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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 Valu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s experiencing a dramatically
change, which impact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an all-around way. Urban agriculture has been
most affected at the forefront of urbanization. Because of special location,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h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function,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farming mode. Based on regional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urban mordern agriculture has great strategic value in serving urban residents'
demand,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driv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value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breakthrough of resource saving
technology and clean-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promote
wide range application of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fe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ed source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round the core competence; promote the system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for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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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技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cience & Technolog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
*
战略价值与科技支撑
周 培

1 上海交通大学农业与生物学院 上海 200240

2 农业部都市农业重点实验室 上海 200240

摘要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改变又全方位地影响了农

业的发展，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处在城市化最前沿的都市农业。由于特殊的区位，都市现
代农业在社会功能、生产结构和种养模式上具有区别于农区农业的重要特征。也正是基于
区域特点和优势，都市农业在服务城市居民需求、增加城郊农民收入和带动农区农业发展
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了实现都市现代农业的战略价值，需要重点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推进资源节约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生境控制
技术和信息追溯技术的广泛应用；围绕核心能力提升，推进种源技术和智慧农业技术的大
力发展；围绕产销体系优化，推进电子商务技术和物流技术的系统集成。
关键词 都市现代农业，城市化，城市食物保障，城市生态环境，农业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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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农业已经成为大都市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一方面，城市化全方
位地影响着都市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都市农业也在全面融入城市生活。但都市农业概
念一直以来都存在着边界不清晰、特征不明确的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都市农业的
科学理性发展。对于这样一个长期模糊不清的概念，我们首先应将其理解为都市地区的农
业，然后从发展空间、社会功能、生产结构和种养模式 4 个维度来解析，以期获得一个系统
而清晰的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思路。
*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

研业务费专项资金（14X190
060001）
修改稿收到日期：2017 年 10
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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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都市现代农业是农业受城市化深刻影响的结果
1.1 前城市化时期城市内部广泛存在自给型农业

古代城市的自给型农业非常普遍，甚至可以说城市居民都是兼业农民。法国年鉴学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价值与科技支撑

派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在其名著《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
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写道：“中世纪的乌尔姆、
奥格斯堡或者纽伦堡响彻连枷声；街上任意养猪，街
面变得泥泞，肮脏不堪，行人过街需要踩高跷或从一

1.3 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是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

