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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十八大以来，随着系列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对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问题进行探究

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文献梳理的视角，界定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阐述农业绿色发
展的内涵，提出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原则，为我国农业绿色转型提供指导和借鉴。［结果］（1） 农业绿色发
展是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资源利用节约高效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保育为根本要求，以环境友好为
内在属性，以绿色产品供给有力为重要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模式；（2） 农业绿色发展的范畴
涵盖农业布局的绿色化、农业资源利用的绿色化、农业生产手段的绿色化、农业产业链接的绿色化、农产
品供给的绿色化、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等“六化”共进；（3） 农业绿色发展应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业闭合、绿色主导，创新驱动、科技支撑四大原则。［结论］ 农业绿色发展是在对
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现状进行深刻反思和对未来农业发展方向进行预判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模式，是促
进农业全面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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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然而，长期粗放式经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逐步显现。

一方面，农业发展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水土资源约束日益趋紧，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
态系统退化明显，农业持续稳定发展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另一方面，消费者对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需求
愈加旺盛，市场供给却不充分，供需失衡导致优质农产品市场结构性矛盾突出、价格波动幅度大，削弱
其市场竞争力。生态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导致农业生产结构必须做出深刻变革，而推动农业绿色发展是破
解农业生产和优质农产品消费困境的重要手段之一[1]。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强调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现
代化道路；《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 要求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农
业绿色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把农业绿色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明确农业绿色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
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的作用。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系列绿色发展理念在中国农业中的
实践不断深入，农业绿色发展已成为农业农村深化改革的必然方向。
学术界针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主要涉及到概念界定、原则阐述和实现路径基础理论，已形成丰富
成果。如魏琦等[2]、赵会杰等[3]、巩前文等 [4] 等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进行探究，指出“农业绿色发展”，
即注重农业资源节约与农村环境保护的发展方式。王朝辉 [5]、孙炜琳等 [6]、李浩等 [7]等认为农业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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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牢牢把握区域特征，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推进原则。赵丹桂 [8]、靖培星等 [9]、蒋海玲等 [10]分析农
业绿色发展的范畴，强调生产方式绿色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此外，还有学者使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评估我国区域农业绿色发展水平[3-4]。上述研究为准确理解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外延提供
借鉴，为开展农业绿色化方式实践奠定基础。尽管如此，这些研究仍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一是已有
研究多注重对“绿色”内涵的阐述，而忽视“发展”。农业绿色发展，“发展”是最终目的，没有发展就
没有农业的转型升级和效益提升；二是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原则认识具有局限性，缺乏对创新驱动等现代
理念的统筹；三是农业绿色发展的范畴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农业绿色发展不仅仅是生产发展，还应考虑
流通、消费等环节的发展。鉴于此，文章对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内涵与原则进行进一步梳理和探究，
理顺我国农业绿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推进我国农业绿色转型和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

1

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
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一经提出，便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我国

农业发展方式转型升级的总目标和新方向[2]。农业绿色发展，“农业”是主体，“发展”是核心，“绿色”
是方式和目标[11]。实现农业绿色发展，既是破解中国农业发展生态环境压力和资源短缺困境的重要突破
口，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客观要求。
对于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不同学者纷纷给出自己的观点。陈健 [12] 指出，农业绿色发展，就是
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以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实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绿
色农业为目标，采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理念，注重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合理配置，形成的一条“绿
色引领、高效运行、协同发展”生态文明型现代农业发展道路。尹昌斌等 [13] 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
采用逐步高新农业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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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推进农业现代化。金书秦等 [14] 则把农业绿色发展的概念界定为 3 个

层次，即为去污 （农业生产过程的清洁化）、提质 （产地绿色化和产品优质化）、增效 （绿色成为农业高
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此外，有学者认为，农业绿色发展应特别注重水资源与耕地资源的保护，特别是
水土资源质量的保护，这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1]。
可见, 农业绿色发展是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生态保育、环境友好和产品质量的高质量发展，是以资源
环境承载力为基准，以资源利用节约高效为基本特征，以生态保育为根本要求，以环境友好为内在属性，
以绿色产品供给有力为重要目标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模式[2]。农业绿色发展，其本质要求切实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从过去依靠拼资源消耗、拼农资投入、拼生态环境的粗放经营，尽快转到注重提高质
量和效益的集约经营上来，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和农民持续增收。

2

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与范畴
农业绿色发展是项系统性工程，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具体而言，农业绿色发展范畴至少涉及布局

