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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食系统是保障国民营养和粮食安全的关键基础，是实现全面小康和国家安全的重点环节。

当前，我国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农食系统必须向高效的、营养的、可持续的、有包容性和韧
性的方向转型，以应对多重风险叠加的影响。农食系统转型目标与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协调统一，应从发
展多赢型或集成式技术创新、优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
系、改善农村发展条件等路径推动农食系统转型，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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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食系统概念框架及其转型的必要性
农食系统（ agrifood systems，
全称“农业与食物系统”） 在国际上通常称为食物系统（ food systems） ，
是指农业与食物价值链上的所有活动和要素及其交互关系的总和 （ 图 1） 。 该系统包含技术研发，
要素投入与生产，农产品的贮藏与流通、加工与包装，及消费环节的零售、批发、餐饮等活动； 包含
农业与食物生产所需的水土等自然资源 ； 包含围绕农业与食物相关的政策、机制和文化传统或规
范； 还包含农民以及所有参与上述相关活动的主体 ，这就意味着涉农机构和组织也是其重要组成
［1 － 4］
。
部分； 同样重要的是它还包括了农食系统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经济 、营养健康和资源环境结果
农食系统涉及领域广泛，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居民营养健康、促进人类繁荣方面至关重要，不仅为人
类提供所需要的热量和营养物质 ，还是小农、涉农中小企业、小餐饮从业者等群体的生计基础。 总
体而言，农食系统是全链条、多主体的系统圈层。
2020 年全球食物不足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流行使得世界粮食安全与营养状况进一步恶化 ，
［5］
发生率达到 9. 9% 左右，比 2019 年高出 1. 5 个百分点，饥饿人数达到 7. 2 亿至 8. 11 亿 。 推动农
食系统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2021 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在纽约召开，聚焦全球食物
系统转型。该峰会是同类峰会中首次全面探讨食物系统相关复杂问题 ，要求各国直面如何平衡食
物生产与气候行动、提供经济上可负担的食物和健康膳食、稳定食物供给与公平和开放的贸易等
［6］
［7］
重大现实问题 。中国代表团在此次峰会期间发布了《联合国粮食峰会： 中方立场 》 和《中国粮
［8］
食系统可持续发展路径报告》 ，明确表示与世界各国一道推进粮食与农业系统转型升级 ，由过去
的单纯追求产量逐步向以营养为导向的高产 、优质、高效、生态、安全转变，构建更健康、更可持续
和更公平的食物系统。
过去几十年我国在农业生产和营养健康领域取得巨大进步 ，粮食年产量连续七年稳定在 1. 3
［9］
［10］
万亿斤以上 ，人均粮食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 居民膳食能量和宏量营养素摄入充足 ，优质
［11］11
。
蛋白摄入不断增加，
儿童生长迟缓率和低体重率、孕妇贫血率、成年人维生素A缺乏率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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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食系统的概念框架

但是，随着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的发展环境正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 ，农食系统更是面
临气候变化、自然资源退化、国际贸易摩擦、突发疫情等多重风险的挑战。这些风险将会带来巨大
的经济损失、扰乱食物供应链，进而造成严重的社会福利损失，其中小农、农民工、妇女、青年、儿
［12］
童、低收入人群和其他弱势群体将受到更大影响 。 因此，必须转型农食系统以应对多重风险的
［13］22
叠加。国际农发基金（ IFAD） 2021 年农村发展报告
以“转型食物系统促进农村繁荣 ”为主题，
在充分考虑各项挑战与约束的前提下 ，探讨食物系统转型与乡村繁荣振兴之间的关系，并从食物

消费、食物生产和食物系统中游主体等三个方面提出转型的路径 。 农食系统和农村、农民和农业
紧密相连，转型农食系统能够有力推动乡村振兴 。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乡村振兴成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三农 ”工作的重心，但是要
实现乡村振兴仍然面临诸多约束与挑战 ，特别是农业环境污染、乡村产业萎缩、居民营养健康问题
等方面，而这些问题几乎都源于农食系统 ，因此，以转型农食系统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紧
迫性和战略意义。但是，鲜有文献把乡村振兴和农食系统转型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 本文探讨了农
食系统和乡村振兴的逻辑关系，进而指出转型农食系统助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最后提
出推动农食系统转型助力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 。

二、农食系统转型和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
农食系统转型目标和乡村振兴的总要求协调统一 （ 见图 2）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
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五个方面要求体现的是“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
［14］
局，而不是单方面的生产效率提高、生活富裕，寻求单方面的突破无法解决大问题 ，而农食系统
为此提供了关键思路。农食系统转型的总体目标，从世界范围内看，是保障人类健康膳食，在地球
［13］24
； 从中
资源环境边界内进行农业与食物生产并使农民通过在农食系统中工作获得体面的生活
国来看，未来农食系统转型应以实现高产高效、健康营养、可持续、韧性、包容性的协调发展为目
［2］133
。农食系统转型目标和乡村振兴总要求在促进乡村产业发展 、保护生态环境、富裕农民生活
标
等方面要达到的目标协调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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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食系统转型目标和乡村振兴的关系

