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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农业产业的新的新的新的新发发发发展展展展    

““““废废废废除减反政策除减反政策除减反政策除减反政策
1111””””    

才是通向才是通向才是通向才是通向农业农业农业农业立国的第一立国的第一立国的第一立国的第一步步步步    
————————为为为为了了了了““““农业农业农业农业革新革新革新革新””””和和和和““““产业创产业创产业创产业创造造造造””””    
 

山下一仁山下一仁山下一仁山下一仁（（（（佳能全球佳能全球佳能全球佳能全球战战战战略研究所略研究所略研究所略研究所    研究主管研究主管研究主管研究主管））））    

 

错误错误错误错误的的的的农业观农业观农业观农业观    

对于农业，存在着以下的常识和一般看法。“规模大的农户从事的现代化农业，大量使用化肥

和农药等。与此相对，贫穷的小农户从事着有利于环保的农业”“日本的农业因为土地少，农户的规

模也小，是竞争不过美国、澳洲的农业的”。对此，农业界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们还继续主张，“因此，

必须对农业，特别是小农进行保护。通过扩大规模来提高农业效率等简直是岂有此理。参加 TPP 等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现在的日本并不存在贫穷的小农。小农户是上班族兼职农户，其赚取的收入要超过工薪

家庭。小农户因为不依赖农业收入，他们没有必要全身心地投入到农业中，进行诸如扩大规模等活

动。因此，农业的规模比较小。但并不是因为规模小就贫穷。 

规模小的兼职农户只能在周末进行农业生产。因为他们不能在农业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如果田

长出杂草，他们就会使用农药进行处理。平均耕地面积不足 1 公顷的种植水稻的农户当中，实施环

保型农业的比例还不到两成；而耕地面积超过 10 公顷的农户当中，这一比例超过了五成（2000 年）。

把水稻、蔬菜、果树、畜牧业等结合起来的多种经营，通过将家畜粪尿、植物残渣进行堆肥可以节

约化肥，而且能防止病虫害的发生并节约农药。但是，这不可能在业余时间来完成。 

就农地规模而言，每户农民的平均耕地面积假设日本为 1 的话，那么欧洲为 6，美国为 75，澳

洲为 1309。规模大的话，成本就比较低。然而，并不是只有规模重要。世界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

——美国，也不过是澳洲的 17 分之 1 而已。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农作物种类会不同，单位耕地

面积的收获量（单产）也会有差异。澳洲土地较贫瘠，主要在草地上牧牛。与此相对，美国则以生

产玉米为主。另外，澳洲的小麦单产只有英国的 5 分之 1 而已。这也就是说英国的 1 公顷耕地相

当于澳洲的 5 公顷耕地。 

在竞争力方面，品质和成本是同样重要的。就像汽车领域里面既有奔驰这样的豪华车也有低价

格的微型车一样，即使在同一种农产品当中，质量的差距也很大。日本大米在国际市场上得到了很

高的评价。在香港，即使是同样的越光米（大米品种），日本产的价格是加利福尼亚产的 1.6 倍，

是中国产的 2.5 倍。奔驰这样的豪华车的成本和价格比微型车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全球交易的

大米当中，绝大部分是面向非洲、南亚等低收入国家的。据说，能同 800 万吨日本产大米在质量上

进行竞争的，仅占世界贸易量的 1%，不超过 30 万吨。 

 

农业农业农业农业成功的方程式成功的方程式成功的方程式成功的方程式    

    

  日本农业的生产总值，以 1984 年的 11 兆 7 千亿日元为顶峰，其后呈现出持续减少的趋势，

2011 年该值仅为 8.2 兆日元，下降到了约顶峰时的 3 分之 2的水平。其中水稻的减少尤其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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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在农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在 1960 年前后还是 5 成，到了 2010 年终于下降到不足 20%。

