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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 高 原

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内容提要］在当前关于大豆的讨论中，有两点尚未得到争论双方的重视：一是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

逻辑；二是中国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我们不

该把大豆经济简单看作是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非此即彼的对立，也不应把它简单看作是“科学

的西方”和“落后的中国”之间的非此即彼的对立。

［关键词］天然大豆 转基因大豆 旧农业 新农业 大豆蛋白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大豆播种面积变化不

大，在缓慢上升约 15%之后又下降到原位（见下

文）。但中国每年进口的大豆数量则直线上升，

2012年达到5300万吨，大约是该年中国自己生产

的 1300 万吨的四倍。这意味着中国大豆消费总

量的80%是进口的。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曾经

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大豆生产和出口国，而且直至

1995 年，中国消费的大豆基本由国内生产提供。

如此短期之内、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发

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呢？是像有的观察者所强

调的那样，由于国外跨国资本凭借转基因大豆入

侵和倾销，从而占领了中国的市场，中国政府则

因加入世贸组织，迫不得已而委曲求全地接纳了

损己利人的关税和贸易条件，由此协助外国跨国

公司获得了绝对的优势？还是简单因为高科学

技术的优质转基因大豆压倒了中国的天然大豆，

反映的是农业必然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的

全球趋势？还是另有别的更根本的原因？

2013 年 9 月 7 日，生物化学博士方舟子发起

活动提倡公众“品尝”转基因食品，自称是一项

“科普”工作，引起电视节目主持人崔永元的激烈

评击，导致两人的“五轮激战”，一时转基因食品

问题成为公众关心的热点，其中大豆问题特别突

出。（《方舟子VS崔永元——就转基因问题微博五

黄宗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Philip C. C. Huang，In-
stitute for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Department of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高原：中国人民大学历史与社会高等研究所（Gao Yuan，Institute for Advanced Historical
and Social Research，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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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激战》，2013）方舟子主要从科学主义和现代主

义角度来看待问题，而在同一时段，王绍光、严海

蓉等知名“左派”学者则主要从反对跨国资本和

提倡民族主权角度出发来论证转基因食品对小

生产者、中国农业和相关产业所带来的破坏性冲

击，同时也把问题纳入长远的食物安全和环境污

染框架内来进行讨论（王绍光，2013；严海蓉、陈

义媛，2013；佟屏亚，2013；李鹏，2011；郭于华，

2005）。本文重点论证了未曾得到双方重视的两

点：一是当前大豆生产和进口背后的经济逻辑；

二是中国政府政策中可取的抉择以及其所隐含

的有可能成为充满建设性潜力的未来出路。

一、大豆生产

首先要明确的是，大豆生产是占用相对较多

土地和使用相对较少劳动力的农业生产，其单位

面积产值较低。它的单位面积产值要远低于高

值农产品——诸如（我们称之为）“新农业”的拱

棚 / 温室蔬菜、水果和肉鱼养殖。与大豆生产不

同，后者是“劳力和（非机械）资本（如肥料、优质

种子、拱棚、薄膜等）双密集”的农业，用地相对较

少——其单位面积产值要远高于大豆和粮食生

产的“旧农业”。新农业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农

业革命——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达到了之前

的足足六倍——的基本动力。（详细论证见黄宗

智，待刊稿：第6章；黄宗智，2010：第6章）

由于这个农业革命并不广为人知，我们称之

为“隐性的农业革命”：和历史上的农业革命，特

别是 18世纪英国的农业革命和 20世纪六七十年

代的“绿色革命”不同，它不是体现于主要作物的

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而更多是体现于从低值农

产品转向越来越高比例的高值农产品。表1说明

近二十年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主要内容。

显然，这三十年来的农林牧渔“大农业”总产

值提高的来源主要不在于种植业的亩产量（亦即

传统意义上的农业革命）增加，而在于农业结构

的重组，主要是高值农产品在农业中所占比例的

提高，尤其反映于牧业和渔业产值所代表的养殖

业的大规模扩增。这期间，种植业的产值虽然增

加了307%，但牧业则增加了943%，渔业更增加了

1804%。

表1：1980年～2010年我国农林牧渔总产值指数

年份

1980
1985
1990
1995
2000
2006
2010

总产值

224.9
333.4
420.5
602.2
807.8
1100.7
1320.2

农业产值

203.6
291.2
356.7
439.7
549.6
704.2
828.3

林业产值

1014.8
1572.1
1601.1
2298.8
2808.5
3550.5
4681.9

牧业产值

306.4
508.2
704.4
1237.7
1811.4
2649.3
3195.5

渔业产值

1270.7
2263.0
4238.2
8915.6
14074.0
19496.5
24198.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年版，表 6-2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

版社2011年版，表6-22。

注：以1952年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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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8》，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8 年版，表 6-2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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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以1952年为100，按可比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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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

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

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种植业中

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种面积比例和产值比

例。显而易见，蔬菜产值（相对农林牧副渔总产

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高出甚

多，而大豆的产值则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积

比例的约六分之一。我们如果能够区分旧式的

露地蔬菜种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温室蔬菜（但目前

的统计数据不允许这样做），其间差别会更加悬

殊（我们缺乏水果的精确数据）。如表 2所示，相

对高产值的蔬菜和相对低产值的谷物种植间有

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设施农业”是基本和新型

养殖业、渔业相似的，其按亩产值要数倍于谷物

和大豆种植的旧农业。显而易见，在旧农业的谷

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

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

不到六分之一。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

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

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

倍。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隐性

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

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

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

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

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

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

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

面积的变化则非常突出。如表 3所示，蔬菜的播

种面积从 1980 年的 0.47 亿亩扩增到 2010 年的

2.85亿亩，达到之前的 606%。同时期，水果的播

种面积从 0.27 亿亩剧增到 1.73 亿亩，即 641%。

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 2.2%，水果占

1.2%，菜果共占 3.4%；2010 年，蔬菜占到总播种

年份

1995
2000
2005
2009
2010
2011

大豆
播种面积

5.4
6.0
6.2
5.8
5.3
4.9

大豆产值

/
/
/

0.9
0.9
0.8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

6.3
9.7
11.4
11.6
11.8
12.1

蔬菜（含菜
用瓜）产值

/
14.4
14.3
15.7
16.7
15.3

谷物
播种面积

59.6
54.6
52.7
55.7
55.9
56.1

谷物产值

26.1
17.4
16.9
14.9
15.2
14.9

牧业产值

29.7
29.7
33.7
32.3
30.0
31.7

渔业产值

8.4
10.9
10.2
9.3
9.3
9.3

表2：1995年～2011年新、旧农业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
及其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6-14、表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 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表6-14、表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表5-14、表6-3。