绿色化、资源利用绿色化、生产手段绿色化、产业绿色化、产品绿色化和消费绿色化六个方面。准确把
握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对全面、深刻地理解这种现代发展道路，系统地推进和有效地实践，以维系当
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6]。
2.1 农业布局的绿色化
空间布局的绿色化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的前提，也是贯彻落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着力点之一。按照“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渔则渔、宜林则林”
的原则，优化与调整农业主体功能布局。以永久性基本农田建设为基础加快推进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划定，建立健全粮食主产区利益协调创新机制；创建特色农产品和高效农业优势区，
构建评价标准和技术支撑体系，打造一系列品种丰富、集群发展、绿色高效的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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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优势区农业发展的压力。建立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需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物种生产实际和
需要，加强分类指导，分阶段、分区域、因地制宜制定禁止和限制发展产业目录，明确种植业与养殖业
发展的方向和开发强度，强化准入管控和底线约束，推进重点地区资源保护和严重污染地区治理[15-16]。
2.2

农业资源利用的绿色化
农业资源是农业生产的重要物质基础，农业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是关系农业可持续发展、关系农

业长治久安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存在高投入、高消耗、资源透支和过度开发的现象[17]。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论”思想，依靠科技创新和劳动者素质
提升，提高土地产出率、水土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将传统农业的“资源—产品—废弃物”线性物
质流动方式转变为现代农业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流动方式，把简单的自然种养模
式转变为规模化科学种养模式，把粪便、秸秆和生活垃圾等农业废弃物变成农业生产的肥料、饲料和燃
料，从而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农业废弃物得到有效利用，农业生产环境污染降低到较低水平，实现农
业节本增效和节约增收[18]。
2.3

农业生产手段的绿色化
农业生产是自然界物质和能量交换的过程，农业生产既是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索取，也是对自

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农业基础设施、物质装备和高新技术。就我国目前的农
业发展状况而言，广大的农村地区依旧采用粗放式的农业生产模式，这种依靠要素投入的低水平农业生
产从长远来看不可持续的。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就是要以农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为导向，使农业发展
由注重物质要素投入向创新驱动方向转变，实现农业生产手段的绿色化跨越。大力提升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改造中低产田，发展节水灌溉，精准施肥，采用农业新技术，推广优良品种，适度经营规模等，利
用“互联网+”手段，发展数字农业，改进农业生产方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促进农业生产由追求数量
增长到数量与质量并重的转变。
2.4

农业产业链接的绿色化
现代农业是产业融合的大农业，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绿色发展的系统基础。农业绿

色转型的实质是用农业生物科技、信息科技等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使技术创新嵌入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等各环节并提升全产业链的绿色度，把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
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促进农村三次产业之间的优化重组、整合集
成、交叉互渗，使绿色产业范围不断拓展，绿色产业功能不断增多，绿色农产品规模不断扩大，绿色产
业链不断延伸，绿色产业集聚不断加强，不断生成绿色新业态、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和新空间布局，实
现农业全产业发展方式的绿色化，最终实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产品
的有效供给、减少农业废弃物带来的环境污染、降低生态安全风险、降低农产品成本的农业绿色发展的
目标。
2.5

农产品供给的绿色化
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的需求就是经济生产活动方向。当前，人们的消费观念却逐渐由“吃得饱”

向“吃得好、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有特色”的转变。农产品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材料，其质量安全
直接决定和影响着其它食品安全。农业绿色发展立足于生产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增加优质、安全、
特色农产品供给，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健康绿色农产品的需求，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
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17]。此外，从政策与物流管理方面，增加政府绿色采购比例，减少贮
藏、流通环节损耗，是实现农产品供给的绿色化的重要方面。
2.6

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
绿色消费是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绿色发展，不仅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还应引导消费

绿色化。2020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的做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强立法，强化监管，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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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措施，建立长效机制，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促进农产品消费的绿色化，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
用[19]，强化环境标志、有机食品和节能产品认证，利用财政、税收等经济手段加强引导和支持，鼓励公众
绿色消费 [20]。此外，开展和推广“光盘行动”“文明餐桌”“N-1 点餐”节约模式等活动，传承勤俭美德，
坚决遏制农产品浪费行为。

3

农业绿色发展的推进原则
农业绿色发展作为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方式，统筹农业生产、农业生态和社会经济之间的物质、能量、

信息交互传递，具有明显的系统性特征。系统科学理论认为，无论是整个系统还是子系统，只有契合发
展条件，遵循特定发展原则，系统稳定性才能得到保障。具体而言，农业绿色发展的推进应遵循以下 4 个
原则。
3.1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
农业绿色发展需要以充分考虑地域分异规律为前提，坚持因地适宜、分类施策的原则。我国幅员辽

阔，生态类型多样，各地农业资源本底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农业发展水平等均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不
同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有显著差别[21]。围绕空间布局上资源错配和供给错位的结构性矛盾，坚持因地制
宜、就地生产、就近供应，建立农业生产力布局制度，努力建立反映市场供求与资源稀缺程度的农业生
产力布局[22]。建立贫困地区农业绿色开发机制，立足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坚持保护环境优先，因地制宜选
择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把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树立农业基
本功能保持与多功能培育并重理念[23]。
3.2

