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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济评估方法

1  导言

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动物遗传资源面临

危险。而用于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的资金

来源又非常有限，这就意味着经济分析

能够在确定保护与遗传改良的优先发展重

点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方面，重要

的任务特别包括：确定动物遗传资源在

社会各行业中的经济贡献；通过可以使

保护畜禽多样性的成本效益的鉴别资助重

点项目的评估；以及为促进个体农民或

社区的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帮助经济激励和

制度安排的设计。

Swanson（1997）指出，人类社会

一直在通过涉及生物多样性耗损过程不

断扩展和发展。这个过程可以在维持畜

禽多样性生物资源和人类社会从这个畜

禽的耗尽而获得的益处的利弊来理解。

因此，动物遗传资源侵蚀可以被看成用

较少范围的特殊“改良”品种替换畜禽

现有的名单。这种替换不仅通过替换而

发生，而且通过因生产系统改变而使用

杂交育种和淘汰畜禽而发生。因此，动

物遗传资源侵蚀需要在生产系统演变的

情况下理解（包括生物物理的、社会经

济的和市场的改变）以懂得基因型选择

和对动物遗传多样性的威胁。参见第二

部分以了解畜牧生产系统发展趋势的进

一步讨论。

从经济的观点出发，动物遗传资源

侵蚀可以视为驱动力对特殊基因型投资所

产生的一种偏见的结果，这又造成对更

具多样性集品种的投资不足的结果。经

济合理性建议，投资决策将由两个选择

项的相对盈利能力来决定（假设风险中

等市场运作完美）。但是，从农民的观

点，相关的汇报率指为他（她）们所

增加的回报率而不是作为社会或整个世界

所增加的回报率。对于农民来说，在导

致损失的活动的回报率比动物遗传资源保

护活动的回报率高时，损失一个品种将

在经济上是合算的，特别在后者的回报

可能由增加人们而不是农民的非市场利益

时尤其如此。这种歧异由于存在着投入和

产出价值的不同而变得更加复杂，他们不

会反映它们的经济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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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个体和公共回报率之间的歧异是

