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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该文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农产品数量与质量需求双重提升、农业资源压力越

来越大、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挑战，基于“绿色、循环、低碳”的发展理念，阐述了生

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主要表现为生产效益型的集约农业、资源节约型的循环农业、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

业、产品安全型的绿色农业等四个特征，探讨了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构建生态文明型农业新型生产模式的

路径选择，指出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建设重点为加强农业资源保护、推进农业资源节约利用、构建循环

型农业产业链、实施一批农业可持续发展工程等，并提出加强生态补偿等制度安排，对于探索生态文明型

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制定有针对性的推进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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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四化同步”发展的要求，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是重要的一环，然而发展

现代农业依然面临着农产品安全保障、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保护等多重目标的挑战，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

设是发展现代农业、转变我国农业发展方式和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

1 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十一连增”，保障了我国主要农产品基本自给。但是，我国农业生产的

基础尚不稳固，农业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低、农业环境污染等问题更加凸显，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

更多的不确定性。
表 1 全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粮食与肉蛋奶购买量 kg

年份 粮食 猪牛羊肉 禽类 鲜蛋 鲜奶

1995 97. 00 19. 68 3. 97 9. 74 4. 62

2000 82. 31 20. 06 5. 44 11. 21 9. 94

2005 76. 98 23. 86 8. 97 10. 40 17. 92

2012 78. 76 24. 96 10. 75 10. 52 13. 95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1. 1 农产品数量需求与质量需求的双重提升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我国在加速

实现“四化”同步过程中，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

城镇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我国城乡居民对肉、蛋、奶

等农产品的人均消费量显著增大，城镇居民对于农产

品品质、安全性需求大幅增加，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着

农产品数量与质量需求的双重提升
［1］。据预测，我国

人口总数在 2030 年左右达到峰值 14. 5 亿。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城镇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将持续增加

对农产品刚性需求。我国未来粮食需求峰值约 6. 5 亿 t［2］，2013 年虽然我国粮食年产量达到 6. 0 亿 t，但与

未来粮食需求的峰值相比仍相差 5 000 万 t。我国居民的食物消费结构发生了渐进式转变，直接粮食消费

减少，肉蛋奶消费增加，增加了食物用粮的总量，这种消费结构的改变进一步增加了农产品的需求
［2］。



1. 2 农业资源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2003 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 11 年增产，主要农产品供给日趋丰富，这是以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大量增

加为支撑的。
1. 2. 1 耕地资源日益稀缺，耕地质量总体偏低

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2009 年底我国耕地总面积 1. 35 亿 hm2，全国人均耕地 0. 1 hm2，仅占世

界人均水平 (0. 225hm2) 的 45%，以每年 20 万 ～ 33 万 hm2
的速度减少，并且 1 /3 的国土正遭受到风沙

威胁。耕地仍以每年几十万公顷的速度被占用，而且大都是优质耕地，保护耕地面临更大压力，守住 1. 2
亿 hm2

耕地红线的压力不断增大。中国耕地质量总体偏低，优等地和高等地合计不足耕地总面积的 1 /
3［3］，耕地部分质量要素和局部区域耕地质量恶化问题突出。
1. 2. 2 水资源短缺，农业用水利用率低

我国人口众多，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2 100m3，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 /3，每公顷耕地均占有水资

源量为 2. 16 万 m3，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2，且北方水资源分布极不均匀，使本来就有限的水资源很难

被充分有效利用，许多地方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地下水，华北平原每年农业用水约占地下水开采量的 70%。
我国华北、西北等地区的缺水状况将进一步加重，预计 2010 ～ 2030 年我国西部地区缺水量约为 200 亿

m3。由于农业灌溉方式落后，输水渠道大部分是土渠，加之工程老化失修和配套设施不全，中国农业用

水的有效利用率仅为 40%左右，远低于欧洲发达国家 70% ～80%的水平
［4］。

1. 2. 3 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依然较低

农业主要“靠天吃饭”的局面尚未扭转。1978 年以来，自然灾害导致的成灾面积、受灾面积占总播

种面积比例一直居高不下，而受灾面积占农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和成灾率也处于 20% ～40%和 40% ～65%的