面积的 11.8%，水果占 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

18.9%。这个变化非常显著。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

多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

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

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

因。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

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

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

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中国想要完全

由自己来生产每年所消费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

播种多少亩大豆，占用全国总播种面积多少？表

4和图 1按照历年大豆进口量和国内大豆单产量

来估算答案。显而易见，2009 年以来，每年需要

另外播种约四亿亩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国总播种

面积的15%～2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如此幅度

的谷物或高值新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考

虑。这是国内大豆产量没有显著增加而大豆进

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来大豆的播种面积之所以没有更

多地缩减（只于上下15%幅度之内——见图2）（虽

然，最近几年——从 2009 到 2013 年——也显示

了令人担忧的急剧下降；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

论），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保证基本食品供应独

立性的考虑，一直都在补贴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

和粮食种植（包括粮食种植按亩补贴和机械购买

补贴），并大规模储备粮食借以稳定价格（在价格

过低时买进、过高时抛出，于 2008年所储备粮食

达到总产的20%以上）。②在大豆主产区，如黑龙

江，大豆和小麦、水稻、玉米享受一样的种粮补

贴。③在内地非大豆主产区，大豆一般不享受种

粮补贴，这和那些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小和零散有

关。但近年来各地政策执行中，出现一种趋势，

即按照承包地面积进行种粮补贴，而不考虑实际

种植品种。同时，国家针对大豆，最近正在设计所

谓的“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

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按两者的价差核定补

贴额，由政府直接补贴给农民；如市场价格高于

“目标价格”，则不启动补贴。预计“目标价格补

贴”制度将成为大豆这一农产品最主要的补贴方

式，未来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大豆生产的作用。④

国家的保护措施是大豆播种面积在近二十年来没

有更大幅度缩减的基本原因。如果简单按照中

国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便宜，以及美国、巴西等国家

的土地相对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逻辑来考

表3：蔬菜、水果的播种面积和比例

年份

1980
1990
2000
2010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亿亩）

0.47
0.95
2.28
2.85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的比例（%）

2.20%
4.30%
9.70%

11.80%

果园播种面积（亿亩）

0.27
0.78
1.34
1.73

果园播种面积的比例（%）

1.20%
3.50%
5.70%
7.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13-1；国家统

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7-3；中国

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 2009》，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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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种植业本身之中，最能代表新农业的是拱棚

和温室蔬菜，在产值增加方面起到远高于旧农业

的谷物种植所起的作用。表2首先解剖种植业中

的大豆和蔬菜所占的播种面积比例和产值比

例。显而易见，蔬菜产值（相对农林牧副渔总产

值的）比例要比其占用土地面积的比例高出甚

多，而大豆的产值则相反地只是其所占土地面积

比例的约六分之一。我们如果能够区分旧式的

露地蔬菜种植和新型的拱棚或温室蔬菜（但目前

的统计数据不允许这样做），其间差别会更加悬

殊（我们缺乏水果的精确数据）。如表 2所示，相

对高产值的蔬菜和相对低产值的谷物种植间有

很大的不同：蔬菜中的“设施农业”是基本和新型

养殖业、渔业相似的，其按亩产值要数倍于谷物

和大豆种植的旧农业。显而易见，在旧农业的谷

物和大豆种植面积所占比例基本稳定的同时，其

所占产值比例日益收缩，从不止四分之一收缩到

不到六分之一。同时，新农业——蔬菜、养殖、渔

业——的产值则和农业总产值的快速增加同步

扩增，所占总产值比例已经快速扩增到谷物的四

倍。这个农业结构的转变正是近三十年的“隐性

农业革命”的核心。而在旧农业的谷物和大豆种

植之中，大豆是单位面积产值最低的作物：其产

值所占农业总产值的比例只是其播种面积的约

六分之一，比谷物平均的四分之一还要低一半。

从土地使用（播种面积）角度来考虑，变化也

非常显著。牧业，包括小农场的种养结合，以及渔

业所用鱼塘的耕地面积，不好统计，但蔬菜和水果

面积的变化则非常突出。如表 3所示，蔬菜的播

种面积从 1980 年的 0.47 亿亩扩增到 2010 年的

2.85亿亩，达到之前的 606%。同时期，水果的播

种面积从 0.27 亿亩剧增到 1.73 亿亩，即 641%。

1980年，蔬菜只占到总播种面积的 2.2%，水果占

1.2%，菜果共占 3.4%；2010 年，蔬菜占到总播种

年份

1995
2000
2005
2009
2010
2011

大豆
播种面积

5.4
6.0
6.2
5.8
5.3
4.9

大豆产值

/
/
/

0.9
0.9
0.8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

6.3
9.7
11.4
11.6
11.8
12.1

蔬菜（含菜
用瓜）产值

/
14.4
14.3
15.7
16.7
15.3

谷物
播种面积

59.6
54.6
52.7
55.7
55.9
56.1

谷物产值

26.1
17.4
16.9
14.9
15.2
14.9

牧业产值

29.7
29.7
33.7
32.3
30.0
31.7

渔业产值

8.4
10.9
10.2
9.3
9.3
9.3

表2：1995年～2011年新、旧农业播种面积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
及其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的比重（单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

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6-14、表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0》，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0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

年鉴 200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6 年版，表 6-14、表 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0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表6-14、表7-3；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

查总队（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199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表5-14、表6-3。