十分重要的。正如 P e a r c e 和 M o r a n

（1994） 所述，对国家资产的更广泛的

总体经济价值（TEV - 参见插文93）的承

认可以在改变它们使用的决定而变得有

插文93

经济价值

家畜饲养者可以从畜禽多样性保护获得利

益，因为他们对动物的需求能够产生各种各样

的农业生态系统并完成一系列功能。除为销售

和供家庭消费供应产品外，家畜还可以提供与

其他农场／农户活动相关的投入物功能。家畜

能够提供肥料提高作物产量，运输投入物和产

品，以及还可以用作畜力。在农村财政和金融

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的地区，它们能够使农户长

期理顺收入和消费水平之间的差距。家畜由储

蓄和保险组成，可以平息作物歉收和与作物相

关收入的轮转形式。它们能够使农户积累资金

和多样性，还起到与其畜主的现状和责任相关

的一系列社会文化作用（J a h n k e，1 9 8 2；

Anderson，2003）。在生态系统的维持方面畜

禽还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放牧管理日益被认

为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重要工具。

以上段落所提到的价值是直接或间接使用

价值的组成部分。其他价值与使用无关，但

是简单地说与品种生存相关（生存价值和遗

产价值）。另一种类型的价值是从将来的不

确定性概念而产生的。将来的不确定性是避

免风险（可选择值）驱动力所致，也是一

个品种损失的不可逆性和相关信息损失所致。

“总体经济价值”（T E V）在正常情况

下等于所有直接和间接利用价值的总和再加上

非利用价值和可选择价值：TEV = DUV + IUV

+ OV + BV + XV。式中：

直接利用价值（DUV）是从特别包括实际

利用所获利益，例如粮食、肥料和皮革以及文

化／宗教仪式的使用。

间接利用价值（IUV）是从生态系统功能

演变的利益。例如一些动物在某些植物物种的

传播中起到关键作用。

选择价值（OV）是从为将来的利用选择

而保护一种资产所给予的价值而获得的价值。

它是一种发生新动物疾病或干旱／气候变化的

保险价值（假设将来和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

巧妙地不同但是与选择价值和准选择价值相

关。准选择价值与通过一种资源的保护而产生

的将来信息的附加额外价值相关。准选择价值

因品种损失的不可逆转性质而产生（产生后无

进一步知识），准选择价值甚至可以在没有将

来和风险规避的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发生。

遗产价值（BV）测量任何个体从其他人可

能在将来从一种资源获利的知识自然获利。以

及生存价值（XV）是简单地从了解现有的一

种特殊资产存在的满足而获得的价值（例如蓝

鲸、水豚或 N’Dama 黄牛）。

有些资产价值可以在这些种类之间重复，

要避免重复计算。孤立选择、遗产和生存的企

图是有问题的。这种评估方法的基本原则和程

序仍有争论。

        资料来源:摘自 Arrow 和 Fisher（1974）；Jahnke，（1982）；Pearce和 Moran，（1994）； Anderson，（2003）；
Roosen 等，（2005）。

利，特别在投资决定能够提出侵蚀／毁

灭或保护之间的明显选择时尤其如此。

当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保护活动

产生了市场不能获取的经济价值时，这

种“失败”的结果是一种激励反对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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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护且有利于侵蚀这样资源的经济活

动的畸变。

从经济观点来看，这样的结果与市

场失败相关（即在由生物多样性保护而

产生的外部效益的“迷失市场”而引发

的畸变）；干预失败（即由政府干预市

场工作的行动而产生的畸变，甚至在有

些看来提供社会目的服务的市场）；和

／或全球适宜拨款失败（即没有市场／

机制捕获全球重要的外部价值）。值得

注意的是全球迷失市场能够与当地市场失

败和干预失败共存。生物多样性和遗传

资源的丧失就是这种情况。

从以上价值的类型可以明显地看出，

当今的经济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第一

种类和直接利用价值，尽管其他种类可

能有相等或更大重要性。例如，据估计，

约 80% 的低投入发展中国家的畜牧生产

系统属于非市场作用，而只有20%属于直

接生产产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90%以

上的高投入发达国家的畜牧生产系统属于

直接生产产出（Gibson和 Pullin，2005）。

通过专门集中到直接利用价值，生物多样

性和遗产资源保护看来一直被低估，导致

造成对与动物遗产资源保护不匹配活动的

偏见。

2 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

尽管在集约化（大多为发达国家）

商品农业中改良品种的经济效益有大量文

献报道，在发展中国家的现有的典型生产

系统中本地品种和品种特性价值的重要性

却研究甚少。有浩瀚的关于一般遗传资源

和生物多样性价值的概念和理论文献（通

常为有关植物和野生动物）。但是，只是

在 FAO/ILRI 培训班（ILRI，1999）之后

鉴别出的潜在动物遗产资源评估方法和其

后ILRI发起的项目（动物遗产资源保护和

持续利用经济性项目），以及其伙伴测试

这些方法并开展了有关这些方法的有意义

的研究。

这些工具和它们的发现很少在影响政

策制定和农民生计的情况下使用。迫切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更好理解在日益

动态情况下的基因型偏好的含义。这些情

况特别包括：

●  市场全球化；

●  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

●  新流行性动物疾病的发生；

●  生物技术领域的发展；以及与《生

物多样性公约》相关的发展。

千年发展目标包括的全球消灭贫困

的努力也需要改善额外基因型对扶贫的

潜在贡献的理解，以改善动物遗产资源

计划的有利于贫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

下，支持机构创新和技术应用的研究也

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领域对于动物遗

产资源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且有重要的社

会经济范围。

动物遗产资源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

有许多原因，包括以下事实：测量种质

多样性对畜禽发展的益处不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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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引自 Drucker 等（2001）

表102

评估方法综述

评估方法 目的 对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的贡献

第一组：确定品种实际经济重要性的方法（政策制定者和育种者以及一些农民最感兴趣的问题）

积累需求和供给 鉴别品种对社会的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农场和农户剖面 鉴别品种对社会的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积累的生产力模型 按品种确定农民的净回报率。 在多项有限投入物条件下，证明某个品种

的经济重要性。

知识产权和合同 为动物遗传资源收益率创造共享的 为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筹集资金和激励政策。

“公平和平等”市场和支持。

应急评估方法 I 按品种确定农民的特性价值偏好和净 证明某一品种的经济重要性。

（例如：二分式选择、 回报率。

紧急排序、选择试验）

市场份额 I 给出某一品种的当前市场价值。 证明某一品种的经济重要性。

第二组：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成本和收益率和为农民的参与制定目标的方法（政策制定者和农民最