高位
［5］。自然灾害不仅会减少农产品有效生产面积，而且会降低农作物单产。在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

自然灾害风险进一步加大，旱涝灾害、病虫鼠害、低温冻害、高温热浪等自然灾害呈高发态势。自然灾害

的时空分布、损失程度和影响深度广度出现新变化，各类灾害的突发性、异常性、难以预见性日显突出。
1. 3 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农业与农村资源和环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农业投入品边际报酬下降、农业生产方式不合理、相对

落后的农村生活设施和工业 “三废”的不合理处置等造成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环境污染的发生。归纳起

来，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 1 1978 年以来我国化肥施用强度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3

1. 3. 1 农业投入品边际报酬在下降

全国化肥施用量由 1978 年的 884 万 t，增加到 2012 年的 5 840 万 t。我国每公顷化肥施用强度是一些

发达国家为防止水污染而设定 225kg 安全上限的 1. 64 倍。随着化肥施用强度的不断增加，化肥的利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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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呈现边际递减
［6］，氮肥与钾肥的利用率为 30% ～ 50%，磷肥利用率仅为 10% ～ 20%［7］。单位土地的化

肥施用量世界平均每增加 1kg 可使粮食单产增加 34kg，而在我国仅增加 20 kg 左右。据测算 2010 年化肥

农药使用造成的总氮、总磷排放分别占农业源的 47%和 27%。
1. 3. 2 农业秸秆利用率不高，成为农村重要污染源

我国每年秸秆总产量为 8. 20 亿 t，其中未利用量为 2. 15 亿 t，约占秸秆总产量的 26%［8］。伴随着农

业生产方式与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仍然有 1 /4 的秸秆被焚烧或者丢弃，大量秸秆焚烧瞬时增加局部地区

大气中 PM2. 5 等悬浮颗粒物浓度。

图 2 1978 年以来我国猪牛羊存栏数

数据来源: 中国农业统计资料 2012

1. 3. 3 养殖业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污染物排放总量大

养殖集约化加剧了种养分离，凸显了处理设施设备的滞后，大量畜禽粪便难以及时处理和利用，增加

了对土壤、水体与大气的环境污染风险。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结果，畜禽养殖业源的化学需氧量、
总氮和总磷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分别占农业源的 96%、38%和 56%。
1. 3. 4 农村垃圾污水随意排放，环境状况日益恶化

据测算，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村生活垃圾每年产生量大约 2. 8 亿 t，生活污水产生量 90 亿 t，多

数生活垃圾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农村生活污水大部分没有经过任何处理，造成污水渗漏、随河水漂

流和直接排放到河流等水体中，导致地表水、地下水及河道的严重污染。
因此，必须寻找农业发展方式新的突破口来解决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环境问题，用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理念，来突破农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约束瓶颈，解决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

问题。

2 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新内涵

基于“十八大”提出的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发展理念，要

解决我国农业领域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需推进 “绿色农业、循环农业与低碳农业”，结合 2014 年中

央一号文件提出的发展 “生态友好型农业”要求，该文为重新认识现代农业的新内涵、转变农业生产方

式和创新生产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路。
2. 1 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特征

2. 1. 1 生产效益型的集约农业

集约农业是把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上，采用集约经营方式进行生产的

农业，从单位面积土地上获得更多的农产品，不断提高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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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是农业生产发展的客观规律。集约农业具体表现为大力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发展灌溉、增施肥料、
改造中低产田、采用农业新技术、推广优良品种、扩大经营规模和实行机械化作业等

［9-10］。
2. 1. 2 资源节约型的循环农业

循环农业，运用物质循环再生原理和物质多层次利用技术，在农业系统中推进各种农业资源往复多层

与高效流动的活动，一个生产环节的产出是另一个生产环节的投入，使得系统中的废弃物多次循环利用，

从而提高能量的转换率和资源利用率，实现节能减排与增收的目的
［11］。资源节约型的循环农业实现较少

废弃物的产生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农业生产方式，具有种植业内部物质循环利用模式、养殖业内部物质