面积的 11.8%，水果占 7.1%。两者合并起来达到

18.9%。这个变化非常显著。

显然，在人多地少的中国，农业结构越来越

多转向高值农产品。这也是中国农业越来越依

赖进口大豆和谷物的基本经济原因，更是中国积

极在巴西购买土地来生产大豆的基本经济动

因。①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考虑，用新农业替代旧

农业，是划得来的。将用地较少、产值较高的新

农业产品（蔬菜、水果、肉鱼）的出口与用地较多、

产值较低的旧农业的进口来交换，也是划得来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如果中国想要完全

由自己来生产每年所消费的大豆，每年需要另外

播种多少亩大豆，占用全国总播种面积多少？表

4和图 1按照历年大豆进口量和国内大豆单产量

来估算答案。显而易见，2009 年以来，每年需要

另外播种约四亿亩以上的大豆，占到全国总播种

面积的15%～20%。这意味着必须减少如此幅度

的谷物或高值新农业产品，实际上根本就不可考

虑。这是国内大豆产量没有显著增加而大豆进

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

而近二十年来大豆的播种面积之所以没有更

多地缩减（只于上下15%幅度之内——见图2）（虽

然，最近几年——从 2009 到 2013 年——也显示

了令人担忧的急剧下降；这个问题下面还要讨

论），主要是因为国家出于保证基本食品供应独

立性的考虑，一直都在补贴不那么高效益的大豆

和粮食种植（包括粮食种植按亩补贴和机械购买

补贴），并大规模储备粮食借以稳定价格（在价格

过低时买进、过高时抛出，于 2008年所储备粮食

达到总产的20%以上）。②在大豆主产区，如黑龙

江，大豆和小麦、水稻、玉米享受一样的种粮补

贴。③在内地非大豆主产区，大豆一般不享受种

粮补贴，这和那些地区大豆种植面积小和零散有

关。但近年来各地政策执行中，出现一种趋势，

即按照承包地面积进行种粮补贴，而不考虑实际

种植品种。同时，国家针对大豆，最近正在设计所

谓的“目标价格补贴”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如果

市场价格低于“目标价格”，按两者的价差核定补

贴额，由政府直接补贴给农民；如市场价格高于

“目标价格”，则不启动补贴。预计“目标价格补

贴”制度将成为大豆这一农产品最主要的补贴方

式，未来也许可以起到稳定大豆生产的作用。④

国家的保护措施是大豆播种面积在近二十年来没

有更大幅度缩减的基本原因。如果简单按照中

国劳动力相对丰富和便宜，以及美国、巴西等国家

的土地相对丰富和便宜的“比较优势”逻辑来考

表3：蔬菜、水果的播种面积和比例

年份

1980
1990
2000
2010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亿亩）

0.47
0.95
2.28
2.85

蔬菜（含菜用瓜）
播种面积的比例（%）

2.20%
4.30%
9.70%

11.80%

果园播种面积（亿亩）

0.27
0.78
1.34
1.73

果园播种面积的比例（%）

1.20%
3.50%
5.70%
7.10%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13-1；国家统

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年版，表7-3；中国

农业年鉴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农业年鉴 2009》，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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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更为经济的结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换：由中

国来负担更多的劳动相对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种

植和肉鱼养殖，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来负担更多

的土地密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结构从来就不

简单决定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进口大豆的来源地美国来说，其经济

逻辑则正好相反。转基因大豆占到绝对优势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抗农达”（RR，Roundup Ready）
转基因大豆的一个关键特征：“农达”（Roundup）
草柑膦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除杂草剂，而所谓的

“抗农达”的含义就是RR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拒这

种除草剂的能力。这是个关键特征，因为对地多

人少的美国农业来说，节省劳动力而不是节省用

地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这里应该说明，迄今转基

因大豆并没有能够实现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单位

面积产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廉价生产这种

转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借草柑膦的使

用而节省了除草所需的劳动成本，而不是因为它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也是美国这种转基因

大豆之所以能够占据到其本国 90%的大豆生产

以及大规模占据中国进口大豆市场的重要因

素。（钟金传、吴文良、夏友富，2005：44-47、49）

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年版，表7-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2012》，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版。

注：进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面积 = 进口大豆总量 / 国内大豆单产

表4：1994年～201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国内大豆单产及进口大豆所替代耕地的估算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国内总播种
面积（亿亩）

22.24
22.48
22.86
23.10
23.36
23.46
23.45
23.36
23.20
22.86
23.03
23.32
22.82
23.02
23.44
23.79
24.10
24.34

国内大豆单产
（千克每公顷）

1735
1661
1770
1765
1783
1789
1656
1625
1893
1653
1815
1705
1721
1454
1703
1630
1771
1836

进口量
（万吨）

5.2
29.8
111.4
288.6
320.1
432.0

1041.9
1394.0
1131.5
2074.1
2023.0
2659.1
2827.0
3082.1
3743.6
4255.2
5479.7
5264.0

进口大豆所代替
的耕地（亿亩）

0.004
0.03
0.09
0.25
0.27
0.36
0.94
1.29
0.90
1.88
1.67
2.34
2.46
3.18
3.30
3.92
4.64
4.30

相当于国内播种
面积的比例

0.02%
0.1%
0.4%
1.1%
1.2%
1.5%
4.0%
5.5%
3.9%
8.2%
7.3%
10.0%
10.8%
13.8%
14.1%
16.5%
19.3%
17.7%

二、大豆需求

当然，促成当前的大豆经济结构背后的另一

主要经济动力是市场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近三十年来伴随人民收入提

高而来的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从（我们称之为）

原来的 8：1：1（粮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黄宗

智和彭玉生根据目前大陆城市中上层收入人群

以及台湾地区消费状况而预测的）4：3：3 的演

变。图 3 显示 1980 年以来这些不同食品所占的

总食品消费比例的演变。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

肉—鱼消费有显著的增加，水果同样，蔬菜消费

的变化则体现于不是简单的量性增加，而是越来

越多的不同品种和高档蔬菜的消费，而粮食消费

图1：1994年～2011年进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相当于国内播种面积的比例（%）