65 岁以上的老年农民的比例，从 1960 年的 1 成上升到了 6 成。由于农业的收益减少了，子女不

愿意继承，因此现有的农民不得不继续从事农业，导致农业的老龄化。此外，还有因为收益得不到

提高，而放弃耕作的。被放弃耕作的土地在 2010 年已扩大到 40 万公顷，这相当于埼玉县或者滋贺

县的面积。 

  但是，在这样的农业衰退当中，2010 年农产品销售额超过 1 亿日元的经营实体竟有 5577 个之

多。在这个阶层以下的经营实体普遍减少的情况下，只有这个阶层竟然比 5 年前增加了 9.5%。其中

已有农户开始了出口业务。 

  无论任何行业，其收益都是价格乘以销售量而得到的销售额减去成本得来的。因此，如果想要

提高收益，可以提高价格或提高销售量，也可以降低成本。成功的农户正是实行了其中的一种或多

种方法。虽然农业相关人士主张“受自然影响的农业，是和工业不同的”，但无论哪一行业，这条经

营原则是相同的。 

  我们来看一下价格和销售量。相对于整个市场的供应量，单个农户的生产和销售量是很小的。

因此，无论单个农户如何增加销售量，市场价格也不会下降。这和具有以大企业为主体的市场结构

的工业领域是不同的，这是农业的优点。 

  当然在农产品领域，也有提高价格的方法。比如生产有机农产品、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加附加价

值。然而，即使是稀有的商品，如果变得可以大量生产的话，价格也会下降。虽然存在一种说法，

认为高附加值化才是农业的生存之道，但如果考虑到需求和供给的关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

很多农户的目标是种出味道好的大米，但也有专门种植单产高、味道一般的大米，并实现高收益的

农户群体。在餐饮店，此类大米的交易量很高。这就是相比价格而选择销售量的经营方法。 

  虽然有人提倡所谓的 6 次产业化（1 ＋ 2 ＋ 3 ＝ 6 次），即在农业中增加加工、服务，提高

农产品的附加价值。但这种做法连专业的加工企业都不会成功，外行的农户去尝试也没有成功的可

能。虽说如果在冬季将大米加工制成年糕，可能会对劳动的平均化有所贡献，但也不能期待比这更

多的好处了。 

  1 吨农产品的成本是左右收益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它是用单位耕地面积所消耗的肥料、农药、

农机具等的费用除以单产得到的结果。因此，如果想要降低成本的话，可通过控制农业资材价格或

扩大规模的方法，降低单位耕地面积的成本；也可以通过改良品种等办法提高单产。 

  我们来举一些提高收益的具体的例子。有的农户通过进入农产品的收购业，收集到本地的耕地

信息，成功地扩大了规模。有的农户从外国进口二手机械和农业资材控制了生产的成本。有种植日

本薯蓣的农户通过特殊的栽培方法，将单产提高到普通单产的 6 倍以上。有的农户通过引进生长期

短的蔬菜品种，一年当中进行多茬耕种，提高了全年的单产。有的农户看到牛蒡太长装到超市的购

物袋中会露出一大截，于是包装时把牛蒡切成两截，大幅度地提高了对超市的营业额。有的农户专

门种植蔬菜幼苗，凭借仅仅数公顷的耕地就赚取了几亿日元。还有的农户在新鲜蔬菜价格下降时，

将其加工后再销售。 

  最近的饮食生活的特征是，饮食的外部化（餐饮、熟食产业的增长）发展迅速。青年人层，老

年人层中一人住户的数量在增加。对他们来说，与其买整个的胡萝卜、卷心菜等回来自己烹调，不

如在外面买烹调好的东西，这样反倒不浪费，还会更便宜。超市卖不出去的曲的黄瓜，把它切了以

后也和普通的黄瓜没什么两样。因此就有了主攻餐饮、熟食产业的经营方法。与此相反，有的农户

为了降低一人住户在家做饭的成本，销售小型的蔬菜而取得了成功。 

  全球化是为农业团体所讨厌的，但也有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化而取得成功的例子。有一个关于某

苹果种植者的故事，他把在日本饱受好评的大号苹果出口到英国，在英国却不受欢迎。他迫不得已

把在日本评价不高的小号苹果出口到了英国，结果对方说：“你这不是做的挺好的吗？”。以大自然

作为对象的农业，既能生产出大号的苹果，也会生产出小号的。这是一个通过将大号的苹果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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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小号的苹果出口给英国，增加了销售额取得了成功的经营实例。 

  从国际分工的角度来看，甚至还有这样的经营方法：从播种到幼苗阶段因为需要很多劳动，所

以放在工资低廉的海外生产。然后将幼苗进口到日本，直到开花的阶段都在日本完成。 

 

日本日本日本日本农业农业农业农业的潜力的潜力的潜力的潜力    

   