感兴趣的问题）

应急评估方法 II 鉴别社会是否愿意为动物遗传资源保 定义经证明的最大经济保护成本。

(例如：二分式选择、 护支付资金（WTP）。鉴别农民是否愿

紧急排序、选择试验） 意接受（WTA）因饲养本地动物遗传

资源而不是外来品种的补偿金。

避免生产损失 给出没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条件下的 至少在这个级别证明保护计划成本。

潜在生产损失的量值范围。

机遇成本 鉴别维护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的成本。 定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机遇成本。

市场份额 II 展示某一品种的当前市场价值。 证明保护计划的成本。

最低成本 鉴别动物遗传资源保护的高效计划。 定义保护计划的最低成本。

安全最低标准 评价涉及维护最低可行畜群的利弊。 定义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划的机遇成本。

第三组：设置动物遗传资源育种计划的重点方法（农民和育种者最感兴趣的问题）

育种计划的评估 鉴别种畜改良的净经济利益。 使保护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遗传生产功能 鉴别种畜改良的净经济利益.. 使保护的动物遗传资源的预期经济利益最大化。

特征方法（Hedonic） 鉴别特性价值。 评估与动物遗传资源损失相关的潜在损失。

理解品种偏好。

农场模拟模型 模型改善了农场经济的动物特性。 使保护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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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经济分析的数据可用性十分有限；

以及家畜的非市场价值是重要的考虑

因素 __ 要获得这样的数据常常需要对

所使用的经济技术进行改良，这可以

在参加和快速农村评估方法相结合中

使用。

除了这些困难以外，有一整套其他经

济领域的分析技术可以适用与实施这样的

分析。Drucker 等（2001）综述了这些方

法。在它们可能使用的实践目的的基础

上，Drucker 等将这些方法大体分类成3组

（非相互排斥）。

●  第一组） 确定濒危品种的实际经济

重要性；

●  第二组） 确定动物遗传资源保护计

划的成本和效益以及为参与农民制

定目标；

●  第三组） 动物遗传资源计划中重点

的设置。

许多这些方法有明显的概念缺点和集

约数据要求（预知详细描述请参见

Drucker等，2001）。但是，人们可以看到

它们产生放在市场、非市场有用的估计价

值，以及对设计育种和保护策略有用的潜

在品种属性类型有用的估计价值。以下一

章将概述这些方法。目标既是展示这些方

法的潜在用途，又是提供本地动物遗传资

源经济重要性方面的信息（不可避免地具

有地区特异性）。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展

示了一系列特殊的研究，并举例说明了各

种工具的应用。许多发现给出了在研的生

产系统内特别本地畜禽品种的内在有用价

值。在每一个章节的开始重点地突出了结

论。更详细的综述可以在 D r u c k e r 等

（2005）的文献中找到；Zambrano 等

（2005）提供了这个领域的解释性参考

文献。

3   经济方法在动物遗传资源管理

  
 中的应用

以下案例是在表102所列分类标准的

情况下向大家展示的。

3.1 畜禽遗传资源对农民的价值 7

●  适应性特性和非收入功能形成了

本地品种动物对畜禽饲养者的总价值的重

要组成部分。

●  常规生产力评估标准对评估生存

畜禽生产是不够的，趋向于高估了品种替

换的益处。

Tano等（2003）和Scarpa等（2003a；

2003b）使用了所叙述的选择试验（CE）

来评估畜禽本地品种所表达的基因型特

性。据报道，对于畜禽饲养者来说，适应

性特征和非收入功能形成了该动物的总

体价值。例如，在西非由Tano等（2003）

所进行一项研究中，人们发现与品种改

良计划的目标相一致的最重要的特性是

抗病性、适宜役用和繁殖性能。牛肉和牛

奶生产的重要性次之。这些研究的结果

也表明，可以调查目前畜禽群体尚未广

泛承认的遗传确定特性的价值，但是遗

7 使用第一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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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确定特性是育种和保护计划的理想候