资料来源：见表4。

图2：1995年～2015年大豆播种面积（单位：亿亩）

资料来源：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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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更为经济的结合是更高度的分工和交换：由中

国来负担更多的劳动相对密集的蔬菜、水果的种

植和肉鱼养殖，由美国、巴西、阿根廷来负担更多

的土地密集粮食生产。但是，粮食结构从来就不

简单决定于经济因素，政治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

对中国进口大豆的来源地美国来说，其经济

逻辑则正好相反。转基因大豆占到绝对优势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抗农达”（RR，Roundup Ready）
转基因大豆的一个关键特征：“农达”（Roundup）
草柑膦是美国最广泛使用的除杂草剂，而所谓的

“抗农达”的含义就是RR转基因大豆具有抗拒这

种除草剂的能力。这是个关键特征，因为对地多

人少的美国农业来说，节省劳动力而不是节省用

地才是最关键的因素。这里应该说明，迄今转基

因大豆并没有能够实现比天然大豆要高的单位

面积产量。美国之所以能够相对廉价生产这种

转基因大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借草柑膦的使

用而节省了除草所需的劳动成本，而不是因为它

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这也是美国这种转基因

大豆之所以能够占据到其本国 90%的大豆生产

以及大规模占据中国进口大豆市场的重要因

素。（钟金传、吴文良、夏友富，2005：44-47、49）

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年版，表7-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编）：《中国农业发展报告 2012》，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年

版。

注：进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面积 = 进口大豆总量 / 国内大豆单产

表4：1994年～2011年中国大豆进口量、国内大豆单产及进口大豆所替代耕地的估算

年份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国内总播种
面积（亿亩）

22.24
22.48
22.86
23.10
23.36
23.46
23.45
23.36
23.20
22.86
23.03
23.32
22.82
23.02
23.44
23.79
24.10
24.34

国内大豆单产
（千克每公顷）

1735
1661
1770
1765
1783
1789
1656
1625
1893
1653
1815
1705
1721
1454
1703
1630
1771
1836

进口量
（万吨）

5.2
29.8
111.4
288.6
320.1
432.0

1041.9
1394.0
1131.5
2074.1
2023.0
2659.1
2827.0
3082.1
3743.6
4255.2
5479.7
5264.0

进口大豆所代替
的耕地（亿亩）

0.004
0.03
0.09
0.25
0.27
0.36
0.94
1.29
0.90
1.88
1.67
2.34
2.46
3.18
3.30
3.92
4.64
4.30

相当于国内播种
面积的比例

0.02%
0.1%
0.4%
1.1%
1.2%
1.5%
4.0%
5.5%
3.9%
8.2%
7.3%
10.0%
10.8%
13.8%
14.1%
16.5%
19.3%
17.7%

二、大豆需求

当然，促成当前的大豆经济结构背后的另一

主要经济动力是市场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考虑，

其中的关键因素是近三十年来伴随人民收入提

高而来的中国食品消费的转型，从（我们称之为）

原来的 8：1：1（粮食：蔬菜：肉食）比例朝向（黄宗

智和彭玉生根据目前大陆城市中上层收入人群

以及台湾地区消费状况而预测的）4：3：3 的演

变。图 3 显示 1980 年以来这些不同食品所占的

总食品消费比例的演变。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均

肉—鱼消费有显著的增加，水果同样，蔬菜消费

的变化则体现于不是简单的量性增加，而是越来

越多的不同品种和高档蔬菜的消费，而粮食消费

图1：1994年～2011年进口大豆所代替的耕地相当于国内播种面积的比例（%）

资料来源：见表4。

图2：1995年～2015年大豆播种面积（单位：亿亩）

资料来源：见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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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大规模减少。（详细论证见黄宗智、彭玉生，

2007）
大豆消费总量在近二十年来所增加的部分

（约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传统豆制品（豆腐、

豆皮、酱油、腐乳等）消费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

品消费的增加，主要是人们食用的豆油和养殖业

所用饲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费的增加主要来自

伴随人们收入提高而来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

与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较低，比较健康。之

前，菜油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来其

地位已经被大豆油所取代。虽然如此，这些年来

油菜的播种面积仍然基本稳定，豆油消费的增加

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费之上的，反映了人们伴随

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大趋势。

豆油之所以多用进口转基因大豆不仅是因

为其原料相对便宜，也因为其含油量（19%）要高

于中国的天然大豆（17%）。（钟金传、吴文良、夏友

富，2005；《进口大豆再加新品种》，2013；Gibson
and Garren，2005；郭于华，2005）图 4 对比近年来

各种不同食用油的消费量，说明豆油使用扩增的

总体趋势。今天其总量已经达到将近一千万吨，

消耗的大豆原料在五千万吨以上，一部分来自国

内自产，更多来自进口大豆和豆油。

豆粕用于饲料则主要源自肉食消费增加及

其所导致的养殖业的快速扩增，由此促使饲料需

求的大规模扩增。而大豆之所以被用于饲料的关

键原因在于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动物营养科学

研究发现，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饲料，

能够使猪、牛、鸡、鸭、鱼更高效地把饲料消化为

蛋白质。近年来新添加的饲料使用基本属于这种

新的高效豆粕饲料。（Brown，2013）图 5 说明近

年来进口的大豆约三分之二是用于生产饲料的。

饲料中的“饲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赖进口

转基因大豆主要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便宜。有的

相关论述认为中国是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

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征收 3%的进口税。（《中国

每年进口大豆是国产五倍，关税只有 3%左右》，

2013）有论者指控，1995 年黑龙江省因其大豆减

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图3：1980年～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编）：《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版，表2-1-4。