  有些人说，日本虽然植物栽培丰富，也具备适合农作物生长的自然条件，但土地狭小不适合发

展农业。然而，在有斜坡且小片儿耕地居多的中山间地区（中间农业地区和山间农业地区的统称）

开展农业的可能性并不小。黄瓜等蔬菜的栽培并不需要大块的耕地。能带来高收益的芥末很适合在

海拔高、寒冷的中山间地区种植。有的地方利用昼夜的温差，生产出了像新泻县鱼沼（优质大米产

地）那样的高品质、口感好的大米。中山间地区生长的鲜花颜色也更艳丽。对于中山间地区来说，

存在一条活用自然气候、实现高附加值的道路。 

  在农业当中，根据季节的不同，农活多的时候和农活少的时候（农忙季节和农闲季节）的差异

较大，所以存在很难将劳动力在全年平均化的问题。这是显示农业与工业不同一个很大的特征。就

种植水稻来说，插秧和收割的时期劳动很集中。如果按照农忙期的标准雇佣劳动力的话，会导致其

他时期劳动力的闲置，成本负担就会变得很大。 

  然而，因为在中山间地区存在海拔高度差，在插秧和收割上要分别花费 2-3 个月。有的农户利

用这一点，在中山间地区，实现了夫妻两人耕种经营 10-30 公顷土地。同各都道府县的稻农平均耕

种规模——0.7 公顷相比较，这是很不寻常的。如果再在冬季将此大米加工成年糕等产品，或者进

行面向零售的营销，就可以实现全年的劳动平均化。北海道的农业因为地形平坦，农活必须在短时

间内完成。所以上述中山间地区的例子，比起 10 公顷左右规模的北海道农业，在成本方面是有优

势的。 

  在蔬菜种植方面，从蔬菜水果批发行业进入农业的鸟取县某企业，经营着从中海（岛根县和鸟

取县之间的湖）填湖造田地区到大山（岛根县的高山）山麓的 220 公顷的耕地，有效地利用其间的

800 米海拔高度差，实现了以白萝卜为主的经营，为便利店和连锁店全年供应制作关东煮的萝卜。 

  另外，日本列岛南北狭长，有的企业利用这一特性，在分散于各处的很多农场之间，将机械和

劳动力从南向北逐步地移动，来提高劳动的平均化和机械的开工率，藉此实现了降低成本的企业经

营。 

  即使没有海拔高度差，如果将早熟、中熟、晚熟的农作物相互组合起来，或者将不同品种的农

作物以及露天栽培、设施栽培等相互组合起来，或者施行水稻种植和蔬菜、果树栽培等的多种经营，

也可以实现工作的平均化。某肉用牛农户开展了水稻种植的复合经营，将堆肥用于稻田，节约了肥

料的成本。同时，他还用稻草作为牛的饲料。 

  总之，这样的农业经营者取得了成功：他们无视那些强调农业和工业之间差别的农业界的领导

者们，实现了劳动的平均化，使农业经营逐渐靠近工业的生产过程。 

 

先先先先进进进进技技技技术术术术的利用的利用的利用的利用    

 

  农业和工业不仅没有那么不同，二战后的农业是在投入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工业产品的情

况下进行的。特别是最近的先进农业，还大量引进了 IT 等工业技术。 

  耕地所含的肥料成分存在差别，如果将耕地进行细分，在必要的地块儿只投入必要分量的肥料

的话，就可以节约不必要的成本。具体来说，可以利用 GPS（全球定位系统）来正确地测量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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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和面积。同时，使用土壤传感器来调查土壤的成分，使用氮传感器来分析作物的叶子颜色，并

将上述调查和分析的结果绘制在地图上，就能够实现在各小片耕地上调整肥料的使用量，或多一点

或少一点。另外，通过在农场设置机器人，探知有关气象的细微状况和变化的信息，来预测病虫害

的发生，可以使农药的喷洒没有浪费。这样既减少了农业资材的成本，同时又能使农作物生长的不

均得到平衡，从而增加产量并提高质量。 

  并且日本因为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存在着微妙的差别。目前有人在研究一个系统，该系统旨

在将创新农民等的积累至今的地区农业技术收集起来，在气象发生变化的时候，按照农户的要求提

供相应的对策。 

  目前，农民也需要掌握和运用 IT 等先进技术。但这一点，如果不是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那就

只是单纯地增加成本，而不可能被采用。 

 

水稻的巨大可能性水稻的巨大可能性水稻的巨大可能性水稻的巨大可能性    

 

  在品质方面享誉世界的日本农产品，恰是日本农业中衰退显著的大米。但是，通过减少生产来

维持高米价的“减反政策”，夺走了水稻种植业的价格竞争力。如果废除“减反政策”，日本就可能

转变成一大大米出口国。 

    