选项（例如抗病性）。

Karugia 等（2001）使用了一个涉及

全国和农场水平的累计需求和供应方法。

他们争论称，由于忽略了补贴的好处，忽

略了管理所增加的成本，例如兽医支持服

务，以及与本地基因型损失相关的较高风

险和社会环境成本，杂交育种计划的常规

经济评估方法过高地估计了它们的益处。

在肯尼亚乳牛场的应用中，试验结果建

议，在国家水平，杂交育种对社会福利起

到了全面积极的影响（以消费者／生产者

剩余测量为基础），尽管考虑的重要社会

成本组成部分大大地降低了净利润率。但

是，农场水平的生产性能在使用外国品种

替换本地瘤牛的“传统的”生产系统的情

况下得到了一些提高。

比较不同基因型（本地山羊与国外杂

交山羊品种）的生产性能，Ayalew 等

（2003）获得了类似的结论。在许多生产

系统中的产肉和产奶特性的第二重要性使

这些作者争论不休，评估生产力的常规标

准对于生存型畜禽生产系统是不足够的，

因为：

●  他们不能捕捉畜禽的非营销利益；

●  单一限制性投入物的核心概念对

于生存型畜禽生产是不适宜的，因为多种

限制性投入物（畜禽、劳力、土地）涉及

到生产过程中。

在埃塞俄比亚东部高原，该研究涉

及到评估生存型山羊生产的累计生产力模

型的使用。结果表明，与传统管理方法相

比较，使用改良管理方法的本地山羊羊群

产生了明显较高的净经济利益，这就对本

地畜禽不能充分地对管理水平的改善作出

回应的流行说法提出了挑战。进而表明，

在考虑的生产系统的生存模式下，杂交品

种山羊比本地山羊品种更有生产力和更有

利可图前提是错误的。因此，这个模型不

仅强调了本地动物遗传资源对农民的价

值，而且也为建议健康改良干预提供了更

实际的平台。

3.2 保护的成本和利益 8

●  当与当前向商业家畜界提供的补

贴额和保护利益相比较时，原位

品种保护计划的实施成本可以相

对较少。但是，存在少数这样的保

护项目，甚至当本地品种的价值

被认识和实施支持机制的地方，也

可鉴别出许多缺点。

●  有关畜禽异地（冷冻）保存的成

本和利益方面，类似工作仍然非常

有限。但是，在技术可行能够将畜

禽物种的冷冻保存和再生的成本

降到与植物物种的冷冻保存和再

生的成本相同水平的情况下，将证

实广泛保护的努力的经济基础。

原地保存（in situ conservation）

Cicia等（2003）的文献表明，可以使

用一个说明偏好探索的二分式选择来估计

建立受威胁的意大利 Pentro 马的保护计

8 使用第二组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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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利益。可以使用一个生物经济模型来

估计与保护相关的成本，然后再实现一

个成本－效益分析。效益估计是以社会

是否愿意为保护支付费用为基础的，因

此，可能与这种特殊情况的生存价值相

关。结果不仅表明了与建议的保护活动

（效益 /成本比大于2.9）相关的大量正面

净现实价值，而且表明，这种方法对参与

增加动物濒危品种的稀少资金分配政策

制定者是一个有用的决策支持工具。

Drucker 和 Anderson（2004）也发现

了与保护相关的大量净现有价值。作为墨

西哥Yucatan地区濒危的Box Keken猪案

例研究的一部分，使用了一系列评估方法

且进行了关键性评估（表103）。该表中的

两种技术的缺点是，它们不是以消费者剩

余测量方法为基础，即在品种损失的情况

下，没有计算价格变化和替换可能性。尽

管鉴别的缺点和价值只能进行大约估计的

事实，这项研究表明，保护的利益明显超

过这种情况的成本。

甚至在本地品种的价值已经被认可

和实施支持机制的地区，也可以鉴别明

显的失败。在畜禽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

及其它们在欧盟的潜在成本的检查中，

Signorello Pappalardo（2003） 报道称，根

据《FAO世界红色警告名单》许多濒危品

种不在支持支付之列，因为它们没有出现

在国家的农村发展计划中。进而。该结果

表明，在支付支持款项的地方，他们没有

考虑不同品种所面临的不同濒危危险等

级。进而，不充分的支付水平意味着稀有

本地品种的支付仍然无利可图。理想地

说，支持支付应该设置成能够反映社会愿

意为保护措施支付费用，但是，这不是通

常的情况，也不总是需要保证利润率。

在一些 Drucker（2006）描述的案

例研究中，尽管保护成本已经显示属实，

缺乏足够的激励，本地品种保护还相对较

少。 根据安全最低标准（SMS）文献，这

个试验所使用的框架假设只需要维持品种

的最低生存群体，就能够维护本地畜禽品

种保护的利益。一般来说，实施安全最低

标准（SMS）的成本由维护本地品种而不

是外来和杂交品种的机遇成本（如果存在

的话）组成。此外，保护计划的行政和技

表103

在一系列评估方法条件下的保护利益和成本——Box Keken 猪案例（墨西哥Yucatan地区）

评估方法 保护措施和持续利用利益 保护成本措施

US$/年.       US$/年.

