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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疫情影响农业生产袁尤其是对
相关产业冲击较大袁因此给农民就业和
收入造成了不小的影响遥 据官方统计数
字袁 今年一季度我国农民收入下降
4.7%袁 比城镇居民还低 0.8 个百分点遥
叶报告曳预测袁2020 年农民收入同比增幅
可能仅为 1%左右遥 野工资性收入和农业
经营收入占我国农民收入的近 80%遥 一
个月的时间袁2.9 亿农民工约减少收入
1.2 万亿遥 冶张红宇说遥

疫情之下发展农业产业尧保障农民
就业越来越得到重视遥 叶报告曳 研究发
现袁 农业具有显著的乘数效应袁 农业
GDP 增加 1 个单位袁 全部行业 GDP 将
增加 3.4 个单位遥 据中国农科院农业经
济与发展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尧叶报告曳主

编著之一韩昕儒博士介绍袁2017 年全国
农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7.9%袁但
乡村旅游尧农产品加工与物流等农业相
关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就达到
15.5%遥 更令人惊叹的是袁农业及相关产
业容纳了我国 36.7%的劳动力就业袁对
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野蓄
水池冶作用遥

除此之外袁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对国
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较小袁农业出口占总
产出的比重和进口占总需求的比重都
小于 5%遥 在全球疫情尚不明朗的情况
下袁守好野三农冶战略后院袁采取积极措
施促进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袁将有
利于经济恢复和拉动就业袁对保障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袁打赢疫情防控战十分重

要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袁越是面对风险

挑战袁越要稳住农业袁越要确保粮食和
重要副食品安全遥 怎样把农业基础打得
更牢袁促进农业产业野压舱石冶效应地极
大释放?

首先袁政策发力院目前中央出台至
少 10 万个亿的规模性政策袁 希望这些
政策更多支持高标准农田尧 冷链物流尧
农业大数据中心等农业新业态建设;

其次袁生产方式变革院农业产业组
织方式的调整和变革是下一步的关注
点袁要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袁打造本
土化尧区域化尧多中心一体化的农业供
应链和食物供应链;

最后袁始终坚持以农民为主体院当前

农业产业链的主要价值从生产环节向加
工环节尧服务环节转移袁发展茶叶尧园艺
等野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知识密集冶型产
业袁 促进农业三产融合并将收益更多地
留给农民袁 解决农民在农业内部就业的
问题袁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遥

从长期看袁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的内
外部风险越来越多遥 加强农业产业建
设尧切实保障农民收入在任何时候都是
重中之重遥 叶报告曳提出袁支持农业及相
关产业尤其是餐饮和住宿等受冲击较
大的行业恢复发展袁采取多种举措增加
农民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袁坚持
推动科技进步袁 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袁
才能有效应对更多尧 更大风险的冲击袁
让战略后院更加稳固遥

阴王琦琪

野咱的粮食够不够钥 冶野猪肉啥时候想吃就吃钥 冶野新冠
肺炎会不会影响俺今年的收成钥 冶在这样一个特殊年份袁
人们念叨的话题不外乎手中的粮食和家里的收入遥 关乎
民生尧关乎振兴袁农业的重要作用再一次凸显遥

疫情之下袁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如何钥 近日袁由中国农
科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编写的叶中国农业产业发展
报告 2020曳(以下简称叶报告曳)正式发布遥针对当前及今后
时期农业产业发展形势和热点问题袁叶报告曳进行了详细
地分析解答遥

在风浪中稳步前进
要要要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观察

C 农民收入减少袁生产逐步恢复袁要持续稳固战略后院

粮食生产稳定袁
生猪止降回升袁需防范潜在风险

跨过干旱尧暖冬尧野倒春寒冶尧病虫害尧新冠肺炎疫情几道坎袁目前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基本结束袁夏粮丰收已成定局遥 野保粮食安全冶是
今年野六保冶的重要内容遥 叶报告曳预计袁随着 2020 年玉米产量增长袁将
会带动全国粮食产量达到 6.7 亿吨遥

近年来袁我国农业发展稳中有进尧稳中向好遥 叶报告曳显示袁我国粮
食产量连续 5 年站稳 6.6 亿吨台阶袁2019 年稻谷尧 小麦和玉米产量分
别达到 2.10 亿吨尧1.34 亿吨和 2.57 亿吨袁大豆产量同比增长 13.5%遥 稻
谷尧小麦和玉米三大主粮自给率达到 98.75%袁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遥

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袁将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尧打赢脱贫攻坚战
提供有力支撑遥 如何进一步巩固粮食生产好形势?