动因

1.3.1 城市化快速推进导致社会农产品需求数量和结构的

改变

头到另一头搭木板” [1] 。我国宋代洛阳城中有稻田的

（ 1 ）农村人口变成城市居民，更多的人需要从市

分布 ①；黄州城更是“引水种稻官街旁” ②。蔬菜是古

场获得食物，这直接提高了农业市场化程度；（ 2 ）源

代城市中种植最多的作物。汉代时，“太官园种冬生

于收入水平提升的人口转移，带来了社会整体收入水平

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燃蕴火，待温气乃

的提高，从而促进了农产品消费量增加和消费结构升

生” ③。北宋时期，“大抵都城（东京开封）左近，皆

级；（ 3 ）人口的跨区域转移，改变了农产品供需的区

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 ，这种蔬菜种植盛

域结构，增加了市场供需平衡难度；（ 4 ）城市规模扩

况在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中也得到了反映。

张，城郊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城市居民的食物供给保障

20 世纪 30 年代初，经济学家冯锐对中国农业有过这样

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对于大城市郊区的都市农业来说，

的论述：“广义上说来，每个中国人都是农民，因为即

这些变化给发展不耐储运农产品和高品质农产品也带来

便像广州这样拥有九十万人口的繁忙都市，都处处养着

了机遇[3]。

鸡”[2]。

1.3.2 城市化对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需求提高了都市农业

④

1.2 城市化推动了高度市场化都市农业的发展

生产经营成本

从第一个城市形成到18 世纪工业革命前，

作为人口和产业聚集之地，城市发展与农业之间

在 9 000 多年的人类发展历史中，城市化率尚未达

存 在 着 对 传 统 农 业 生 产 要 素 —— 土 地 和 劳 动 力 的 竞

到 10% ；然而工业化仅仅用三四百年甚至几十年的时

争。就土地来讲，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的需求量也

间，就使欧美、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上升

随之相应增加，土地非农的收益率会不断上升；但随

到 70% 以上。在工业化时期，由于大规模城市化的推

着非农化土地越来越多后，土地非农的收益率会在某

进，土地价格、劳动力机会成本急剧上升，自给型都市

个拐点后出现下降趋势（房产价格下降导致土地边际

农业逐渐萎缩，这给高度市场化的都市农业带来了发展

生产力下降），而农业用地的收益率则会逐渐上升

契机。从需求角度讲，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出现大量

（农产品价格不断上升导致农用土地边际生产力上

新增人口，但受交通运输和信息传输手段的改善程度所

升）；最后，当土地的非农收益率和农业收益率一致

限，城市原有人口和新增人口的生鲜农产品都需要城市

时（图 1 的 B 点），农用土地就不再进一步非农化。劳

周围来供应；从供给角度讲，工业化形成的各种先进方

动力报酬率也存在同样的变化趋势。城市化快速推进

法和先进手段，能够被城市周围的生产力优先获得，技

时期的大城市郊区，土地和劳动力都面临着非农化收

术进步以及需求拉动也为资本进入农业提供了足够的吸

益率不断提高的趋势，从而导致都市农业生产经营成

引力。

本不断增加。

① [ 宋 ] 宋庠 . 元宪集 , 卷五
② [ 宋 ] 张耒 . 柯山集 , 卷四
③ [ 汉 ] 班固 . 汉书 • 循吏传 • 召信臣传
④ [ 宋 ] 孟元老 . 东京梦华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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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城市化过程中土地收益率的演变

图 2 城市化过程中资本收益率的演变

1.3.3 城市化形成的先进生产要素为都市农业现代化改造

基于发展动力（主要是城市对农业的需求）所形成的影

提供了条件

响，并充分考虑政府的调控。确定都市现代农业的区域

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形成了大量资本、技术和管理

范围可以依据三大标志：（1）该区域的农业主要服务于

等先进生产要素，随着这些要素的大量积累，要素之间

特定中心城市的需求；（2）该区域的农业生产要素（包

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这些先进生产要素在非农领域的

括资本、技术、人才等）主要来源于特定中心城市；

收益率不断下降。这为农业吸引先进生产要素提供了可

（ 3 ）该区域形已成或需要形成与该中心城市密切相关

能，这就是农业现代化改造的良好机遇。大城市郊区拥

的，并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结构[4]。

有靠近这些先进生产要素的区位优势，所有都市农业发

2.2 都市现代农业特殊发展空间决定了其应发挥以供给

展更容易获得这样的机会。
城市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进程如图 2 所示：在城市
化的初期（ A 点），因资本较为稀缺，资本的非农收益
率远远高于农业收益率，愿意投资农业的资本相对较
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资本迅速积累，
收益率不断下降，当非农收益率开始低于农业收益率
（ B 点）时，资本便开始进入农业，促使农业的现代化
进程加速。但受到农产品市场规模的限制，农业发展容
易饱和，当进入农业的资本规模达到一定点（ C 点），
资本的农业收益率会急剧下降，最终会与非农收益率
趋向一致（ D 点），此后投资于农业的资本总量趋于稳
定，这时农业现代化进程也就完成了。

2 都市现代农业的四维特征

保障为主体的多元功能

都市现代农业的功能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
客观性是指，农业本身具有潜在的生产、生态和生活
功能。主观性是指城市对农业功能的需求——处在工业
化、城镇化前沿的都市地区，对该区域的农业需求应有
别于农区农业的需求——其中首先应保证的是农产品的
稳定供给（农区农业品种相对单一，并不需要担负对某
一城市的保障功能）。都市现代农业一般位于都市及其
延伸地区，应当顺应都市发展的需求，这种需求就是以
保障为主体的多元服务功能。
2.3 都市现代农业的市场和生产要素推进其结构向都市

需求导向型和资本密集型优化

农业生产受自然资源条件影响较大，如果根据自
然资源条件进行生产安排，其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如果

2.1 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动力决定其发展空间包括都市

人为地建设生产环境（设施生产），生产成本必然会增

界定都市现代农业的区域范围或发展空间，应当

自然条件，其生产成本也会囿于有限的规模，难以与农

及其延伸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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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由于都市及其延伸地区的耕地数量有限，即使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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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区农业相竞争。因此，都市农业会有选择性地生产其市

