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 15 日

2019 冠状病毒病（COVID-19）
与小规模生产者市场渠道
引言
COVID-19 大流行严重影响了小规模生产者的市场渠道。受直接影响较为严重的往
往是高价值产品（易腐产品），而此类产品的生产者通常是小农。一些国家正在采取各
种措施，减轻疫情对小规模生产者的影响。本简报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等
国在 2014 年埃博拉疫情以及 2007-2008 年全球粮食价格波动危机期间的经验教训为
基础，分析此次疫情爆发初期受影响国家最初面临的挑战和采取的应对措施，目的是
让政策制定者了解可以通过哪些方式减少封锁措施对粮食和农业的影响，尤其是对小
农市场渠道的影响。

挑战与缓解措施
临时移动限制措施阻碍小规模生产者的市场渠道
在 COVID-19 这样的大流行中，限制病毒的传播需要进行物理隔离以及对人们的移动
进行各种限制，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完全封锁。这些措施不可避免地导致农业等产业出
现运输延误以及货物和服务流动出现瓶颈。
在埃博拉危机期间，这些措施的影响也与之类似。为限制埃博拉疫情传播而采取
的限制措施（关闭每周市场、关闭边境、设置埃博拉道路检查站）对农业市场链和贸易
造成了冲击（粮农组织，2016）。受冲击最大的是收购农产品并运输到消费地的活动。
埃博拉疫情中受影响最大的利益相关方是那些长价值链、劳动力和投入密集型价值链、
市场多元化较弱的价值链以及易腐产品价值链上的各方（粮农组织，2016）。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中国的路障和检查点在某些情况下阻碍了小规模生产者
出售产品或购买投入品，从而导致收入损失和产品损失，并有可能影响接下来的种植
季节（Zhang，2020）。关闭屠宰场也造成了损失。除了物理上的阻断之外，由于要
求进行的卫生检查和路障造成了延误，还导致易腐产品的质量下降或完全损坏以及非
易腐产品的滞销。在中国、意大利、肯尼亚及其他国家，为了限制公共场所人群聚集，
许多街头市场和农贸市场暂时关闭。此举阻碍了小规模生产者及其协会直接向消费者
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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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小规模生产者市场渠道障碍的措施
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在公共卫生缓解措施的基础上，建设贯穿整
个市场链的安全贸易走廊（粮农组织，2016）。
在健康和卫生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早受 COVID-19 疫情影响的国家采取了以下措施：
对运输动物产品和投入品的车辆进行快速检查或特别检查；重新开放屠宰场；建立保障
粮食供应和流通的机制。例如，意大利保障农业及食品相关产品与服务的流动（意大
利政府，2020）。中国拨款保障供应和物流。许多电商实行了新的举措，推动供应与销
售。利用集中配送点在农村采购和运输产品与商品，促进送货上门，将人员受感染风
险降到最低（Han，2020）。

需求和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影响小规模生产者
在危机时期可以清楚看到，不确定性和对未来的担忧通常反映在不同的应对策略和
消费方式的转变中。例如，2008 年的粮食和金融危机使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最弱势群
体的表现尤其明显（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2008）。由于粮价上涨削弱了贫困家庭的经
济能力，这些家庭往往限制其粮食消费，转向均衡性和多样性较差的膳食（国际粮食政
策研究所，2008）。2014 年埃博拉疫情期间，在许多价值链中都观察到了类似的消费者
行为变化（粮农组织，2016）。
COVID-19 疫情期间，意大利出现了消费模式的转变。市场上主食和长保质期食品的
购买量增加了，并且转向了电商（Coldiretti，2020）。同时，对水果、园艺和其他易
腐产品的需求减少，导致这些产品价格下降（安莎社，2020a）。同样，在中国，对蔬菜、
水果和水产品需求的减少导致这些产品价格下降，销售缓慢。禽蛋食品生产链也面临着
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Luedi 和 Liu，2020）。

稳定供应、消化过剩、减少损失的措施
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制定和传达卫生预防措施对于贸易商能够收购农
产品以及促进当地公共食品采购至关重要（粮农组织，2016）。
最早受到 COVID-19 疫情影响的国家已经采取了若干项政策对策，以稳定农产品供应，
消化过剩，帮助生产者防止易腐产品的损失。中国在疫情防控期间采取的措施包括支持
“菜篮子”以及协调蔬菜供应和流通机制。其他措施还包括公共采购与流通（Zhang，
2020）。电商还加大了对农产品的采购力度，以维持对小规模生产者的市场需求，并建
立支持滞销产品销售的机制（Zhu 和 Guo，2020）。