循环利用模式、种养加工三结合的物质循环利用模式
［12-13］。

2. 1. 3 环境友好型的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是按照生态学原理和经济学原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以及传统农业的有

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作物与

多种经济作物结合，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结合，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利用传统

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效益的统一，是一种环境友好型的农业
［12，14］。

2. 1. 4 产品安全型的绿色农业

绿色农业是关注农业环境保护、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业生产，是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和有机食品

生产加工的总称
［15］。发展绿色农业要逐步采用高新农业技术，形成现代化的农业生产体系、流通体系和

营销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战略转移的关键是规模和技术，手段是设施的现代化走向

是开拓国内外大市场，目标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满足城乡居民的对农产品质量安全

需要。
2. 2 创新理念和思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路径选择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经营方式和资源永续利用方式 3 个方面。转变农业

生产方式，解决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带来的环境问题; 转变农业组织方式，提高农业管理效率，达到提高

环境资源利用效率和节约保护环境资源的目的; 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增加农业生产者从整个农业产业链中

获得的收益，规避农业生产者单纯依赖环境资源的掠夺性经营; 通过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推广应用节

水、节肥、节药和生态健康养殖技术，提高化肥、农药等农业投入品利用率，降低流失率，减少外部投入

品使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11］。创新理念和思路，把农业污染问题在生产生活单元内部解决，把农业

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寓于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之中。一是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统筹推

进，农业生产场地与农民居住场所紧密相连，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把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生态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统筹安排，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协调。二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循环推进，资源

化利用农作物秸秆、畜禽粪便、生活垃圾和污水，把废弃物变为农民所需的肥料、燃料和饲料，从根本上

解决污染物的去向问题，减少农业生产的外部投入，实现 “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三是

资源节约与清洁生产协同推进，推广节地、节水、节种、节肥、节药、节电、节柴、节油、节粮、减人等

节约型技术使用，从生产生活源头抓起，减少外部投入品使用量，减少污染物排放量，实现资源的节约和

清洁生产
［11］。

2. 3 构建生态文明型农业新型生产模式

在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下，构建新型农业集约化模式，将资源高效、环境安全与作物高产并重，改变

片面追求高产的传统集约化生产模式。
2. 3. 1 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地力培育为核心的可持续高产模式

在我国东北平原、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等粮食主产区，以高产、高效同步为目标，将资源高

效与作物高产并重，改变片面追求高产的传统集约化生产模式，重点解决我国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高强度

利用带来的耕地质量下降、肥料和灌溉水利用率低、秸秆还田困难、农艺与农机脱节，确保农田综合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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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的不断提升和持续高产。
2. 3. 2 以环境保护和农产品质量控制为核心的清洁生产模式

在我国“菜篮子工程”基地和城郊地区，改变以往农业发展过度依赖大量外部物质投入的生产方式，

应用低污染的环境友好型种植、养殖技术，合理使用化肥、农药、饲料等投入品，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和农

业废弃物排放，实现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废物循环再生化，通过源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

端治理，严格控制外源污染，减少农业自身污染物排放。
2. 3. 3 以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治理为核心生态农业模式

在我国农畜业主产区和西部生态脆弱区，按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原则，推进资源多级循环利用、
流域综合质量、生态环境建设，建立具有生态和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综合农

业生产体系，并突出抓好农业、农村人畜粪便、农作物秸秆、生活垃圾及生活污水等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2. 3. 4 以生产、生活、生态协调发展为核心的多功能农业模式

