗生物质的添加和作物栽培中农药

剂量的增大，这种恶性循环加重了生态环境的压力，也降低

了食物的安全性。
农业的这些以物质生产及其效率为至上使命的做法所

派生出的诸多负外部效应，成为我国有机农业发展的最大不

利条件。
（二）存在于小农生产者方面的群体特点、制度局限、技

术和资金缺乏等问题。
从事有机农业需要有知识、高素质的农民，而当前的现

状是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当农民，作为农民的人也越来越对农

业的规律缺乏真正的认识。
首先，从农村留守群体的特点来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

发展速度的加快，在广大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越来越多的农

民选择了工资水平较高的外出务工，从事农业劳动的农民，

大都剩下了妇女、老人甚至儿童。他们没有能力和精力从事

重体力劳动和精耕细作，而此时，农业产业化带来的机械、化
肥、农药的快捷、便利、高效恰好解决了他们因精力和体力不

足无法精耕细作的问题，于是他们不去集农家肥，而普遍使

用化肥，以达到高产的目的。
其次，从小农经济的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家庭承包制

的本质是恢复了传统意义上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天然地存

在着这样一个特点：保守和随大流。由于农户生产规模小，经

营分散，生产农产品的数量有限，农民整体处于产业链的弱

势地位。分散的农民缺乏参与市场竞争所必需的信息资源和

组织资源，特别是缺乏农业协会等类似的组织，从而成为一

个极其容易被“诱导”的群体。[4](p100-103)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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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农工商企业，在其资本下乡过程中采用多种“花样”，例如

名人代言、抽奖、赠品等方式吸引农民购买“实惠”的农资产

品，其中不乏假冒伪劣农资产品，这些化学合成物质长驱直

入，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农村。绝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不但缺乏

定价权，而且难以辨别真伪，主要凭借经验从事农业生产活

动，村里人用什么化肥农药，自家地里就用什么化肥农药的

现象十分普遍。在化学化、农药化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中，

大部分农民依然认为只要多用农药、多施化肥就能高产，只

要种植的作物高产就是好的栽培模式，忽视了对土壤、对环

境的培育和保护。农民对有机农业的认识还远远不够。
此外，农户也缺乏有机农业所需的资金和技术投入。当

前，诸多风险下农户资金和有机种养技术投入依然不足。农

业生产中，劳动过程因作物种类的繁杂而多变，农业又具有生

产的季节性和生产周期的固定性，受特定的自然条件的制约，

因此，有机农业的生产过程充满了风险的不确定性。同时，一

个有机农业生产基地需要经过 2-3 年甚至更长时间的转换

期，这个时期生产的产品不是真正的有机产品，只能以普通产

品的价格出售，对于普通农户来说，经济风险毋庸置疑，作为

单个农户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或者有机耕作的崇高信仰，很

难承担如此大的风险和负担。再者，有机农业生产要求绝对不

使用农药、化肥，它需要大量的现代农业科技，例如微生物发

酵技术、堆肥沤肥技术等，目前在有机农业的实践中，还缺乏

系统化的技术措施的研究，技术壁垒问题成为发展有机农业

的一个关键制约因素。[5](p9-10)一般的农户很难具有足够的有机

种养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支撑这样的高风险和高成本。
（三）存在于消费者观念和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产业化背景下的农副产品，从源头、加工、流通等环节上

均出现了很多的不安全因素，人们被动地消费这些食物，食

用后，各种化学物质都会沉淀在人体内，最终就会生出很多

怪病。[6](p54-80)这些现实问题虽然逼出了有机农业的发展，然而

当前作为农产品末端的消费者对于有机农业的认识却还仅

仅停留在表层。
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只能被动接受有机农产品的信

息，而由生产经营者提供的信息，如果没有得到权威部门的

认可，消费者就很难接受。在有机农产品的销售过程中，信息

的验证问题十分突出，由于人为和非人为的原因，会不同程

度地出现信息的漏损和失真，从而使消费者对生产经营者产

生不信任等负面影响，最终制约有机农业的发展。信息不对

称以及信息失真问题对于消费者而言非常重要。当前,适合

发展有机农业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信息闭塞、偏远的农村，

不管是有机农业本身的信息，还是有机农产品的销售信息，

都相对闭塞。[7](p4-7)有机农业有严格的生产操作规程和技术指

标，而这些规程和技术指标，生产经营者必须掌握，但是消费

者并不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另外，公众对有机食品的消费还不够重视。当前消费者

对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不高，消费需求并

没有受到充分刺激，消费者的购物习惯和认知习惯有待改

变；同时，消费者与有机食品生产者之间缺乏对话，消费者对

从事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存在偏见，来自消费者的排斥性对

于有机农业的发展必然不利。
（四）国家相关政策和制度安排方面的问题非常突出。
虽然，国家已经将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表明对