 

（该图出处）笔者根据日本农林水产省资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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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减反政策”开始后，以提高单产为目的的品种改良，成了国家和道府县负责人之间是

禁忌。现在，日本平均的水稻单产，比加利福尼亚的水稻要低 4 成。如果废除“减反政策”，将单

产提高到和加利福尼亚水稻相当的水平，就可以将成本降低到原来的 1.4 分之 1。民间目前已经开

发出了超过加利福尼亚水稻单产的品种，并且一部分农户已经开始栽培。但是，向普通农户提供稻

苗的是农协（日本农业协同组合），农协享受着“减反政策”带来的高米价的好处，并不打算采用这

样的种子。 

 

 

 

  因为米价太高，导致小本经营的兼职农户停滞不前。此外在水稻以外的农业领域，以农业作为

主营业务来维持生计的农户，其市场份额要占到 8 成以上，而这个数值在水稻农业的农户中却不足

4 。如果废除“减反政策”降低米价的话，兼职农户就会把耕地租赁出去。如果限定只对以农业为

主营业务的农户进行直接支付补助，那么他的地租负担能力就会提高，耕地就会集中到以农业为主

营业务的农户手中，实现规模的扩大。规模扩大的话，成本就会下降。耕地 15 公顷以上的农户，其

水稻的生产成本（物财费）是 6500 日元。如果通过废除“减反政策”，单产增加到与加利福尼亚水

稻相当的水平的话，其成本会进一步下降到 4500 日元左右。这个数字同全国平均的水稻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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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0 日元相比较，只是不到一半的水平。 

  在图 2 中，下面的折线表示日本实际进口的中国产大米的进口价格。中间的折线表示进口的中

国产大米在日本国内的销售价格。上面的折线表示的日本产大米和中间的折线之差，即为在价格上

所体现出的品质差距。而且，因为日本产大米其 1 万 3000 日元的价格是在限制供应量的“减反政

策”之下实现的水平，如果废除“减反政策”，该数值就会下降到 8000 日元左右，日本和中国的米

价高低就会发生逆转，关税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另一方面，对日本出口大米的中国，其最大的内

政问题是所谓的“三农问题”，即城市人均收入已经扩大到了农村人均收入的 3.5 倍。随着中国不

断地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农村的劳动力成本还会上升，农产品价也要上涨。那么日本农产品的价格

竞争力就会增加。 

  假如日本大米的价格下降到 8000 日元，中国产大米的价格上升到 1 万 3000 日元的话，商社

在日本市场以 8000 日元的价格收购大米，然后以 13000 日元的价格出口，就可以获得利益。其结

果是，日本国内的供应量减少，国内价格会上升到出口价格的水平。于是，国内的大米生产会进一

步扩大，农业收入也会扩大到两倍以上。 

  近年以来，国内外的价格差不断缩小，即使是现在的价格标准，已经出现了向台湾、香港等地

出口大米的生产者。世界顶级品质的大米，如果通过扩大规模和提高单产来提高生产力并变得具有

价格竞争力的话，那真是如虎添翼。废除“减反政策”是通向农业立国的第一步。 

 

 

［出处：OMNI-MANAGEMENT 20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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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密歇根大学公共行政学硕士，密歇根大学应用经济学硕士。获得东京大学博

士（农学）学位。1977 年进入农林水产省。先后担任，农林水产省关贸总协定室室长，（在比利时）

欧盟日本政府代表部参赞，农林水产省地区振兴科科长，粮食厅总务科科长，农林水产省国际部参

赞，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农业委员会副主席，（德国）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农林水

产省农村振兴局整备部部长，农林水产省农村振兴局次长。现任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管。剑

道四段。主要著作有《 是谁破坏了日本的农业——向“农业立国”转舵》（讲谈社），《TPP 妖怪的

骚动和黑幕―煽动开国恐怖的农协的远谋》（OKURA 出版），《农协的阴谋——“反对 TPP”背后隐藏

的巨大集团的意图》（宝岛社新书），《环境和贸易》（日本评论社），《农业大爆炸的经济学》（日本经

济新闻出版社），《运用企业智慧挑战农业创新!——解体农协、减反政策和农地法创造新产业》

（Diamond 社）等诸多著作。 

 

参考： 山下一仁著《是谁破坏了日本的农业——向“农业立国”转舵》（讲谈社，2013 年） 

 

 

 

脚注脚注脚注脚注    

1 减反政策是通过减少大米的耕种面积来保证正常的米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