粮食政策要野稳冶字当头遥 野中央文件对农业讲耶稳爷是最多的遥 对
农业政策我们始终要强调一个耶稳爷字遥 冶全国政协农业农村委员会副
主任陈晓华说袁要保证粮食生产基本稳定袁首先要保证产业发展目标
的基本稳定袁不能忽上忽下;第二要保持产业区域布局的基本稳定袁
才能形成规模袁进而形成产业链条和市场布局;最后要保持产业扶持
政策的基本稳定袁稳定农业生产补贴遥

巩固粮食生产好形势还要不断提升粮食生产能力遥 到 2022 年中
国要建成 10 亿亩旱涝保收的高标准农田袁在生物技术尧装备技术尧信
息技术尧 降耗技术等四个方面取得突破袁 不断提高粮食生产综合效
能遥野粮食安全必须高度重视产能建设袁坚持藏粮于地尧藏粮于技遥冶清
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认为遥

叶报告曳建议袁下一步需要在坚持野两疫冶防控的基础上抓好生猪
稳产保供工作遥 支持相关企业加强监督管理袁 提高能繁母猪繁殖效
率袁巩固生猪产能恢复的好势头遥

自我国加入 WTO 以来袁 农产品全球开
放程度明显提升袁与国际同类农产品的竞争
如火如荼遥 叶报告曳分析了我国 5 大类农产品
国际竞争力袁 结果表明袁2018 年园艺作物的
比较优势指数达到 1.94袁是中国最具国际贸
易比较优势的类别;禽类产品同样具有比较
优势袁而谷物尧油料作物和畜产品的比较优
势指数均小于 0.8袁 不具备国际贸易比较优
势遥

野整体上看袁 中国主要农产品竞争力总
体下降袁特别是 2005 年以来袁我们的竞争力
可以说是大幅下降遥 冶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尧
叶报告曳编著委员会主任梅旭荣介绍遥 野曾经
具备比较优势的谷物尧 油料竞争力已经丧
失袁 园艺和禽类产品还保持着国际竞争力袁
但是我们对禽类产品竞争力的下降也表示
担忧遥 冶

在全球化背景下袁农业产业该如何提高
自身竞争力?

叶报告曳提出袁在我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
的情况下袁应分品种制定主要农产品产业竞
争力战略遥 对谷物袁就是要守好野谷物基本自
给袁口粮绝对安全冶这条战略底线袁国际竞争
并非是主要目标; 对园艺和禽类等具备较强
市场化属性的产品袁 要进一步降本增效袁积
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竞争遥

提升农产品竞争力袁首先要从科技进步

入手遥 研发投入不足是造成农业技术进步缓
慢的主要因素遥 2016 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为 2.1%袁 而农业领域研发投入
占 GDP 的比重只有 0.76%袁明显低于全行业
水平遥 农业科技的社会性尧公益性尧基础性袁
决定了相应投入应当稳定地增加遥 叶报告曳建
议袁坚持农业科技优先发展战略袁在基础性尧
公益性科研领域建立稳定可持续的财政投
入机制袁 通过科技进步驱动农业生产率提
升袁进而增强我国农业竞争力遥

走规模化路子是降低生产成本的主要
举措遥 叶报告曳发现袁规模化养殖成本比散养
成本低 20%袁养殖优势更加明显袁净利润空
间较大遥 怎么引导小农走规模化的发展路
子?野农业服务外包可以引导小农生产走向
集聚袁延伸农业产业链袁释放农业多种功能袁
实现节本增效遥 冶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
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姜长云认为袁可以通过
发展农业服务业解决谁来种地尧如何种地的
问题遥

野虽然成本上升导致竞争力降低袁 但人
工和土地成本中有不少转化为我国农民的
实在收入遥 因此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袁我们
是以竞争力换取了农民的收入袁这是政策充
分考虑了公平和效率的结果袁为维护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发挥了耶稳定器爷的作用遥 冶梅
旭荣说遥

A B 种地成本上升袁
技术效应减弱袁应分品种制定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