在我国经济发达区、都市农业区及西部山区等非农牧业主产区，挖掘农业生产在环境美化、景观生态

服务、生活服务等方面功能，开发现代农业的多功能潜力，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一

方面为宜居城市提供生产、生态和生活服务，有效限制城市无序扩张，推进现代农业服务业发展; 另一方

面促进农村地区生态旅游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发展，拓宽农民就业增收渠道。

3 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建设重点与制度安排

按照生态文明型的现代农业发展理念，通过工程措施、制度建设、科技支撑和政策引导，推进现代农

业实现 3 个功能的转变。一是由生产功能型向兼顾生态社会协调发展转变，二是由单向式资源利用型向循

环型转变，三是要由粗放高耗型向节约高效型技术体系转变，增强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3. 1 加强农业资源保护

继续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加强耕地质量建设，确保耕地保有量保持在 1. 21 亿 hm2，基本农

田不低于 1. 04 亿 hm2; 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发展节水增效农业; 治理和防治水土流失，搞好小流

域治理; 坚持基本草原保护制度，推行禁牧、休牧和划区轮牧，实施草原保护重大工程; 加大水生生物资

源养护力度，扩大增殖放流规模，强化水生生态修复和建设; 加强畜禽遗传资源和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

护; 实施封山育林，建设良好生态环境; 开展农业资源的休养生息试点工程，在部分地下水超采区域开展

修复试点。
3. 2 推进农业资源节约利用

推广测土配方施肥、保护性耕作、有机肥资源综合利用和改土培肥等主导技术，保证耕地用养平衡和

肥料资源优化配置，创建安全、肥沃、协调的土壤环境条件，建立农田土壤有机质提升补偿机制，鼓励推

广农作物秸秆还田、增施有机肥、采取少免耕等保护性耕作措施，因地制宜，调整种植结构，推广保护性

耕作，建立高效的耕作制度; 改进畜禽舍设计，发展装配式畜禽舍，充分利用太阳能和地热资源调节畜禽

舍温度，在北方地区建设节能型畜禽舍，降低畜禽舍加温和保温能耗; 发展草食畜牧业，推进秸秆养畜，

加快品种改良，降低饲料和能源消耗; 加快规模养殖场粪污处理利用，治理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 发展贝

藻类养殖，推行标准化生产，推广健康、生态和循环水养殖技术，节约养殖用水，降低能耗; 加快开发以

农作物秸秆等为主要原料的肥料、饲料、工业原料和生物质燃料，培育门类丰富、层次齐全的综合利用产

业，建立秸秆全量化利用的长效机制。
3. 3 构建循环型农业产业链

推进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生物质能产业、农林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高效有机肥产业、
休闲农业等产业循环链接，形成无废高效的跨企业、跨农户循环经济联合体，构建粮、菜、畜、林、加

工、物流、旅游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现代工农复合型循环经济产业体系。构建循环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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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完善“公司 + 合作组织 + 基地 + 农户”等一体化组织形式，加强产业链中经营主体的协作与联

合; 根据产业链的前向联系、后向联系和横向联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推动循环农业产业化经营，形成

“绿色种植—食品加工—全混饲料—规模养殖—有机肥料”多级循环产业链条; 重点培育推广畜 (禽) —
沼 － 果 (菜、林、果) 复合型模式、农林牧渔复合型模式、上农下渔模式、工农业复合型模式等，提升

农业综合效益; 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场 (小区)，推广畜禽清洁养殖技术，发展

农牧结合型生态养殖模式; 支持深加工集成养殖模式，发展饲料生产、畜禽养殖、畜禽产品加工及深加工

一体化养殖业; 发展畜禽圈舍、沼气池、厕所、日光温室的“四位一体”生态农业; 积极探索传统与现代

相结合的生态养殖模式，建立健康养殖和生态养殖示范区; 发展设施渔业及浅海立体生态养殖，促进水产

养殖业与种植业有效对接，实现鱼、粮、果、菜协同发展。
3. 4 实施一批农业可持续发展工程

3. 4. 1 实施一批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工程

在国家宏观政策导向上将资源高效和作物高产并重，调整目前农业和科技部门片面追求高产的政策与

技术导向。需要对现行的科技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的技术政策导向进行调整，不再以简单的产量指标作为