转型农食系统助力乡村振兴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顺势之举 。第一，农食系统的高效发
展能带动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生态宜居。建立高效的农食系统，需要聚集人才、资金、科技等
优势资源要素，提高土地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提供所
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助于壮大乡村传统产业并发展新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兴旺，实现农民增
收和生活富裕。建立高效的农食系统，不但要考虑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高产高效，还要考虑农业
生产的环境影响和减少食物的损失和浪费 ，降低农业生产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的负向影响，减少农
业活动温室气体排放，保护农业生物多样性，有利于保障乡村生态宜居。
2019 年中国户
第二，发展营养导向型农食系统促进乡村产业兴旺和农民生活富裕。 据统计，
［15］
。 城镇化和人口增长的共同作
籍人口城镇化率为 44. 38%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 60. 60%
用提高了居民对食物及食物多样性的旺盛需求 ，居民饮食习惯的变化给农业生产结构提出了更多
的要求。发展营养导向型农食系统，生产更有营养、更加健康的食物，能促进食物价值链的增值，
还能够带动乡村新业态的发展，可为小农、青年和妇女提供更好的生计选择，并对农村教育、医疗
卫生和收入产生积极的溢出效应 。
第三，农食系统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能保障生态系统的永续功能 ，助力构建生态宜居乡村，实现
治理有效。过去几十年，我国粗放的、不可持续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较为严峻的环境污染问题。
转型农食系统向绿色可持续方向发展 ，推动建立与推广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减少农业与食物生产
的生态足迹，实现生态环境友好型发展，构建生态宜居乡村。 建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农食系统需
要统筹利用法律制度、道德规范和村民自治等手段建立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治理体系 ，为逐
步实现乡村治理有效奠定基础。
第四，构建具有包容性的农食系统能实现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 建立包容性的农
食系统，是要将小农、妇女、老年人和偏远地区的人群纳入到发展中 ，以消除其在融资机会、生产资
料所有权和使用权、基础设施与服务可得性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弱势地位 ，改善其生计，实现生
活富裕。包容性的农食系统为每个人，特别是为边缘化和弱势群体提供发展机遇，弥补收入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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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差距，为实现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打好基础 。
第五，加强农食系统的韧性能保障乡村产业兴旺 、助力农民生活富裕和乡村生态宜居。 建立
有韧性的农食系统，是要增强其在遭受突发事件冲击后的恢复能力 ，是要提升农业、农村和农民对
气候变化的应对能力和适应能力 ，使受突发事件或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更好地重建，进而恢复甚
至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促进生活富裕。 增强农食系统的韧性需要注重提高农业生物多样性 ，这
对保障乡村生态宜居十分重要。

三、转型农食系统助力乡村振兴所面临的挑战
（ 一） 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方式不可持续
乡村振兴的底线是保障粮食安全 ，而人多地少、水资源短缺是我国基本国情，我国人均耕地面
［16］
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 1 /2，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 /4 。同时，随着我国居民食物
消费结构的转变，对肉蛋奶、果蔬类食物消费需求快速增长。 然而，过去几十年，部分地区不可持
续的农业生产方式造成农牧生态系统失衡和退化正威胁着农业生产，导致食物供给压力不断加
大。一方面，土壤污染严重，耕地质量下降。数据显示，我国农田土壤污染率从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7］
，土壤重金属污染地区多集中在山区农村，而在这些地区，既
不足 5% 上升至 2014 年的 19. 4%
［18］

要治理土壤污染又要实现乡村振兴 。耕地质量上，以东北黑土区耕地为例，黑土层在“变薄、变
瘦、变硬”，黑土层厚度每年下降 2 ～ 10 mm，耕层的有机质含量比开垦初期下降了 40% 以上，一半
［19］