注：图中农村粮食消费量为原粮，城市粮食消费量为商品粮。

产而把本省所产大豆限于省内使用，由此触发从

境外进口大豆的长期趋势。美国生产商由此看

到商机，借助于其先进的饲料生产技术而大规模

进入中国市场。（李鹏，2011）⑤这些观察都没错，

但如果没有上述相对便宜的基本动因，进口大豆

绝对不会达到如今的规模。当然，美国政府大力

补贴出口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⑥

但对中国来说，地多人少国家所产的大豆既然基

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国便宜，更便宜点只会更加强

使用进口大豆的动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之所

以继续接受低关税是有其经济考虑的。当代的

中国政府是一个主权性较强的国家，也是个精打

细算的政府，绝对不应错认为是类似于帝国主义

时期关税完全受人摆布的国家。

至于中国的土产天然大豆（迄今国家不允许

转移因大豆在国内种植⑦——原因之一是转基因

大豆与天然大豆混合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天然大

豆基因的变异），与转基因大豆相比，一个重要的

优点是蛋白质含量普遍要比转基因大豆高。（《大

豆蛋白》，2013）这是中国能够出口大豆蛋白的一

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

速增长，2010年达到 22万吨的规模，占全球总大

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虽然如此，大豆蛋白

出口量还只相当于进口大豆的较小比例：2010年

总值才约四亿美元，只是进口大豆总值 250亿美

元的 1.6%（《欧盟终止对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

查》，201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11：表 9-6）。
目前中国的大豆蛋白产业尚处于一个相对

落后的阶段，几乎单一地全是作为肉制品所附加

的凝胶型大豆蛋白（亦称“组织化大豆蛋白”

［textured soybean protein］，简称TSP），可以达到肉

制品 30%的重量，并提高其蛋白含量（因为大豆

蛋白含量一般要比猪、牛、鸡肉高一倍）。（韩飞、

刘勇，2013；《大豆蛋白》，2013）它之所以进入国

外市场迄今主要靠的是廉价（约 2万元人民币一

吨，而国外高档大豆蛋白的3万元～5万元一吨），

因此甚至引起欧盟对中国可能在倾销大豆蛋白

的控诉和调查——但结果被裁定是没有根据的

控诉。（《欧盟终止对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查》，

图4：2007年～2011年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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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商业年鉴 2012》，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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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大规模减少。（详细论证见黄宗智、彭玉生，

2007）
大豆消费总量在近二十年来所增加的部分

（约四倍）主要并不是大豆或传统豆制品（豆腐、

豆皮、酱油、腐乳等）消费的增加，而是新式豆制

品消费的增加，主要是人们食用的豆油和养殖业

所用饲料中的豆粕。豆油消费的增加主要来自

伴随人们收入提高而来的更多食用油的需求。

与菜油相比，豆油脂肪含量较低，比较健康。之

前，菜油一直是中国的主要食用油，但近年来其

地位已经被大豆油所取代。虽然如此，这些年来

油菜的播种面积仍然基本稳定，豆油消费的增加

是加在之前的菜油消费之上的，反映了人们伴随

收入增加而增加食用植物油消费的大趋势。

豆油之所以多用进口转基因大豆不仅是因

为其原料相对便宜，也因为其含油量（19%）要高

于中国的天然大豆（17%）。（钟金传、吴文良、夏友

富，2005；《进口大豆再加新品种》，2013；Gibson
and Garren，2005；郭于华，2005）图 4 对比近年来

各种不同食用油的消费量，说明豆油使用扩增的

总体趋势。今天其总量已经达到将近一千万吨，

消耗的大豆原料在五千万吨以上，一部分来自国

内自产，更多来自进口大豆和豆油。

豆粕用于饲料则主要源自肉食消费增加及

其所导致的养殖业的快速扩增，由此促使饲料需

求的大规模扩增。而大豆之所以被用于饲料的关

键原因在于大豆豆粕所起的作用：动物营养科学

研究发现，一份豆粕加上四份玉米或其他饲料，

能够使猪、牛、鸡、鸭、鱼更高效地把饲料消化为

蛋白质。近年来新添加的饲料使用基本属于这种

新的高效豆粕饲料。（Brown，2013）图 5 说明近

年来进口的大豆约三分之二是用于生产饲料的。

饲料中的“饲用豆粕”之所以主要依赖进口

转基因大豆主要是因为其价格相对便宜。有的

相关论述认为中国是因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在

大豆方面迫不得已只征收 3%的进口税。（《中国

每年进口大豆是国产五倍，关税只有 3%左右》，

2013）有论者指控，1995 年黑龙江省因其大豆减

大豆生产和进口的经济逻辑

图3：1980年～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食品消费（单位：公斤）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编）：《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2012》，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年版，表2-1-4。

注：图中农村粮食消费量为原粮，城市粮食消费量为商品粮。

产而把本省所产大豆限于省内使用，由此触发从

境外进口大豆的长期趋势。美国生产商由此看

到商机，借助于其先进的饲料生产技术而大规模

进入中国市场。（李鹏，2011）⑤这些观察都没错，

但如果没有上述相对便宜的基本动因，进口大豆

绝对不会达到如今的规模。当然，美国政府大力

补贴出口的转基因大豆生产也起了一定作用。⑥

但对中国来说，地多人少国家所产的大豆既然基

本比地少人多的中国便宜，更便宜点只会更加强

使用进口大豆的动机。也就是说，中国政府之所

以继续接受低关税是有其经济考虑的。当代的

中国政府是一个主权性较强的国家，也是个精打

细算的政府，绝对不应错认为是类似于帝国主义

时期关税完全受人摆布的国家。

至于中国的土产天然大豆（迄今国家不允许

转移因大豆在国内种植⑦——原因之一是转基因

大豆与天然大豆混合的话，很可能会导致天然大

豆基因的变异），与转基因大豆相比，一个重要的

优点是蛋白质含量普遍要比转基因大豆高。（《大

豆蛋白》，2013）这是中国能够出口大豆蛋白的一

个重要原因。近年来，中国出口天然大豆蛋白快

速增长，2010年达到 22万吨的规模，占全球总大

豆蛋白出口量的一半以上。虽然如此，大豆蛋白

出口量还只相当于进口大豆的较小比例：2010年

总值才约四亿美元，只是进口大豆总值 250亿美

元的 1.6%（《欧盟终止对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

查》，2012；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

2011：表 9-6）。
目前中国的大豆蛋白产业尚处于一个相对

落后的阶段，几乎单一地全是作为肉制品所附加

的凝胶型大豆蛋白（亦称“组织化大豆蛋白”

