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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机农业发展现状与展望

李 显 军

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的历史新阶段，发展有机农业对于保
护生态环境、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实现农业增效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有
机农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充分发掘农业大国的农耕史，广泛应用传统农业的
技术精华和生态农业的建设经验，对于保护中国农村生态环境、发展农村经济，
解决食品安全和人体健康问题，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变，推进农业
市场化与国际化进程，突破绿色壁垒对农业发展的制约，协调统一经济、社会
和生态三效益，最终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中国有机农农农展现状
有机农业作为一种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有机食品作为认证农产品的一个
独特类型，日益受到国内外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广泛关注。近年来，中国有机食
品认证发展迅速，产业规模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目前，中国有机产品认证机
构有 24 家，颁发有效认证证书 10,478 张，获证企业共有 7,266 家，分布在
全国 1,614 个县。中国有机农业生产面积已达 272 万公顷，位居世界第四，占
全国耕地面积的 0.9%。有机产品国内贸易额约 800 亿元，年出口额约 4 亿美
元。
消费的增长离不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人民收入的提高。过去的十年来，中
国 GDP 实现了每年 7.4%以上的增速递增，据最新统计，2014 年中国 GDP 总
量达 10.3 万亿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646 美元，比上一年增长 9%。

35

促进了有机产品在中国的快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都在 20%以上。中国有机产
品每年的产品监测比例达到了 100%。从近 5 年的监测数据来看，有机产品产
品合格率均在 99%以上。据统计，目前 70.1％的有机产品是初级农产品，饮品、
水产品、畜禽产品及其他产品所占比例相对偏小。在中国有机产品分类中最大
的几类中，第一是大米，第二是茶叶，第三是乳制品。
中国发展有机产品取得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发展有机产品推
进了标准化生产，有效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促进了企业增效、农民增
收；有效保护了生态环境。据统计，2013年中国有机产品国内总产值为816.8亿
元，比2012年增长了36.6%，总产值虽然不是很大，但是增幅可观。

2．中国有机食品市场现状
2010、2012、2013 年三年有机产品的总产值，分别为 728.3 亿元、597.3
亿元和 816.8 亿元。中国有机产品主要可分为四大类：植物类、畜禽类、水产
类及加工类产品。在 2013 年，有机产品产值最大的是加工类产品（556.3 亿
元），占有机产品总产值的 68.1%，在加工类有机产品中，有机产值比重大的
是植物油和贵州的白酒。其次是植物类产品产值是 136.3 亿元，占 16.7%，而
其余两类产品的总产值为 124.1 亿元，所占比例分别为 3%（水产类）和 12.2%
（畜禽类产品）。
1）中国有机食品市场区域分布
在国内经经农达地区是有机市场相对集中的区域，如北京、上海、大连、
广州、深圳等，初步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有机产品需求市场。但各个区域的有机
产农农展各具特色：北京和上海地区的有机农展主要以蔬菜类农产品种植为主，
有机企农通过自身的独特定位，获得了市场的农展空间，实现农场内部生产的
内循环，使用有机肥种植作物会得到相应的政府补补，将旅游农和传传农农传
合，创造了都市农农的新模式。大连作为中国有机产农农展最早和比较集中区
域，从有机产品生产和加工农整体看，大多数企农经业的是杂粮、豆油等农产
品，附加值低，以外贸出口为主。广州深圳已经初步形成将有机食品作为礼品
和团体采购购行销售的情况，效果较好，但仅仅仅是就有机做有机，缺少引导，
未形成稳定的市场规模。