的黑土耕地存在碱化层、白浆层等问题 ，耕地质量下降明显。另一方面，未经无害化处理和资源
［20］38
。 根据 2020 年发布的
化利用的畜禽水产养殖废弃物，过量使用的农药、化肥等造成水体污染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
2017 年来自农业污染源的化学需氧量 （ COD） 、总氮 （ TN） 和总磷
（ TP） 排放量虽比 2007 年分别下降了 19% 、
48% 和 26% ，但仍是主要污染源。 此外，畜禽养殖业
中不规范、不合理使用抗生素造成的细菌耐药性形势日益严峻 ，如果抗生素最终被排入水土环境
中，将污染环境且加剧耐药性的传播 ，进而威胁人类健康。
（ 二） 气候变化导致灾害频发加剧农业生产风险 ，威胁农民生计
气候变化将是乡村振兴面临的最严峻的自然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病虫害发生频率
增加、作物种植受影响面积扩大，极大削弱了农业生产能力，严重威胁粮食安全和农民生计。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强调了气候变化对全球作物产量的各种影响 ，认为全球粮食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
［21］
［22］
。
的不利影响 。有研究估计，气温上升将会导致中国玉米、水稻的产量分别下降约 5% 、3%
2021 年夏季发生在河南的极端强降雨天气给当地农业生产带来巨大损失 。 农食系统是气候变化
的“受害者”，同时也是“贡献者”。研究估计，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量的 25% ～ 30% ，即使化石燃料排放为 0，仅食物系统的排放就无法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 5 摄氏
度，甚至难以实现控制在 2 摄氏度，因此如果想要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就需要在食物生产方式
［23］
上作出重大改变 。中国要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除了要考虑能源消费、工业生产过程的碳减
排问题，也要认识到农食系统在实现碳中和过程中的作用与角色并对其展开科学研究 。 据《2021
全球与中国食物政策报告： 后疫情时代农业食物系统的重新思考 》研究结果显示，过去 20 年中国
2018 年农食系统温室气体排放量达 10. 9 亿吨二氧化碳当
农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上升 16% ，
量，占全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比重为 8. 2% ； 农食系统排放的温室气体以甲烷和氧化亚氮为主 ，农
［20］15
。 但从现实来看，种植
用地排放和动物肠道发酵占农业生产活动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60% 以上
业和养殖业是乡村发展的基础产业 ，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基本出发点，所以必须推进种养业的绿色

低碳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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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农村营养不良问题日趋严峻，与膳食相关的慢性病患病率不断增加
乡村振兴不仅面临人才输入不足，更重要的是存在农村留存人力资本的“损失 ”问题。 数据显
2004—2018 年间，我国肥胖人数增长约 3 倍，
2020 年我国成年居民 50% 以上超重或肥胖，
6岁
示，
［24］
。 其中，农村人口的 BMI 和肥
以下儿童和 6 ～ 17 岁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分别达到 10. 4% 和 19%
胖增长速度快于城市地区，平均 BMI、超重和肥胖率的上升幅度在城市中似乎趋于平稳 ，而在农村
［25］
地区，尤其是农村成年女性中，仍在继续上升 。 超重和肥胖是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多种癌症
2019 年我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 88. 5% ，其中心脑血
等慢性病的重要诱因，
［24］
。不健康的膳食结构是我国居民慢性病患病
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比例为 80. 7%
［26 － 28］
。
，
和死亡风险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 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微量营养素缺乏会影响到婴幼

儿身体和智力发育，甚至造成人力资本的终身受损； 对育龄妇女和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的健康状况
产生诸多不良影响。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的维生素 A、钙、n － 3 脂肪酸等营养素摄入量不足
问题更加突出，营养不良、贫血的发生率均高于城市居民，高血压、脑卒中等与膳食相关的慢性病
［11］19
。
发病率快速增长
（ 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及其他农村弱势群体的权益保障依然存在问题
小农户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主体，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小农户家庭经营将是我国农业的
主要经营方式。 根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我国小农户数量占到农业经营主体 98% 以上，小农户
［29］
。 但是，小农户在发展能力、农产品价值链利润分成、组织
经营耕地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 70%
化程度、增收空间等方面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面临极大困难。此外，无法市民化的兼业农民可能因

为各种突发原因随时需要返回农村就业 。比如，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仅 2020 年 2 月农民工就业
［30］
。有研究指出，疫情期间的延期复工和疫情后的长期停工会导致农民工就
人数就减少了 30%
［31］
业人数下降 205 万人至 351. 1 万人 。还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留守在农村的妇女和老人 。比如，很
多地方妇女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 ，通常是“娘家婆家两头空 ”，获得信贷资格仍与男性存在较大

差距，得到金融支持较少，制约其生产与生活的改善。
（ 五） 农村生活与发展条件不充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十分明显
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 ，集中表现为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差距较大 ，严重
［32］
影响农民生活质量、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村发展条件 。 其中，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已经从城有乡
［33］
无转移到城优乡劣 。虽然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相比过去有了较大改善 ，特别是道路方面，但是，
农村水电取暖、如厕条件等与生活居住环境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仍然较差 ，与城市差别依然很大，

不利于吸引青年返乡创业。与此同时，农村的医疗卫生和教育文化等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也与城市
存在巨大差距。研究表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但拉大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甚至会抵消以往
［34］