装备条件，有机构成 高的生产方式代表了更先进的技

场需求的产品，而农区农业会优先生产顺应自然资源条

术水平，可将其称之为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图 5 ）；

件的产品。

反之有机构成低的生产方式，更多地依靠劳动力，可将

从消耗资源的类型来讲，都市现代农业应重点发展

其称之为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图 6 ）。通常情况下都

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农区农业则应重点发展土地密集型

市及周围地区的劳动力价格高，而物质资本价格相对较

产品。根据增加资本投入能否有效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

低，因此都市现代农业倾向于采用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

产量，农业可分为资本密集型农业和土地密集型农业。

（图 5 的 A 点为均衡点），而农村农业更倾向于采用劳动

如果增加资本投入提高了产量（ Q ），或提高了产品品

密集型生产方式（图 6 的 B 点为均衡点）。

质，这类农业可以成为资本密集型农业（图 3）。而如果
资本的投入无法使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要想提高总产
量只能依靠增加土地面积，这类农业是土地密集型农业

资
本

资
本
A

（图4）。
资
本

B

资
本

劳动力

图 5 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

Q

Q

土地

图 3 资本密集型农业等产量线

Q

Q

劳动力

图 6 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注：图 5 和 6 中直线为等成本线，曲线为等产量线；A、B 表示最
优的要素配置（产量固定下成本最低，或者成本固定下产量最高）
土地

图 4 土地密集型农业等产量线

2 . 4 都市现代农业的资源环境约束推进其种养模式向环

境友好型和技术密集型优化

3 我国都市现代农业的战略价值
都市现代农业不仅在城市的经济份额中微不足道，
在整个农业中所占比重也很小，但这并不影响都市现代

基于非农产业和人口的聚集，城市的生态非常脆

农业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与城市二、三产业

弱。尽管种植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与绿地或湿地相类似

相比，农业是一个有生命活力的产业；与农村地区农业

的生态维护作用，但农业并非必然具有生态维护功能，

相比，都市农业更接近现代先进要素。

不适当的农业生产方式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问题。但毕

3.1 服务城市居民需求

竟作为利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

都市现代农业作为都市经济社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

得产品的产业，农业仍具有生态维护的潜力。都市现代

分，首先可以服务于都市的需求，包括生产供给保障、

农业要发挥维护城市生态的功能，单靠市场机制是很难

生态环境维护和生活品质提升[5]。

实现的，这需要政府的干预、规范和引导。

（1）生产供给保障。生产供给保障包括分担粮食安

农业具备自然属性，在某些农业中资本和土地之

全责任、稳定“菜篮子”产品市场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间不具有替代性，但物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替代性还

全。粮食生产耗费劳动少，大城市郊区缺乏劳动力资源，

是比较显著的。一般来讲，物质资本越多代表了更好的

稳定粮食生产极为必要。为了保障都市居民生活所需，

⑤ 物质资本投入与人力资本投入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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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篮子”产品必须是连续生产、连续消费，生产的时间

面，随着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非农产业吸纳就业的能

和空间结构能否与消费结构匹配，关系到市场稳定和社会

力将会相对下降，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都市农

稳定。大市场、大流通背景下，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具

业仍将在增加城郊农民收入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渠道

有传递性，并容易被放大。提高农产品本地生产能力有助

包括：引导农民合作，稳定农业收入；扶持家庭农场，

于稳定本地农产品市场，进而稳定全国农产品市场。高度

增加农业收入；引入社会资本，增加工资性收入。

社会化分工和高度市场化造成城市农产品供应链各环节的

3.3 带动农区农业发展

质量安全信息高度不对等，使农产品质量面临很高的安全

都市现代农业因获得资本和先进技术更加便利，其

风险。如何有效防范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并激励农业经

现代化程度高于农区农业，而且作为城市社会经济结构

营者主动提升安全水平，是保障供给的重要内容。都市农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组织的现代化程度也要高于农区