36

2）中国有机食品的价格
销售的有机食品主要有七大类：大米、杂粮、肉制品、鸡蛋、牛奶、蔬菜
和粮油。大多数有机食品的价格是普通食品的 2〜5 倍，也有个别有机产品价
格达到普通产品的 8〜10 倍，如有机蔬菜，这可能是因为消费者对蔬菜的新鲜
度要求较高，且蔬菜保鲜也比较困难。按照市场发展规律，有机产品的价格将
随产品供应量的增加而逐渐下降到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消费群体也将会逐渐
扩大。
分析有机产品价格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有机产品与
常规产品相比，在生产、劳动力投入、认证管理等过程中的成本较高；有机农
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其产前、产中、产后等环节上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的
投入，有机生产的劳力投入通常要高于常规生产的 30 %〜50 %，甚至高出 6
倍左右，这无疑会增加生产劳动力的投入成本。与常规产品相比，有机产品还
增加了有机认证这一项的投入，认证费每年约为 2万元左右。另外，有机农业
生产强调生产过程的控制和有机系统的建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来保证有
机食品的质量，在内部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初期，需要投入一些人力与物力，这
样会增加企业内部管理费用。有机农业的开展离不开对农民进行培训和教育。
另一方面是由于在有机生产过程中要求以生态学理论为指导，遵循自然规律进
行生产，尽可能地将各种环境和食品污染风险降到最低，其产生的社会、经济
特别是生态环境效益是多数人所不了解的。
3）中国有机食品消费者构成
有机食品消费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 20-40 岁年龄段，占到了消费者群体
的 69%，其次是 40-50 岁的年龄段，占 17%，20 岁以下占 8%，而最少的是
50 岁以上，只占 6%。从性别上来看，男性消费者占 53%，而女性消费者有
47%，没有明显差异。购买有机产品的消费者主要是白领（25%）
、公务员或事
业单位职员（20%）和教师（38%）
，他们的月收入在 3000-5000 元之间。其
他职业如自由职业者、老板所占消费份额较少, 分别为 5.2%和 4.9%, 月收入
均在 5000 以上，尽管这部分消费者收入较高，但对有机产品的认知水平是他
们购买力低的原因。从教育程度来看，68%的有机消费者的教育背景为本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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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以上学历, 23%的人为大专学历, 其他为中专。可见有机产品消费者总体偏
好与其受教育水平和对有机产品的认知有关。从长远看，随着有机产品信息渠
道的增加，这部分人群将是有机产品潜在的消费者。影响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
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消费者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认知水平以及有机食品的质
量要求、品牌效益和易购买程度等。文化程度高的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概率
要比文化程度低的消费者高出 13%；收入水平高的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概
率要比收入水平低的高出 20.3%；认知水平高的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概率要
比收入水平低的高出 20.3%；认知水平高的消费者购买有机食品的概率要比认
知水平低的高出 11.9%；消费者购买有质量保证的有机食品的概率比没有质量
保证的有机食品高 20%；消费者购买品牌有机食品的概率比非品牌有机食品
的概率高 9%；对于方便购买的有机食品概率比不方便购买的概率高 13.1%；
此外，有机食品与非有机食品的价格比率高的购买概率低于价格比率低的购买
概率 8.4%；年轻的购买者比例高于年长者比例 14.0%。
4）有机食品销售渠道
有机农产品销售渠道基本形成三种发展模式：
（1）以连锁超市为供应终端
的有机农产品销售渠道；
（2）以专卖店为供应终端的有机农产品销售渠道；
（3）
以互联网（包括电话等方式）进行有机农产品销售、配送的渠道；这三大销售
渠道各有优劣势，互为补充。