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出台的诸多政策效果

。

四、推动农食系统转型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
农食系统与乡村紧密相连，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与农食系统转型目标高度一致 。 对于乡村振
兴面临的诸多困难，需要从多赢型技术创新、农业补贴政策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等方面推动农
食系统转型，以促进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 一） 优先发展可持续集约型和注重营养的技术 ，重点支持技术—社会—经济集成式创新
技术与创新是转型农食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杠杆 。 优先发展可持续集约型和注重营养
的技术，支持多赢型技术创新。挖掘和利用具有本土韧性的种质资源，在继续研究动植物增产技
术、提升抗病耐受力的基础上，发展作物营养强化技术和低碳节水环保技术等 ，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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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的同时增强作物营养效果 。此外，信息通信技术（ ICT） 和价值链的创新，可以提升农食系统
的效率。电子商务等技术将农民与不断扩张的城镇市场联系起来 ，提高全社会健康营养食物的供
应水平； ICT 还可以被用于提高对抗生素耐药性等食品安全问题的监控 、测试和追踪能力以及提高
对食物健康营养知识的获取能力 。任何一项农业技术，只有被农民认知并应用才会发挥更大的价
值，以农民需求和农村发展为导向，将信息通信技术与农业科技推广结合起来促进技术扩散 ，有助
于在更大范围内产生综合效益。然而，大多数时候一项技术很难达到兼顾多个目标，而且很多情
况下某项技术的使用不可避免会产生“赢家”和“输家”，因此，促进农食系统转型，助力实现乡村全
面振兴，还需要重点支持技术—社会—经济集成式技术创新，重要技术创新及其广泛应用离不开
［35］

配套的治理机制或政策的支持

。

（ 二） 优化农业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建立农业—环保—营养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
政策干预与政府管理是转型农食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 在保证粮食与食物安全的
前提下，调整农业补贴方式，增强对营养导向型、绿色可持续的农业与食物生产的政策支持。 一
是，通过给予农业补贴激励生产者将农业生产方式向环境友好型转变 ，引导农业生产者自主优化
资源配置，推动农食系统转向低碳高效的生产方式 ，改善土壤质量与农村生态环境。 二是，优化农
业补贴结构，对营养健康的食物生产给予补贴 ，对不健康的食物生产征税，并将这种税收留在农业
内部用于支持健康食物的生产，降低健康膳食的购买成本，改善居民膳食结构和健康状况。 此外，
农食系统转型与产业、环境、营养及农民生计之间相互联系，应当建立农业农村、卫生健康、生态环
境等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平衡产量目标、环境约束、健康和营养要求，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共同
推动农食系统转型助力乡村的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生活富裕和治理有效。
（ 三） 加强农民人力资本投资与培训，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是转型农食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 健康与教育尤其
影响农业效率、非农就业和市民化过程，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其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条件
［36］
的改善，因此，需要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知识资本和健康资本 。一是对农民进行
生产技术培训，支持其学习新技术和新技能，提高其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分析能力和信息获取能力 ；

二是为农村妇女提供与农业和营养相关的知识培训 ，改善农户家庭膳食质量，减少各种形式营养
不良现象的发生。健全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体系，统筹城乡在收入、健康、营养、医疗卫生等方面
的社会保障政策。
（ 四） 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
改善农村发展条件和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是转型农食系统促进乡村振兴的必经之
。
路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农村基本生产生活条件，一方面有利于增加农民尤其是小农
获得资金和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 ，提高其增收能力，另一方面还能为返乡创业兴业青年提供较好
的发展环境，有助于吸引年轻人返回农村进行创业，扩大乡村振兴的人才储备。 创新城乡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促进人才、土地、资金、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着
力改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服务、社会救助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采用城乡经济学思维与方
［37］
法 ，加强乡村与城镇及中等城市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消除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和政策壁垒 ，促
进乡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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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of Agrifood Systems to Boost Ｒural Ｒevitalization
FAN Sheng-gen a，b ，GAO Hai-xiu a，b ，FENG Xiao-long a，b ，WANG Jing-jing a，b
（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a． Academy of Global Food Economics and Policy；
b．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Beijing 100083，China）

Abstract： Transformation of agrifood systems is the critical basis for guaranteeing national nutrition and
food security and it is a key link for achieving a well-off society and national security in all respects． China＇s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and complex changes． Agrifood systems must be
transformed to be efficient，nutritious，sustainable，inclusive，and resilient to tackle the intertwining
challenge of multiple risk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goals of agri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 are in line with
the general requirement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o this end，this paper proposes ways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agrifood systems transformation，including developing multiple-win technologies and
support for bundling innovations，reshaping agricultural subsidies，setting rural social protection networks，establishing cross-departmental collaborative working mechanisms，and improving rur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Key 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agrifood systems； sustainability； nutrition and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