关闭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影响市场需求
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的关闭、超市的营业限制及农贸市场的关闭，导致大量食品销
售渠道被阻塞，造成销售损失。例如，咖啡店、餐馆和休闲农庄的关闭导致牛奶消费量
减少了 10%，给乳制品业带来了困难（安莎社，2020b）。在巴西，全国家庭农民和农村
工人联合会提议加强公共食品采购，用于医院和学校供餐（巴西全国家庭农民和农村工
人联合会，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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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关闭学校和其他公共场所影响的措施
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必须谨慎重新开放市场，配合以宣传运动、卫生
用品和卫生控制措施，并让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风险管理（粮农组织，2016）。
COVID-19 疫情期间采取了各种举措，包括政府向小规模生产者和（或）协会采购；
改造（以确保保持距离）并重新开放农贸市场；推广直接送货服务；以及在学校关闭期
间继续提供学生餐。在意大利，政府拨款采购牛奶，发放给贫困家庭（安莎社，2020b）。
在英国，学校关闭期间向低收入家庭提供食品券和餐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政府，2020；全球发展中心，2020）。巴西议会批准了一项法律（PL 786/2020），允许
通过国家学校供餐计划购买食品分发给学生。一些州还扩大了直接向小规模生产者购买
食品的规模，用于学校和医院供餐（巴西政府，2020；巴西巴拉那州农业联合会，
2020）。总之，可以采取的政策包括扩充现金转移计划、家庭配给、食品券、利用学校
或社区设施作为供餐中心提供家庭配给，以及面向小规模生产者的公共食物采购。

限制人员移动的措施干扰生产
埃博拉疫情期间，分析人员得出结论：“对人群聚集的恐惧干扰了工人流动并导致严
重的劳动力短缺，从而使稻米生产乃至农村福利受到抑制”（De la Fuente 等，2019）。
许多国家 COVID-19 疫情相关措施将农业、食品加工和零售点列为必要活动。但在一
些季节性流动工作对农业至关重要的国家，流动限制仍然给小规模生产者带来了挑战。
在这些国家，旅行限制带来了农业劳动力短缺的风险。
由于 COVID-19 疫情，意大利正面临挑战，因为季节性流动工人占农业工作时间的
27％，对于劳动密集型和高价值产品尤其重要（Livini，2020）。

缓解农业劳动力短缺风险的措施
埃博拉疫情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需要制定和宣传健康预防措施，以鼓励农民团体
活动（粮农组织，2016）。
COVID-19 疫情期间，至关重要的是将农业列为必要经济活动与服务，允许其在封锁
期间运转，以确保生产的持续性和对农村就业的保护。为应对农业劳动力的短缺，意大
利政府已将居住在意大利的非欧盟公民的居留证延期（安莎社，2020c）。此外，已经有
人提出建议，将没有居留证的外国劳工合法化，简化农业券以便意大利学生能够在农村
从事工作，以及在公共工作计划中临时雇佣那些目前享受国家现金转移计划福利的人
（Canali，2020；Benfatto，2020；Serrao，2020）。就业机构也已开始推动相关工作，
招聘对粮食和农业产业有兴趣的人。

价值链中断给小规模生产者的资金和服务获取带来困难
在埃博拉疫情和粮价波动危机期间，小规模生产者受到了巨大影响。对小规模生产
者全面而有力的支持是应对措施的关键要素，这些支持包括利用财政措施促进投入品和
咨询服务的获取。
尽管受 COVID-19 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采取了缓解措施，但小规模生产者在其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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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要作用并从中获取收入的价值链仍然受到危机的干扰。小规模生产者，特别是易腐产
品的生产者受到严重影响。在严重或长期干扰的情况下，其恢复生产的能力受到威胁。

对小规模生产者的财政支持措施
在应对 2007-2008 年粮价波动危机期间，各国增加了对农业的公共投资。一些国家
的政府宣布对农业实施支持政策，包括采取增加信贷以及以对种子和化肥进行价格补贴
等措施（乐施会，2019）。埃博拉疫情影响市场链之后，很明显需要采取措施促进与经
济和农业相关的活动，包括对农业投入品提供财政支持，以鼓励下一季的播种（粮农组
织，2016）。
应对 COVID-19 疫情过程中，中国政府机构和金融机构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财政支持
措施，为小规模生产者和中小微农业企业提供支持，详见下表。