3．中国有机农农农展模式
中国有机农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步后，经过 20 多年不断的探索，根据
不同地区的资源优势和技术条件，形成了有机农业发展的 4 种主要模式，因地
制宜地推进了中国有机农业的科学发展。
1）政府主导型
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将有机大米确定为现代农业重点培育的产业之
一，在基地区域布局、土地流转、品牌拓展、科技服务、技术研发、质量管理
等方面都给与了大力扶持。永宁县建成有机水稻示范核心区 440 公顷，主推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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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稀植、稻蟹（鸭）种养技术，示范基地年有机水稻产量 3,260 吨，水稻、蟹、
鸭、鱼总产值 2,426 万元，与常规稻相比亩均增收 350 元以上，也提升了大米
品质。
2）龙头企业带动型
主要以公司或集团企业为主导，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重点围
绕一种或几种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与生产基地和农户实行有机的联合，
进行一体化经营，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广西顾氏茶有限
公司自 2005 年开始有机茶生产，其有机基地出产的鲜叶比周边常规鲜叶价格
高 8-10 倍，带动周边 300 个农户参与有机茶种植和加工，农户除获得 12,00015,000 元/公顷的租金外，到公司务工收入 2-3 万元/人.年，有的农户一家三口
在该公司务工，年收入达到十万元，参与有机茶生产的农民人均年收入 8,900
多元，是该县农民人均年收入 2,959 元的 3 倍，大幅提高了农民收入，实现了
企业、财政、群众共同增收的目标。
3） 特色产业升级型
一些地区的传统特色农产品在顾客需求多样化、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
面临品质、价格方面的压力，而质优价高、经济效益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的有
机农业为推动特色产业升级提供了发展路径。山东省金乡县建成有机大蒜示范
基地 2 万亩，在近两年大蒜市场价格波动较大,而有机大蒜不论在价格和出口
量方面都体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江苏溧阳白茶、山东沂源苹果等大批
特色鲜明、类型多样、竞争力强的知名有机产品和生产基地，有效增强了当地
特色产业的发展活力，实现了提质增效。
4） 环境保护推动型
国内有些有机农农的农展是从保护生态环境，解决环境污染问问开始的。
四川省成都市郊新津县县县县水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传合当地特色的林盘
保护开农，以有机农农为抓手，农展休闲闲光农农，打造

有机生态小县

，

有效促购了当地农村生产生活环境条件的改善，实现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
转转，成为社会主县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有益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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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科学发展有机农业取得的成效
1） 为人类提供了大量安全健康食品。
2013 年有机植物产品 766.5 万吨；畜产品 22.7 万吨；水生植物产品 19.5
万吨、鱼 8.8 万吨、虾蟹 2.8 万吨；加工产品 286.4 万吨。二恶英、邻苯二甲
酸酯、多氯联苯、农（兽）药在降解过程中将形成各种各样的中间体，等性别
变异化学物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潜伏”在食物、洗涤灵、洗衣粉等生活用
品中，人们很难保护自身和家人免受这些污染物的危害，可能是导致整个生物
界(包括人类)雄性退化的重要原因。儿童皮肤过敏症非常普遍，这可能与食物
中的农药残留有关。有机方式生产的食品、化妆品、纺织品从根本上杜绝了化
学合成品的使用，重金属、农残、药残的风险降到最小。因此，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和环境意识的增强，有机食品必将为更多的消费者的首选，尤其是
面向婴幼儿提供的有机食品，可全面保障孩子的健康成长。
2） 有力保障了中国的生态安全
有机农农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原理，尽可能实现系传内养分循环最大化，
强强农农系传的内部循环和物质平衡，作物秸秆，人畜粪便经无害化处理后仅
田，减轻了农村废弃物造成的面源污染。有机农农农极采用物理、生物措施防
止病虫草害，有效保护了农田生物多样性。湖北省宣恩县通过采取 猪—沼—X
（茶、果、菜、粮、药等）生态循环农农模式促购了畜禽粪便、作物秸秆以及
有机废弃物的综合利用，采用物理生物防控措施，极大降低了农药的使用量，
有效的保护了生态环境。
2013 年中国有机种植面积 128.7 万 hm2，
减少化学纯氮投入 23.17 万 MT，
折合尿素 50.36 万 MT，减少 CO2 排放 647.12 万 MT（张福锁在研究中发现，
中国每吨氮肥从生产、运输到农田施用共排放 12.85 吨二氧化碳，氮肥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8%左右）,有效利用农业废弃物秸秆、
畜禽粪便 1170 多万吨，有效避免了常规农业施用化肥、农药所造成的农业面
源污染问题，有力保障了中国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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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稳步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
有机农业作为将技术、资金、销售、管理等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集合于一体
的新兴劳动密集型产业，必须把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集中、组织起来才能真正
实现有机农业的生产，所以发展有机农业，大大提高了中国农业生产的组织化
程度。主要有企业组织模式和合作社模式。四川雅安雅安市凯安林食品有限公
司,一个有机魔芋生产企业，带动三乡十村 800 多农户参与有机魔芋栽培，户
均收入 3 万多元，最多的农户仅此一项年收入达到 10 万元。当地几乎无人外
出打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流失，无序的社会流动，减少了交通运输压力，
就业压力，促进了社会稳定。
4） 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有机农业的发展形式多样、特点鲜明，有出口带动型的山东有机蔬菜，有
机花生产业；国内市场带动型的江西有机茶、有机茶油产业；政府推动型的宁
夏水稻产业；生态环境主导型的云南普洱茶、芸豆产业；资源环境主导型的内
蒙古杂粮杂豆产业等，以其优质、安全、健康、环保的产品质量赢得了国内外
两大市场。湖北省宣恩县通过有机农业茶叶生产基地建设，产业综合效益明显
提升。一是加大了名优茶比重，使其占到 2012 年茶叶产量的 42.2%，达到 3,000
吨。二是茶叶出口市场由欧盟、日本拓展至中东、非洲等地区，出口创汇能力
逐年递增。三是品牌效应逐渐显现。
5）促进了生态家园建设。
有机农业倡导建立种、养结合的生态系统，力主实现系统内部循环，通过
通过有机养殖产生的畜禽粪便提高土地肥力，减少对外来物质的依赖。这一要
求促进了猪-沼-X 生产模式的推广，有机生产需要、沼气池的建设极大的改变
了农村村容村貌，有机肥料来自于沼气池，沼气池需要的原料来自人畜粪便和
农作物秸秆，畜禽饲料来自有机农田。实现了照明不用电，煮饭不烧柴，改变
了以往村里秸秆乱堆，猪乱窜，粪乱撒的现象。如湖北省咸丰县麻柳溪村山峦
起伏沟壑纵横，气候温暖湿润，终年云雾缭绕，生态环境优良，且有天然的绿
色屏障，有利于有机茶生产。该村以有机茶叶基地建设为主线，以沼气池建设
为重点，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无害化，庭院经济高效化，家居温暖清洁化，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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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村经济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县域内到处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其中小村
有机茶叶示范基地所在的小村乡还成功创建了全国环境优美乡镇。