有机农业生产的认识从国家层面已得到明确认识，特别是在

国家发展农业的相关政策中已经给予充分肯定。但是，在实

际工作中并没有顺利践行，有机农业在与现代常规农业的竞

争中依然处于不利地位。
近些年来，中国实行的农业补贴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其

中包括对生态农业的项目扶持，这反映了国家对发展有机农

业的重视程度。但是，在政策落实上，由于实行家庭承包制以

后的农业实际上变成了细碎化的小农经济，这使得它与各级

政府部门的交易成本提高；而且涉农部门大都变成了垄断利

益者。因此，每年大量的农业补贴政策，诸如粮种补贴等等，除

了以撒胡椒面的形式取得了人人均分的政治效果之外，其他

的一些涉农项目、生态农业项目，大都成了大户或者公司与政

府涉农部门结盟进行套现或者赢利的经济行为，[8](p5-15)比如一

些政府主导的农业生态园等政绩工程，对于广大普通农民或

者一般意义上的有机农业示范推广没有多大关系。国家的相

关政策和制度安排难以普惠性的落实，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另外，目前国内认证机构的国际认可覆盖面和认证能力

都十分有限，专门从事有机认证的机构与单位并不多，规模

也都很小，通过认证的产品种类也不多，有机农业的产品认

证制度不够全面。[9](p8-9)此外，当前很多机构的认证只是形式

上的一纸空文，在资本稀缺的恶劣条件下，认证机构因为亲

资本而在认证有机食品的过程中走马观花，使得很多不符合

有机食品标准的农产品混入市场，扰乱有机产品消费市场。
严重的是，现阶段中国的城市化速度惊人，地方工业化、城

市化步伐一直在加快，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农业耕地被圈占，

农村的土地正在逐渐减少，所谓的 18 亿亩耕地警戒线也在一

步一步地逼近，国家保护耕地的国策与地方工业化的制度安排

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困境，这着实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二、发展有机农业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诸多制约因素，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和实证调

研，笔者从生产者、消费者、国家三个层面提出我国有机农业

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从事生态型劳动的组织化农民是关键。
在有机农业生产体系中，注重饲料与饲养之间的平衡体

系，有机农业的封闭循环没有外界的支援，要求只能在养殖

生产体系内适度承载动物量，使种植和养殖处于相互平衡与

制约的循环关系，要求实现养殖适载量和遵循动物自然习性

饲养管理。[10](p7-9)因此，作为有机农业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

不仅不能使用农药、化肥等，而且要尽量靠自身系统内的自

给自足实现“只出、不进”的良性循环，生产中不制造任何垃

圾，种植多种可净化环境的非经济作物。不去制造污染、不去

破坏的同时，去努力修复遭到破坏的自然。
从本质上来看，有机农业生产是一种生态学的农业劳动

生产,它是建立在中间技术基础上的、大众化生产的、主要为

了本地消费的、循环农业的劳动形态。[11](p107-120)这需要生产者

真诚地对待有生命的万物，并从大自然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

径才是真正的有机农业生产。在有机农业生产中，农业技术

问题很重要，就生产技术来说，现代农业都是在研究改变种

子的基因生产出更高效的化肥、农药，从而得到更大的产量，

但是却没有关于不使用化肥农药、不靠转基因的自然增产方

式的研究，例如怎样靠其他作物的种植来保证主要经济作物

不受病虫害的侵蚀，怎样的人工种养技术可以使作物及牲畜

有更多的产量等等，用最自然的肥料、饲料来种养，用最贴近

自然的方式让它们生长、生产，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好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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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农业生产不能只想利用化学技术赶快除掉害虫，以

提高产量，而应该探索实现大自然的天然平衡，探索依靠某

种作物的种植来减少主要经济作物的病虫害，通过学习、试
验，探索出纯自然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在近似于完全恶性竞争情况下的农户分散经营，

定价权不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即使搞有机农业也同样会遇到

处于市场边缘地位的尴尬。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将农民组织

起来可能是克服这一制约因素的重要途径，农民可以成立专

业合作组织，让更多的村民组织起来，几十家联合成立合作

社，联合生产，联合销售，以增强有机农业生产的市场竞争

力。何慧丽等[12](p43-52);[13](p50-79)认为农民合作组织在提高耕地规

模经营和利用率、增加农业收入、改善村庄社会关系、提高农

民的生态安全意识、形成主导产业生态化、品牌化等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认为农民合作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农村制度方

面的实践性表现：家庭承包制为对集体化的否定，而农民合

作组织事实上又高于家庭承包制、内含了其积极因子和集体

化合理成份的超越式扬弃。克服这一组织瓶颈，是当下农村

有机农业实践的起点和认识基础。
（二）发现和培养文明消费者是当务之急。
有机农业的本质是一种健康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是一