业在稳定“菜篮子”产品市场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

农业。从这些农业现代化的基本要素来看，都市现代农

可以起到关键的调控和保障作用。

业走在了全国农业的前列，对农区农业的示范、辐射和

（2）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环境问题是工业化和城市

带动是都市现代农业的重要功能，这也符合农业现代化

化带来的重大社会问题之一。因人口和产业的高度聚集，

发展的演进规律。都市现代农业对农区农业的带动主要

城市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农业具有潜在的维护生态环境的

表现在：聚集先进要素，可以担当现代化农业示范；深

功能，而都市现代农业位于城市的最前沿，环境维护功能

耕城市市场，造就了产业化带动龙头；率先城乡一体，

要远高于农区农业。都市现代农业积极的生态维护功能主

承担农村改革先行者。

要包括农作物的净化功能和碳汇功能，以及农业参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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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的循环。环境维护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无法依赖市场
机制来实现，需要政策的规范、引导和支持。
（3）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远离
自然环境，都市现代农业可以为他们提供更多接触自然

根据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战略价值和农业科技发展
的重要趋势，都市农业应重点围绕以下 4 个方面推进科
技发展。

的机会，以充实和丰富日常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城

（1）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推进资源节约技术和清洁

市生活的单调形成了城市居民对观光休闲农业的需求。

生产技术的重大突破。 生态文明建设是新时期面对严峻

开发都市农业、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关键在于要

的资源环境形势而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农业的特殊性

超越传统的产品理念，充分挖掘农业生产过程能够愉悦

决定了农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尽

精神、舒缓压力的潜在方式和手段。

管目前农业领域的资源节约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已非常

3.2 增加城郊农民收入

尽管大城市的农业占城市经济的比重一般都很低，
城市不可能依靠农业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同时，城郊

丰富，但成本高昂仍是制约这些技术应用的主要瓶颈；
因此，若在技术应用的成本上没有重大突破，生态文明
建设就很难得到实际的推进。

农民的非农业经济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多，但都市农业的

（2）围绕农产品质量安全，推进生境控制技术和信

发展对城郊农民利益的保障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息追溯技术的广泛引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重大民生问

一方面，农民适应和完全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需要一个

题，并突出表现在都市农产品的供应体系中。对于都市

较长的过程，而且由于市场经济不可避免地存在周期性

庞大而复杂的农产品供应体系，如何有效保障质量安全

波动，长期维持稳定的城市就业存在一定难度；另一方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源头安全和过程透明是两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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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目前生境控制和信息追溯已有比较成熟的技术，

代农业现场交流会，这是农业部第一次以都市现代农业

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能够在庞大而复杂的供应体系中得到

为主题、专门面向大中城市召开的一次现场交流会。

普遍的推广。

2016 年 4 月 27 — 28 日，第三届全国都市现代农业现场

（3）围绕核心能力提升，推进种源技术和智慧农业

交流会在北京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技术的大力发展。 种源技术和智慧农业技术对农业核心

总理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

能力的提升具有基础性。然而，其研发投入大，产权保

度，充分认识加快发展新时期都市现代农业的重要性。

护难度更大，因此在着眼于区域性保供给的都市农业领

都市现代农业正从理论走向实践，并将在我国城市化和

域，往往不易引起重视。但拥有资本科技优势的都市农

农业现代化中扮演中极其重要的角色。有效应对发展过

业应该担此重任。都市农业可结合都市优势产业大力投

程中面临的各种挑战，充分利用大城市的特殊区位优势

入种源技术和智慧农业技术，避免生产体系的寄生性。

和良好发展机遇，使都市农业服务好城市居民，保护好

（4）围绕产销体系优化，推进电子商务技术和物流

农民利益，并在推进我国农业供给侧改革和农业现代化

技术的系统集成。 农产品的易腐性和复杂性使得农产品

发展中扮演好先行者和领导者的角色，是我国未来 10—

的产销体系要比一般工业产品复杂得多，这也是其运销

20 年中的重要战略任务。

成本占价格的比重远高于工业产品的重要原因。产销体
系的优化可大幅降低运销成本，从而降低农产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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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科技促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Strategic Valu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of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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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Chinese soci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s experiencing a dramatically change, which impacts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an all-around way. Urban agriculture has been most affected at the forefront of urbanization. Because of special
location,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has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function,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farming mode. Based on regional
features and advantages, urban mordern agriculture has great strategic value in serving urban residents’ demand, increasing rural incomes and
driv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value of 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breakthrough
of resource saving technology and clean-production technolog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o promote wide range
application of production environment control technology and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technology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fet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eed source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round the core competence; promote the system integration
of e-commerce technology and logistics technology, and for optimizing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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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modern agriculture, urbanization, city food security, urba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gricultu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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