市场份额 US$490 000

避免生产损失（仅Yucatan 州） US$1.1 百万

应急评估（消费者品味试验） US$1.3 百万

应急评估（生产商选择试验）

和最小成本 / 机遇成本方法 US$2 500～3 500
资料来源: Drucker and Anderson（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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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支持成本也需要计算在内。基于安全

最低标准（SMS）等于“不濒危”的FAO

测量值，即大约 1000头繁殖动物，使用

经济案例研究的数据（意大利和墨西哥）

获得了经验成本估计值。当这两个数值

与畜牧界当前提供的补贴额（低于补贴

总额的 1%）和保护利益（利益 / 成本比

大于2.9） 进行比较时，结果支持了实施

安全最低标准（SMS）的成本较低的假

设（取决于物种 /品种和地点，这些数值

界于每年 3000～425000 欧元之间）。在

发展中国家，成本被证明是最低的，在

估计的当今存在的70%的畜禽品种在丧

失的危险也最高的发展中国家的条件下，

这就非常振奋人心，（Rege 和 Gibson，

2003）。

然而，需要确定安全最低标准（SMS）

成本所需组成部分的更粗略数量估计，需

要在应用实践之前实施。这样的经济评估

值需要既包括所考虑的整个品种 / 物种的

数量，又要包括保证尽可能多地考虑组成

它们总体经济价值的各项因素。

移地保护

有关畜禽的异地（冷冻）保护的成本

和利益的类似工作十分有限，没有畜禽

冷冻保护技术那么多，虽然进步的步伐

非常迅猛，仍然在少数物种中发展十分

完善。然而，Gollin 和 Evenson（2003）

争论称，假设技术可行性使畜禽物种的

冷冻保护和再生成本降到与植物物种的

冷冻保护和再生成本相同的水平，“无疑

经济性将证明可以实施广泛的保护努力”

（看来概率选择价值要比保护成本高得

多）。

3.3 制定农民参与就地品种保护的

目标 9

●  原地保护计划在动物遗传资源保

护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  农业特性在确定农民品种偏好差

异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种额外信

息对设计成本效益保护计划有用。

Wollny（2003）争论称，需要采取以

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方法，这样可以在通过

动物遗传资源保护实现改善粮食安全和扶

贫的策略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

因为，本地畜禽群体的利用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社区决策和实施适宜的育种策略的

能力。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管

理对扶贫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FAO，

2003）。

在作物的情况下，Meng（1997）建

议，保护计划应该制定目标让那些最可

能继续保存本地品种的农户参加。因为

这些农户将不用费很大力气就能参与保

护计划，可以鉴别一个“最低成本”计

划。因此，一个原地保护计划的成本可

表达成，需要将这些品种的相对优点提

高到高于竞争性品种、竞争性物种或非

农场活动的优点的成本。一个相对较少

的投资就足以维持它们特殊农作系统中

的优点。

9 使用第二组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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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将这种鉴别低成本保护策略