种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打破这个农业恶性的生产———消费之

链，就需要消费者觉悟起来，主动地去做一名文明消费者。让消

费者明白，要使自己和家人持续地获得健康食品，就需要自觉

践行公平贸易，即所购买的农副产品价格，不只是包含了供求

的经济关系，而且还包含有使产品生长环境得到修复的生态价

格，以及使生产者有信心和动力维持生产的社会公平价格。
有机农业因其倡导的健康生产和健康消费观念、食品安

全意识、质量标准而被广大的消费者所认可，可以说有机农

业的发展和有机食品的生产是在消费者需求的引导下产生

和发展的。但是，当今社会，依然有很大一部分群体的有机消

费没有被挖掘，或者他们的有机消费意识并没有建立，这就

需要在有机农业发展前期引入外部驱动，使消费者形成一种

有机食品消费的健康趋向。
因此，需要加强消费者的教育与引导，提高消费者对有

机农产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可以根据现阶段不同地区不同

消费层次的消费者的认知情况，按照消费者的不同购物习惯

和认知习惯，开展长期持续的消费者教育，提高消费者对有

机食品的认同程度，同时，要利用“外发力量”着手建立消费

者与生产者的平等对话平台，消除消费者对于从事有机农业

生产的农民的疑虑，逐渐实现城乡公平贸易，这也有利于有

机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的相关政策和制度支持是根本保障。
众所周知，中国的工业文明在短短的 100 多年内取得举

世瞩目的成就，缘于国家作为经济主体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
有机农业本质上并不只是星星点点的农民行为、企业行为或

NGO 行为等作为个体或群体的行为。而主要是国家的制度保

障、政策扶持和项目资助。国家从政策和制度层面重视有机

农业的程度，反映了一个民族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程度。
由于中国的农业基础，包括土地面积、光热水配比等均较

差，不管怎样的产业化，农业主要是作为一种社会保障而存

在，它的发展规律不大适用于农业经济学的效益至上之规律。
因为“资本”都具有逐利性，与工业相比，确保有机农业发展的

动态利润实现的可能性和稳定性都较低，“资本”大都是在刻

意地回避有机农业，有机农业很难成为民间资本的投资对象。
倒是作为必需品的生活健康保障的规律才能真正适用。作为

公共性和公开性极强的产业，有机农业必须依靠政府的财政

来进行资本的第二次分配，具体而言，即农业部门必须特别关

注有机农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对个体经营有机农场提

供长期低息贷款等。这应是一个共识性的问题。[14](p7-10)

此外，一定质和量的耕地保证是从事有机农业的前提条

件。当前，保证耕地不被城市化的热浪吞噬，需要政府的介

入，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保护政策，必须给予有机农业基本

的生存空间。
总之，政府需要逐渐建立城乡互动模式下发展有机农业

的制度引导，实现城乡公平贸易，加强技术普及和资本注入，

为有机农业实践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以推动我国有机农业

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现阶段，我国有机农业的发展依然存在诸多来自生产者、

消费者、国家等微观、宏观方面的制约因素，即使我们提出了

一些相关对策性建议，也还是不得不认真思考如下一些问题：

认证制度在有机农业发展中的局限性是什么？解决生产者与

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的办法到底在哪里？此外，国内市场的

开发模式、带动有机农业发展的农民组织形式、现有农村资源

发展有机农业的途径、农民积极性的调动、城乡公平贸易行为

的促进等等，都需要进一步在现实中寻找经验进行总结。

参考文献：

[1]王军.浅谈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及前景[J].科技信息，

2010，（702）.
[2]张喜才，张利庠.食品安全危机管理机制构建与对策

研究[J].生态经济，2010，（7）.
[3]张维理，武淑霞，等.中国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估计及控

制对策Ⅰ.21 世纪初期中国农业面源污染的形势估计 [J].中
国农业科学，2004，37（7）.

[4]黎华君.贵州省发展有机农业的优势、问题及建议[J].
贵州农业科学，2008，36（5）.

[5]李祥云，王瑞英，等.发展青岛市有机农业之我见[J].安
徽农学通报，2007，13（22）.

[6][英]珍·古道尔等.希望的收获———食品安全关乎我们

的心灵[M].范效成等译.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7]封超年，周桂生，等.有机农业发展现状及其研究趋向

[J].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4）.
[8]郑凤田,董筱丹，等.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体制改革的“双

重两难”[J].贵州社会科学，2010，7.
[9]梅瑞江.发展有机农业的问题与对策[J].河南农业科

学，2006，（7）.
[10]郭建强，袁士畴.北京市发展有机农业的现状、问题

与对策[J].中国渔业经济，2006，（2）.
[11][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2]胡跃高，何慧丽.兰考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调查

报告[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7（3）.
[13]He Huili.Experinents of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in

Lankao Chinese[J].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2007, 39（4）.
[14]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M].北京：中国经济

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姜凤玲

9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