［textured soybean protein］，简称TSP），可以达到肉

制品 30%的重量，并提高其蛋白含量（因为大豆

蛋白含量一般要比猪、牛、鸡肉高一倍）。（韩飞、

刘勇，2013；《大豆蛋白》，2013）它之所以进入国

外市场迄今主要靠的是廉价（约 2万元人民币一

吨，而国外高档大豆蛋白的3万元～5万元一吨），

因此甚至引起欧盟对中国可能在倾销大豆蛋白

的控诉和调查——但结果被裁定是没有根据的

控诉。（《欧盟终止对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查》，

图4：2007年～2011年食用植物油消费量（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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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国商业年鉴 2012》，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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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它尚未能够与美国和日本花样众多的高档

保健大豆蛋白产品竞争。（韩飞、刘勇，2013）
中国大豆长远的、真正的出路其实主要在于

保健食品。相当高比例亚裔人士不容易消化奶

制品，因而倾向较多依赖豆制品（豆浆、豆奶）的

蛋白。另外，大豆蛋白含有雌激素，可以调节更

年期妇女体内的激素，缓解更年期综合症。此

外，大豆蛋白不含胆固醇，有助于防止心血管疾

病。再则，大豆蛋白不含淀粉，对糖尿病患者特

别适用。（《大豆》，2013：“食用价值”、“食用功

效”；《大豆蛋白》，2013）由于诸如以上的这些原

因，大豆在全世界消费者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健康

食品声誉。而关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绝少会愿

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冒人们尚未能够确切知道的

可能风险。⑧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健康和

食品安全问题的今天，中国的天然大豆和其制品

其实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全世界主要产区都转产转基因大豆的大

趋势下，中国的天然大豆未来完全可以占据大豆

作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应地的市场。作为保健

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具有高于转基因大豆的经济

效益：2013 年美国本国的转基因大豆价格是 500
美元 / 吨～600美元 / 吨，而从中国进口的有机天

然大豆的市价则约 1000 美元（“Organic soybean
price”，2013；李鹏，2011）。作为大豆加工产业，

大豆蛋白产业在中国国内的利润要远高于大豆

压榨（油）产业，超过一倍或更多。（《欧盟终止对

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查》，2012）近年来，国外大

豆保健食品市场快速扩增，而伴随中国经济发展

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进一步扩增，在国内也将具

有更宽阔的市场。这是一个能够把大豆从旧农

业的低值生产逐步转向类似于其他高值新农业

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一个值得国

家积极投入和特别鼓励与扶持的产业领域。

三、种植小农与相关产业

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演变

过程中，生产大豆的中国小农以及与大豆相关的

产业（尤其是榨豆油产业）毋庸说是受到强大的

图5：2005年～2010年中国大豆和豆粕的产量与进口（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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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业出版社（编）：《中国饲料工业年鉴 2011》，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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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严海蓉、陈义媛，2013；李鹏，2011）在中国

主产区的黑龙江，最近几年来大豆种植面积一直

锐减，从2009年的约六千万亩减至2013年的约三

千万亩，主要是因为在现有价格结构下，大豆净利

润远低于玉米：2012 年，黑龙江省大豆每亩净利

润 256 元，而玉米则为 495 元，粳稻为 695 元——

难怪该地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种大豆，而当地大

豆压榨企业也因此大规模停产。（《黑龙江非转基

因大豆产区面积锐减九成豆企停产》，2013）如此

的大幅减产确实令人担忧。

虽然如此，上面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一直有

意识地在卫护中国的天然大豆经济，最关键的举

措是禁止国内生产转基因大豆。这就造成和巴

西、阿根廷等国很不一样的局面，它们在短短的

十来年中，已经成为被美国孟山都公司的 RR 转

基因大豆所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种植面积已经和

美国一样达到所有大豆的 90%以上，而全中国的

天然大豆种植面积则基本维持接近之前的面积

（见图 2）。这方面，近年来正在形成针对全国豆

农的“目标价格补贴”措施，用意是保证豆农收入

的基本底线，也许会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至于

相关的大豆压榨（豆油）产业，黑龙江压榨企业的

萎缩需要置于全国的总体框架中来理解：中国的

大豆压榨业曾经在外来竞争和资本的进入下，一

度几乎完全崩溃，但之后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

重新获得活力。在 2007 年美国榨油业达到其顶

峰（年产将近五千万吨）之后的五年中，中国的榨

油业在同时期扩增将近一倍，占到全世界大豆压

榨业的 28.3%，到 2012年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国

家，其占比不仅高于南美的巴西（15.9%）和阿根

廷（16.1%），也高于美国（18.9%）（王绍光，2013：
95）。虽然如此，新型榨油业一度曾有被跨国资

本控制的忧虑，但经过一番努力，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国企、民企和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如

此，面对一些大规模跨国公司试图控制、垄断中

国榨油业来扩大、确立转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国的

市场，这是一个仍然需要警惕的问题。（王绍光，

2013：96～97）
此外则是大豆蛋白的生产。上面已经看到，

中国在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了大豆蛋白

产业，目前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一半。这方面，

国家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其生产主

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进入能与美国

和日本花样众多的保健食品领域内竞争。

有的论者特别强调在全球资本面前中国大

豆生产和相关加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特别

强调由全球农业资本为其利润追求所带来的对

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的强力冲击，所导致的

不健康饮食习惯（包括转基因大豆和其产品）以

及环境污染，因此呼吁要建立“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严海蓉、陈义媛，2013）。这是动机很