主要目标、任务和技术攻关方向，而应该将资源节约利用和环境友好等内容等同时共同作为核心目标。以

国家投资为主支撑，建设一批提升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的工程，包括水资源保护和水土保持建设、土地整理

和复垦开发、耕地质量监测能力建设、大中型灌区及配套工程建设、适度新建水源工程、大中型排灌泵站

更新改造; 开展农业资源休养生息试点，开展对重金属污染耕地的修复试点，开展华北地下水超采漏斗区

综合治理等。开展提升农业物质装备工程、国家粮食主产区耕地质量提升工程。
3. 4. 2 农业环境治理与农村废弃物综合利用工程

针对农业废弃物过多排放造成的生态环境问题，加大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力度，支持建设一批农产品加

工副产物资源化利用、稻田综合种养模式、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菜篮子”基地清洁化，实施以农村生

活、生产废弃物处理利用和村级环境服务设施建设为重点的农村清洁工程。建设一批示范工程，包括秸秆

全量化利用、畜禽粪便资源化利用、废旧农膜回收再生利用、国家 “菜篮子”基地清洁生产、美丽乡村

建设等，建设一批农业清洁生产示范区和循环经济综合示范区。
3. 4. 3 生态友好型农业科技支撑工程

整合优势科技力量，集中开展现代农业发展与环境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研发，打破现代农业发展的技术

瓶颈。同时，对现有的单项成熟技术进行集成配套，形成适宜于不同地区的技术模式，进一步扩大推广应

用规模和范围，重点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农业清洁生产、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面取得突破，尽快

形成一整套适合国情的发展模式和技术体系。
3. 5 加强农业生态文明型的制度创新

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首次提出 “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加强农业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尤为关键。
3. 5. 1 加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

国家大力推进制度建设，完善有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法律体系，增加农业财政投入，推动农

村金融市场化改革，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组织，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环境管理，为生态友好

型农业提供良好政策环境。同时，推进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建立我国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的法

律保障体系，从税收、金融保障、财政补偿等方面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优惠政策，提出切实有效措施推

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把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建设节约型农村社会依法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管理的轨

道，逐步构建农业清洁生产认证制度。
3. 5. 2 加大投入，完善补偿机制

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发展生态友好型农业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推进技术模式创新，可能会影响短期内

生产者效益。因此，要通过政策支持，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促使生产者自觉采纳生态友好型的生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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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导生态友好型农业发展。针对集约化程度高、专业分工细、废弃物产生集中等特点，为促进农业废

弃物资源化、生态化高效循环利用，按照 “谁保护、谁受益”的原则，探索生态补偿机制，明确补偿主

体与对象，量化补偿标准和考核指标，建立基于土地承载力的畜禽养殖准入与退出机制，以及土地流转、
确权、交易等保障机制。对生产者采纳清洁技术行为，如: 使用新型肥料、农药、地膜的价格差或额外成

本费用，政府要相应给予一定的现金或实物补贴，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使用有机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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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DECISION OF AGＲICULTUＲ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ASED ON ECO －CIVILIZATION

Yin Changbin1，Cheng Leilei2，Yang Xiaomei1，Zhao Junwei1
(1．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Ｒesources and Ｒegional Planning，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Beijing 100081;

2． Institute of Desertification research，Chinese academy of forestry，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ed the challenges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ch as dual
－ upgrading of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increasing agricultural resources pressures，and more
and more conspicuous environment issues dur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Based on green，re-
cycle，and low － carbon idea of development，this paper mainly stated four features of eco － civilization modern ag-
riculture，including production － benefiting intensive agriculture，resource － saving recycle agriculture，environment
－ friendly ecological agriculture，food － safety green agricultur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path decision of building
a new production mode for eco － civilization agriculture by transferr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s． And the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focus of building eco － civilization modern agriculture wa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agri-
cultural resources，promote the utilization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 saving，construct the industrialization chains of
recycle agriculture，and implement some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projects． It also put forward that strengthening eco-
logical payment system design had very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exploring the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th of eco － civilization and formulating targeted promo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eco － civiliza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rn agriculture; recycle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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