资源节约、环境友好
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基础，是推进农业绿色转型的重点和难点。资源节约是农业

绿色发展的基本特征，强调耕地、水资源等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推进资源节约，要依靠科技创
新和劳动者素质提升，提高土地产出率、水资源利用率、农业投入品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生
产节本增效和节约增收[2]。环境友好的本质是农业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及农业发展数量效益与
质量效益的和谐统一[3]，它是农业绿色发展的内在属性[2]。推进环境友好，就是要大力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加快农业环境突出问题治理，重显农业绿色的本色。提升环境友好水平的核心和关键是水土资源的保护，
特别是水土资源质量的保护，这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根本，一旦农业生产的资源基础被破坏，使用
再先进的农业技术也无法生产出优质、安全的农产品。
3.3

产业闭合、绿色主导
农业绿色发展产业链具有企业和行业间的横向共生、物质循环的纵向闭合、生产的区域性联合、生

产功能与环境功能的统一等内在的统一与联系[24-25]。农业绿色发展更多强调综合发挥农业生产、环境、文
化等多种功能，是在观念上尊重自然、行动上顺应自然的发展理念，是从农业投入以及农产品生产、加
工、流通、消费等全过程的绿色化。农业绿色发展的核心是产业发展，通过产业实现效益，并将其应用
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实现循环往复[11]。绿色主导过程中要培育健全绿色产业链，完整的产业链条对提高产
业各环节的整体效益至关重要[15]。坚持市场需求导向，以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效率为主攻方向，深入
推进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结构调整，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产业绿色发展水平[26]。推进农业产业发展绿色
化，补齐生态建设和质量安全的短板，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农业效益和
竞争力，同时实现资源利用高效、生态系统稳定、产地环境良好、产品质量安全[27]。通过运用绿色技术，
实现资源、产品、废物的减量使用、循环流动和可持续利用[28]。
3.4

创新驱动、科技支撑
制度、政策和技术等方面的绿色创新为农业绿色发展提供不竭的动能，为应对国际竞争、提高绿色

竞争力、实现绿色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出路在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关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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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进步。”创新体制机制、强化对农业科技创新的多元支持是引领农业科技进步的关键环节[29]。深化农
业科研管理体制改革，强化农业科研机构内部管理、构建农业科技创新平台、增强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
建立农业科研机构整合机制、完善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建立新型的农业科技研发机制[30]；建立完善的
市场交易制度，促进创新成果顺利交易，构建市场竞争制度，发展农业技术竞争市场[29-30]。健全农业科技
推广机制，建立灵活、高效、完善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合理的农业技术扩散机制以及农业科技推广人
员的激励机制和利益调节机制，助推农业绿色发展[31]。深化管理体制改革，发挥涉农科技企业在农业科技
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涉农科技企业真正成为农业科技创新的研发主体和决策主体[32]。

4

农业绿色发展概念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农业绿色发展的总目标是在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模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业产出率的同时，保障

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发展中经济压力虽得到一定缓解，但生态压力却有趋紧
的态势，农业生产方式变革不会停歇，农业绿色发展也必然会进一步向纵深发展。
4.1

农业绿色发展内涵持续完善和升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转变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这是农业绿色发展内涵在新时期不断发展、

不断创新的结果。关注农业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内涵未来继续拓展的方向。不同于绿色发展
所关注的生产绿色化和生态绿色化，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求农产品质量好、农业经营效益高、农村生态环
境美，还要求生产主体素质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强。落实农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必须以持续推进农
业产业结构改革为主线，以优化农业产能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坚持绿色
引领、市场导向，走质量兴农之路，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4.2

农业绿色发展范畴进一步拓展，由关注农产品生产向关注绿色服务延伸
随着新兴科技的成熟和人们对农业生产认知的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范畴也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延伸。

农业绿色发展，不仅更加注重农产品数量与质量的提升，也将进一步关注到全产业链的绿色化以及农业
公共服务的绿色化。农业新科技和大数据应用将更好地为绿色农产品生产提供保障，也将更广泛地参与
到农业公共服务中，从而提高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等服务的绿色水平和科技水平，助力

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的“加快补上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
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目标的实现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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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CONNOTATION AND PRINCIPLE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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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a

series of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s, studying basic problems of Chinese green development has significantly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meaning.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ture review,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cept,
explains the connotation, and proposes the principle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useful for
guiding and reference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transformati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based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resources and the environm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fficiency as the features, with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with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as the intrinsic attribute, and with the powerful supply of green products as the important goal. Which is
a new development model for harmonious symbiosis. The connotations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re

reflected in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regional planning,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utilization,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links,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pply, and the green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consumption.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should follow the four principles: adaptability to local conditions, classified policies and innovation-driven,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friendliness, industrial closure and green dominanc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upport.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s a development pattern proposed on the basis of a deep reflection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China and a prediction of futur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oals, which
can be helpful for promo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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