好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国家

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有可能与跨国资本抗

衡的权力机构之一，是极少数在全球资本面前有

可能争得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权力机构之一。在

大豆经济方面，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所展示的其实

不简单是脆弱地任凭全球资本的侵占和宰割，也

不简单是弱势政府面对世界外贸组织压力下的

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不利的基本经济逻辑（即

人多地少国家相对地多人少国家所占的“比较优

势”），同时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

后，所做出的一些抉择。同时，也是在自身（“劳

动—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下

所做出的合理抉择。而中国政府的抉择，其实它

的出发点，更在于中国广大的小农户出于最基本

的经济逻辑，所做出的缩减“旧农业”和增加“新

农业”的抉择。在上面已经看到，中国近三十年

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基本动力是越来越多的

小农户趋向“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产品

生产——它是节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国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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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它尚未能够与美国和日本花样众多的高档

保健大豆蛋白产品竞争。（韩飞、刘勇，2013）
中国大豆长远的、真正的出路其实主要在于

保健食品。相当高比例亚裔人士不容易消化奶

制品，因而倾向较多依赖豆制品（豆浆、豆奶）的

蛋白。另外，大豆蛋白含有雌激素，可以调节更

年期妇女体内的激素，缓解更年期综合症。此

外，大豆蛋白不含胆固醇，有助于防止心血管疾

病。再则，大豆蛋白不含淀粉，对糖尿病患者特

别适用。（《大豆》，2013：“食用价值”、“食用功

效”；《大豆蛋白》，2013）由于诸如以上的这些原

因，大豆在全世界消费者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健康

食品声誉。而关心和使用健康食品者，绝少会愿

意食用转基因食品，冒人们尚未能够确切知道的

可能风险。⑧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关心健康和

食品安全问题的今天，中国的天然大豆和其制品

其实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全世界主要产区都转产转基因大豆的大

趋势下，中国的天然大豆未来完全可以占据大豆

作为保健食品的主要供应地的市场。作为保健

食品原料，天然大豆具有高于转基因大豆的经济

效益：2013 年美国本国的转基因大豆价格是 500
美元 / 吨～600美元 / 吨，而从中国进口的有机天

然大豆的市价则约 1000 美元（“Organic soybean
price”，2013；李鹏，2011）。作为大豆加工产业，

大豆蛋白产业在中国国内的利润要远高于大豆

压榨（油）产业，超过一倍或更多。（《欧盟终止对

华大豆蛋白反倾销调查》，2012）近年来，国外大

豆保健食品市场快速扩增，而伴随中国经济发展

和城市高收入人群的进一步扩增，在国内也将具

有更宽阔的市场。这是一个能够把大豆从旧农

业的低值生产逐步转向类似于其他高值新农业

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康庄大道，是一个值得国

家积极投入和特别鼓励与扶持的产业领域。

三、种植小农与相关产业

在国外转基因大豆大规模输入中国的演变

过程中，生产大豆的中国小农以及与大豆相关的

产业（尤其是榨豆油产业）毋庸说是受到强大的

图5：2005年～2010年中国大豆和豆粕的产量与进口（单位：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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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业出版社（编）：《中国饲料工业年鉴 2011》，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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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击。（严海蓉、陈义媛，2013；李鹏，2011）在中国

主产区的黑龙江，最近几年来大豆种植面积一直

锐减，从2009年的约六千万亩减至2013年的约三

千万亩，主要是因为在现有价格结构下，大豆净利

润远低于玉米：2012 年，黑龙江省大豆每亩净利

润 256 元，而玉米则为 495 元，粳稻为 695 元——

难怪该地越来越多农民不愿意种大豆，而当地大

豆压榨企业也因此大规模停产。（《黑龙江非转基

因大豆产区面积锐减九成豆企停产》，2013）如此

的大幅减产确实令人担忧。

虽然如此，上面已经看到，中国政府一直有

意识地在卫护中国的天然大豆经济，最关键的举

措是禁止国内生产转基因大豆。这就造成和巴

西、阿根廷等国很不一样的局面，它们在短短的

十来年中，已经成为被美国孟山都公司的 RR 转

基因大豆所完全侵占的天下，其种植面积已经和

美国一样达到所有大豆的 90%以上，而全中国的

天然大豆种植面积则基本维持接近之前的面积

（见图 2）。这方面，近年来正在形成针对全国豆

农的“目标价格补贴”措施，用意是保证豆农收入

的基本底线，也许会起到必要的保护作用。至于

相关的大豆压榨（豆油）产业，黑龙江压榨企业的

萎缩需要置于全国的总体框架中来理解：中国的

大豆压榨业曾经在外来竞争和资本的进入下，一

度几乎完全崩溃，但之后在国家的积极扶持下，

重新获得活力。在 2007 年美国榨油业达到其顶

峰（年产将近五千万吨）之后的五年中，中国的榨

油业在同时期扩增将近一倍，占到全世界大豆压

榨业的 28.3%，到 2012年成为全球产量最高的国

家，其占比不仅高于南美的巴西（15.9%）和阿根

廷（16.1%），也高于美国（18.9%）（王绍光，2013：
95）。虽然如此，新型榨油业一度曾有被跨国资

本控制的忧虑，但经过一番努力，目前已经成为

中国国企、民企和外资三分天下的局面。虽然如

此，面对一些大规模跨国公司试图控制、垄断中

国榨油业来扩大、确立转基因大豆原料在中国的

市场，这是一个仍然需要警惕的问题。（王绍光，

2013：96～97）
此外则是大豆蛋白的生产。上面已经看到，

中国在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快速发展了大豆蛋白

产业，目前占到世界总出口量的一半。这方面，

国家也起了重要作用，但到目前为止，其生产主

要限于肉制品的附加物，尚未真正进入能与美国

和日本花样众多的保健食品领域内竞争。

有的论者特别强调在全球资本面前中国大

豆生产和相关加工业所面临的困境，同时也特别

强调由全球农业资本为其利润追求所带来的对

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的强力冲击，所导致的

不健康饮食习惯（包括转基因大豆和其产品）以

及环境污染，因此呼吁要建立“食物主权”（food
sovereignty）（严海蓉、陈义媛，2013）。这是动机很

好的学术研究，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中国的国家

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极少数有可能与跨国资本抗

衡的权力机构之一，是极少数在全球资本面前有

可能争得另一种发展道路的权力机构之一。在

大豆经济方面，中国政府这些年来所展示的其实

不简单是脆弱地任凭全球资本的侵占和宰割，也

不简单是弱势政府面对世界外贸组织压力下的

委曲求全，而是在面对不利的基本经济逻辑（即

人多地少国家相对地多人少国家所占的“比较优

势”），同时考虑了粮食安全这样的政治因素之

后，所做出的一些抉择。同时，也是在自身（“劳

动—资本双密集”的）新农业的总体发展趋势下

所做出的合理抉择。而中国政府的抉择，其实它

的出发点，更在于中国广大的小农户出于最基本

的经济逻辑，所做出的缩减“旧农业”和增加“新

农业”的抉择。在上面已经看到，中国近三十年

来的“隐性农业革命”的基本动力是越来越多的

小农户趋向“劳动和资本双密集”的高值农产品

生产——它是节省土地和更充分使用中国的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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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抉择。