5．有机农业发展面临的机遇
1）发展有机农业顺应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
有机农农作为为源节节型、环境友好型的农农农展模式，遵循自然生态系
传和社会生态系传原理，将可持续思想贯穿于农农生产的全过程，在保护农农
生态环境的前提下，促购农农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应应应，农展有机农农与
促购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吻合的。
2）发展有机农业符合现代农业发展基本方向。
中国农农正处于常规农农向现代农农转转的关键键期，农展现代农农是当
前和今后一个键期的战略任务。 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

是现代农

农农展的基本方向。农展有机农农，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农农生态环境，恢复
并稳固农农农展的为源环境基础，促购农农农展方式的转转。
3）发展有机农业具备较大的优势和潜力。
目前，从中国有机食品总体发展来看，生产总量占农产品总量的 0.2%，
远低于发达国家 1.8%的水平，但国内有机食品销售额占食品销售总额的比重
已从 2007 年的 0.36%提高至 2013 年的 1.34%，增长了近 1 个百分点。这说明
中国有机食品发展既有扩大生产规模的潜力，又有较大的市场空间。从生产条
件来看，中国农产品品种资源十分丰富，名特稀优新产品分布全国各地，部分
地区特别是经经欠农达地区环境质量良好，这些都为有机农农农展奠定了基础。
从市场需求来看，城乡居民食品安全消费意识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仅
转向绿色、有机消费理念，市场需求呈多样化、多元化加快农展的态态，这为
有机农农农展提供了稳定增长的市场场期。

6．推动中国有机农业健康发展面临的技术问题
应当集中力量在以下关键技术上实现突破：一是有机肥料生产和施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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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破，重点抓好农农废弃物和人畜禽粪便等有机肥为源的转化利用。二是生
物农药研制技术的突破，大力开农生物防病杀虫的新技术、新方法，以替代化
学农药。三是良种培育技术的突破，重点保护地方特有品种，不断开农新的抗
病虫害和抗逆性强、适应性广的优质种苗。四是特色产品加工技术的突破，重
点将各地传传特色加工技术加以改良，集成现代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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