的概念性方法应用到估计墨西哥 creole

猪保护成本（S c a r p a  等，2 0 0 3 b；

Drucker   和 Anderson，2004）和埃塞

俄比亚 Boran 牛的保护成本中（Zander

等，即将发表）。

Scarpa 等（2003b）表明，对于墨西

哥 creole 猪，农户的相应年龄、教育年

份、农户大小和有经济活动农户成员数

量在解释品种特性偏好方面是重要的因

素。与外国品种和它们的杂交品种相比，

年纪较轻、受教育较少和收入较低的农

户对于本地仔猪的属性给予相对较高的

价值（Drucker 和 Anderson，2004）。

Pattison's（2002）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

这些研究结果。在将 creole 猪的群体扩

大到 FAO分类系统认为“不濒危”的可

持续群体大小的实施十年保护计划的情

况下，该发现表明，不太富裕的小农户

将需要低水平补贴或甚至（占案例的

65%）根本不需要补贴。这一系列研究的

前提是，农场遗传资源多样性的继续保

护可在社会和农民都维护遗传资源多样

性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地区获得了最大的

经济效益。

Mendelsohn（2003）争论称，私

人（农民）与公众价值之间存在着歧异，

保护必须首先证明为什么社会愿意支付

明显“无利润”的动物遗传资源的理由，

然后必须设计能有效保护社会财富的保

护计划。

3.4 畜禽保护计划的重点设置 10

●  保护政策需要促进高效率的策略，

并能通过开发“Weitzman-类型”

的支持决策工具实现这种高效率的

策略。这样的工具允许在许多品种

中拨发费用预算，这样可以使保护

品种之间的所期待的多样性最大化。

Simianer等（2003）和 Reist-Marti等

（2003）（插文 104）提供了有关动物遗传

资源领域的支持决策工具的概念开发的少

数案例之一。承认目前濒危的本地畜禽品

种的数量巨大，也承认在有限保护预算的

前提下，并非所有的品种都能够保存下来

这个事实，研制了在品种集中的费用预算

拨发框架，这样可使保护品种之间的所期

待的多样性最大化。借鉴 W e i t z m a n

（1993）的方法，有争论称，保护方案的

理想标准是将所期待的品种集的总体利

用效率最大化，它是多样性、灭绝概率

和品种保护成本的一个加权总和值。借

鉴第二组，目前要求评估方法用作估计

保护成本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在采用

一种生计而不是一种保护成本方法的情

况下，可以使用第一组的方法。这种方

法和原来 Weitzman 的研究都使用了以

遗传距离为基础的多样性测量方法。但

是，值得注意的是，也可以使用多样性

的替换选择措施，例如，既包括品种间

多样性又包括品种内多样性的测量方法

（Ollivier和Foully，2005），或利用以某

些品种独特特性存在为基础的利用功能

1 0 使用第二组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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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的测量方法（欲知植物遗传资源

的解释请参见 B r o c k 和 X e p a p a d e a s

（2003））。品种应该保护的各种含义可能

又很大差异，取决于多样性指数的构成

以及保护计划的总体目标（遗传资源本

身的保护、使保护的独特特性的数量最

大化，或使保护的畜禽多样性对生计的

贡献最大化）。在这样的模型得到充分说

明和拥有关键参数的基础数据的地区

（目前缺乏保护成本和对生计的利益或贡

献），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将该框架应用于

合理决策。

3.5 畜禽育种策略的重点设置 11

●  经济分析显示了使用遗传选择的

贡献量级来提高生产，例如使用

选择指数。

●  不仅需要经济目标的，而且需要

包括可预见的甚至不可预见的将

来需要的各种方法。

●  特征方法对于评估某些属性或特

性与动物或畜产品价值的重要性

是有用的，包括它们对选择策略

的影响。

育种计划长期用选择指数作为畜禽多

特性选择的工具。例如，Mitchel l 等，

（1982）通过确定遗传力重要特性和分离

遗传贡献对改良的生产性能的影响在英国

测量了猪改良的遗传贡献值。通过用线性

回归技术长期比较控制和改良小组，发现

收益率很高，该地区的年成本为2百万英

镑而年收益为1亿英镑。据估计，商品生

产中杂交育种的使用贡献了大约每年

1600英镑。在高投入管理条件下，建立了

几个物种的农场水平模拟模型，同时也注

重了对遗传性状增益的测定。

在遗传生产功能模型的可选择价值重

要性的情况下，Smith（1985）争论称，

基于经济目标的当前集的遗传选择在跨时

的情况下是次优的。相反，在对将来需

求不确定性情况下，选择应该“迎合可

预见的甚至不可预见的将来需要”