表 1 | 中国财政支持措施示例
主体

类型

内容

商务部

紧急财政资金

中央财政资金向湖北省拨款 1 亿元用于
保障农产品供应链。

财政部和

综合性政策《关于切实支

• 减免农业信贷担保相关费用；

农业农村部

持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 拨付救灾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春耕和当

期间农产品稳产
保供工作的通知》

地蔬菜稳产保供；
• 支持农产品冷藏保鲜；
• 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等资金向疫情
防控重点地区倾斜；
• 加大地方财政资金统筹力度，要求地方支
持“菜篮子”。

中国农业银行

引导性措施

对湖北省内普惠型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
私营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利率下调 0.5 个百分
点。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2020；中国财政部和中国农业农村部，2020；Zhu, 2020

同样，意大利政府于 2020 年 3 月 17 日发布了“救治意大利（Cura Italia）”法令，
为农业等产业拨款，刺激其发展（意大利政府，2020）。该法令拨款 1 亿欧元，用于支付
贷款和抵押利息，以支持从事种植业、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农业企业。农民还可以要求共同
农业政策年度非应偿还拨款支付 70%的预付款，而不是 50%（意大利政府，2020）。除这
些财政措施外，该法令还包括拨款 5 千万欧元支持粮食流通，并为签订了 3 月份短期合同
的农业工人提供 600 欧元的补偿（意大利政府，2020）。

第4页，共8页

2019 冠状病毒病 (COVID-19) 与小规模生产者市场渠道

在巴西，全国家庭农民和农村工人联合会提出了若干项支持小规模生产者的财政措
施建议，包括推迟农业信贷还款和设计新的紧急农业信贷产品（巴西全国家庭农民和农
村工人联合会，2020）。
许多其他国家采取了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通过一系列财政措施为中小企业提供支
持。大部分一揽子计划不是专门针对小规模生产者的。
总之，作为疫情应对工作的一部分，可以考虑以下政策选项，扩大农村获取资金
的渠道：

• 提供一揽子短期刺激计划，为销售、现金流和营运资金提供支持。此类 措施
有助于维持或增加现金流，提供税收抵扣、减免、延缴和退还。

• 扩大融资渠道，包括激励小规模生产者贷款担保计划的建立或延期，提供直接
公共贷款，以及为金融机构设定向小规模生产者贷款的目标。

• 提供赠款、补贴贷款和税收优惠。促进对农业的包容性投资也很重要。 这方
面的经验教训可以从全球农业和粮食安全计划中获得，该计划于 2010 年启动，
旨在通过更完善、更有针对性的农业投资来应对粮价危机。

扩大小规模生产者农业服务和投入品获取渠道的措施
COVID-19 疫情期间，行动限制给小规模生产者获取下一生长季所需投入品带来了障
碍，引发人们对生产率下降的担忧。除财政支持外，还需要采取进一步措施，确保生产
者能及时获得下一季的优质投入品。
我们可以从 2008 年的金融和粮食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例如，在一些国家，如委内
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智利、洪都拉斯和卢旺达，为了缓解获取投入品的困难，政府通过
长期计划促进当地化肥生产，并发放农业投入品券（粮农组织，2011）。卢旺达政府于
2008 年 11 月推出了定向的肥料和种子投入品券计划，并实行了一小段时间（粮农组织，
2011）。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农业领域的知识管理、技术援助和培训，增强推广服务的
潜力，以减轻危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厄瓜多尔重新启动了国家计划，提供农业技术推广
服务。尼日利亚推出了一个试点项目，评估农民田间学校对可可农场生产力的影响。2009
年，推广服务项目延长至 2014 年（粮农组织，2011）。从危机中汲取的经验教训充分表
明，需要系统性地改善从投入品到生产再到市场的链条，设计过程中兼顾社会可持续性、
技术可持续性和经济可持续性（粮农组织，2009）。
为应对 COVID-19 疫情，中国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来促进恢复生产并确保下一季的投
入品供应（Shang 和 Yang，2020）。例如，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期间切实做好农资保供工作的通知》等文件（中国农业农村部，202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继续监测影响和对策的演变，并相应更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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