中国的大豆经济，与其说已经在全球资本的

冲击下全面崩溃，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选择的可

能潜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与其他大豆生产

国家不同，中国种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仅从天

然大豆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产

地。如果中国真能大规模地朝着绿色的天然大

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条路来，其含义

将会超出大豆经济的领域。

四、结论

以上的论述说明，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豆生产

和销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动力而把大豆经济简

单看作是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即所

谓的“食物主权”）非此即彼的对立。同样，也不

应把它简单看作是“科学的西方”和“落后的中

国”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大豆经济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

是，一方面保护中国原有的大豆经济（经过粮食

和大豆种植补贴以及价格调控和建立大豆、粮食

等基地的政策来适当维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独立

性），不允许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则

允许市场和经济逻辑，包括低额的关税，来决定

近年来的大豆进口。这样的政策抉择虽然多有

不足之处（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维护豆农和豆

制品产业，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的

发展），但其基本的经济战略应该可以说是现实

的、合理的，因为它等于是为中国的高值新农业

争得更多可资使用的土地、更多的发展空间。一

定程度上，它等于是凭借高值农产品的出口（蔬

菜、水果、肉鱼）来换取相对廉价的大豆和谷物产

品的进口。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为中国的养

殖业争得带有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高效饲料、等

于是借助美国和巴西宽大的土地资源来推进中

国特色的小而精的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我

们看来，这样的经济决策是无可厚非的。虽然如

此，还需要更强力地保护、发展大豆经济的措施。

今后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大豆经济能否从

仅是维护原有的传统型大豆经济而更多地转向

具有光明发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经济。用天然大

豆蛋白所制造的保健食品是具有宽阔前途的，也

是很自然会和（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绿色农业配

合的道路，所意味的是高值的农产品和制成品、

健康的食品和可持续的发展，也是符合中国农业

总体发展趋势的新农业方向。今后一方面要看

在生物技术上中国能否进入国际前沿并发明出

特别适用于中国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术；另

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与社会资本共同

来为其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经济优势。这是一个

需要冷静思考和扎实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一个靠

意识形态或感情用事所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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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劳动力资源的经济抉择。

中国的大豆经济，与其说已经在全球资本的

冲击下全面崩溃，不如说是具有另一种选择的可

能潜力。其中最基本的事实是，与其他大豆生产

国家不同，中国种植的仍然是天然大豆。仅从天

然大豆来看，中国仍然是全球最大、最主要的产

地。如果中国真能大规模地朝着绿色的天然大

豆以及保健的豆制品方向走出一条路来，其含义

将会超出大豆经济的领域。

四、结论

以上的论述说明，我们不应该忽视大豆生产

和销售背后的经济逻辑和动力而把大豆经济简

单看作是一种“外国资本”与“中国主体性”（即所

谓的“食物主权”）非此即彼的对立。同样，也不

应把它简单看作是“科学的西方”和“落后的中

国”之间非此即彼的对立。

在大豆经济上，中国政府所采用的基本政策

是，一方面保护中国原有的大豆经济（经过粮食

和大豆种植补贴以及价格调控和建立大豆、粮食

等基地的政策来适当维持一定程度的食物独立

性），不允许在中国种植转基因大豆；另一方面则

允许市场和经济逻辑，包括低额的关税，来决定

近年来的大豆进口。这样的政策抉择虽然多有

不足之处（例如，尚未更充分扶持、维护豆农和豆

制品产业，也未更充分投入大豆蛋白加工企业的

发展），但其基本的经济战略应该可以说是现实

的、合理的，因为它等于是为中国的高值新农业

争得更多可资使用的土地、更多的发展空间。一

定程度上，它等于是凭借高值农产品的出口（蔬

菜、水果、肉鱼）来换取相对廉价的大豆和谷物产

品的进口。我们甚至可以说，它还是为中国的养

殖业争得带有美国政府补贴的廉价高效饲料、等

于是借助美国和巴西宽大的土地资源来推进中

国特色的小而精的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我

们看来，这样的经济决策是无可厚非的。虽然如

此，还需要更强力地保护、发展大豆经济的措施。

今后最大的挑战是，中国的大豆经济能否从

仅是维护原有的传统型大豆经济而更多地转向

具有光明发展前途的新型大豆经济。用天然大

豆蛋白所制造的保健食品是具有宽阔前途的，也

是很自然会和（不用化肥和农药的）绿色农业配

合的道路，所意味的是高值的农产品和制成品、

健康的食品和可持续的发展，也是符合中国农业

总体发展趋势的新农业方向。今后一方面要看

在生物技术上中国能否进入国际前沿并发明出

特别适用于中国的天然大豆及其制品的技术；另

一方面要看政府能否更有效地与社会资本共同

来为其天然大豆重新建立经济优势。这是一个

需要冷静思考和扎实的科学研究，而不是一个靠

意识形态或感情用事所能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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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各种严密的控制下，冲突性议题的传播依然有一些机会，但从

长远来看，这样的机会结构是不利于国家治理和风险化解的。大量

的冲突性议题在属地就被控制，不仅增加了国家的潜在风险，使得上

级难以监督下级政府的行为，还不断削弱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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