（Smith，1985，p.411）。特别是，由于暂

时市场的需求和 /或生产条件的原因（例

如，市场或分级要求、胴体或产品组成、

对当前饲养条件的特殊行为适应），Smith

（1984）主张贮存目前尚无经济理想特性

的畜禽，

通过使用特征方法，J a b b a r 等，

（1998）表明，在尼日利亚，虽然仅仅因

为品种而存在的一些价格差异，大多数

价格差异是因为这些变量在一个品种动

物之间存在着体高和胸围的差异。由于

动物的类型或交易月份而形成的差异也

比由于品种而产生的差异要大。Jabbar

和 Diedhiou（2003）表明，用来确定畜

禽饲养者的育种实践和尼日利亚西南地

区的品种偏好程度的特征方法证实了有

一种强烈的避开抗锥虫品种的趋向。在

加拿大阿尔伯达省，Richards和 Jeffrey

（1995）鉴别了乳用公牛的相应生产和

类型特性的价值。预测了特征评估模

型，该模型可以预测精液价格，作为一1 1 使用第三组的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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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黑白花公牛的个体生产和长寿特性的

函数。

3.6 总体政策分析方法的开发 12

当前动物遗传资源多样性损失的快

迅猛速度是许多潜在因素的结果。在一

些情况下，生产系统和消费者偏好的变

化反映了发展中经济和市场的自然演变；

而在另一些情况下，由于本地、国家和国

际政策的影响，生产系统、品种选择和消

费者偏好受到了歪曲。宏观经济干预导

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例如，汇率和利润

率）；法规性和定价政策（例如，税收、价

格控制、市场和贸易法规）导致了这种歪

曲的形成；投资政策（例如，基础设施开

发）导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以及体制政

策（例如，土地所有权、遗传资源产权）

导致了这种歪曲的形成。在政策因素对

动物遗传资源的影响在广义上容易分辨

的同时，我们却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知

之甚少。

4  政策含义和将来的研究

以上研究显示，不仅有一系列可以

使用的方法来评估畜禽饲养者品种 /特

性偏好，而且实际上可以使用这些方

法来设计解决目前本地品种边缘化的

趋势的政策。（Drucker 和 Anderson，

2004）：

12 潜在地使用第二组以及第一组的评估方法。

●  承认畜禽饲养者将重点放在适应

特性和非收入功能，以及在育种

计划中需要考虑这些因素；

●  鉴别那些重点参与成本效益多样

性最大化保护计划的品种；

●  对比大效益非畜禽饲养者列入品

种保护计划所涉及的成本。

但是，正如近期在畜禽遗传资源经济

评估所获得的进展已经理顺了一些（不是

所有的方法）方法 / 分析限制因素那样，

数据可用性问题已经变得比较关键。数据

要求意味着特别需要做到以下方面：

●  测量品种的生产性能参数；

●  给实际和潜在育种系统定性；

●  在不同生产系统条件下，鉴别本地

品种的使用和农民对本地品种特

性的偏好（包括农民给特异市场 /

非市场特性和他们愿意给特性之间

的利弊所给出的价值），以及影响这

些因素和使用替代品种的动力；

●  鉴别影响畜禽需求和价格的因素，

包括政策—诱导的变化对农业商

品（例如牧草 /作物）价格的影响，

以及在使用不同品种的情况下，外

部（例如兽医服务）投入物的成本；

●  使用一种事前分析（exante analysis）

方法，测量使用替代品种对生计的

影响，同时测量实施的限制因素以

及潜在获取 / 推广机制；

●  考虑以下因素的作用，例如土地

所有权、农业潜在因素、人口密度、

市场准入和一体化、执照申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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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税收体制、贷款和推广计划和

教育等；

●  改善对以研究和开发为目的的畜禽

种质资源继续获取和贸易的重要

性的理解，同时改善对动物遗传资

源研究而引发的成本和利益问题

的性质的理解。

除国家水平的畜禽生产数据极度丰富

外，这样的信息都局限在主要品种，且大多

忽略了对重要非市场的贡献。发展中国家

的本地品种信息极度稀少。有一些性项目，

例如FAO的畜禽多样性信息系统（DAD-IS）

和国际家畜研究中心（ILRI）最近建立的畜

禽遗传资源信息系统（DAGRIS）都正在

支持国家水平的计划。

目前的挑战是在改良农场动物遗传

资源保护和持续利用中提高经济分析重

要作用的意识。必须增强国家的能力，

以使各国能够应用相关的方法 / 决策工

具，并将它们并入更宽的国家畜牧发展

过程。这样，可以将动物遗传资源的经

济性的进一步工作（包括动态系统演变

情况和与其他农业生物多样性组分的一

体化），这样在适宜激励机制的后来设

计中，才能使科研成果能够使农民积极

获益并支持国家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

工作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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