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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
及空间溢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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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进行测度，明晰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为实现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

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方法】基于2004—2016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省际数据，在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测度

的基础上，引入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考察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溢出性。

【结果】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特征，即粮食主产区各地区农业碳排放量不仅受到来自本

地区农业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还会受到其他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考虑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粮食

生产技术效率、城镇化水平和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均对农业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抑制作用（P<0.01，下同），农业发展水平

和农业开放度对农业碳排放量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P>0.1）。【建议】为更

好地促进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减排，政府应强化农技推广和投入，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制定合理政策适

度推动城镇化发展，发挥城镇化对农业碳减排的正向作用；鼓励农业资源调整和重组，推动农业产业集聚；加强地区

间合作交流，推进低碳农业平衡发展。

关键词：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空间自相关；空间溢出性；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S51；F326.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1191（2019）07-1632-08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spatial spillover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China’s major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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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Measuring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in China，clarify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Method】Based on the interprovincial data of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from 2004 to 2016，this paper measure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by introducing the spatial auto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 and spatial panel measurement model to explo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its spatial spillovers.【Result】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n obvious spatial correlation could be found in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 of China. Th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all major grain producing
areas were not only directly affected by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from local，but also affected by other regional agricul-
tural carbon emissions. Conside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grain production efficiency，urbanization level and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level all significantly inhibi-
ted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P<0.01，the same belo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level and agricultural openness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whil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agricul-
tural carbon emissions（P>0.1）.【Suggestion】In order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in the main grain
producing areas，the government should strengthe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motion and investment，realize carbon emi-
ssion reduction by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formulate reasonable policies to promote urbanization develop-
ment，play the positive role of cities and counties 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encourage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djust-
ment and restructuring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and build platforms to strengthen inter-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promote balanced low-carbo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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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研究意义】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加剧，碳排放已

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我国于2009年正式宣布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即到2020年单位国

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

45%；2014年底进一步提出，到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

排放强度比2005年下降60%~65%。在碳减排的巨

大压力下，农业作为碳排放的重要来源，受到我国政

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先后提出低碳农业、生态

循环农业等发展理念，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也持续

关注农业环境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生态

宜居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而农业碳排放作为衡

量农业生态的重要指标，必定会为生态环境的改善

贡献力量。我国是农业大国，粮食主产区在我国农

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统计资料显示，

2017年我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粮食总

产量的76.2%，粮食增产总量的95%均来自于粮食主

产区，较大的粮食产量使其成为我国农业碳排放重

要来源区域。因此，在加快碳减排步伐和不断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的双重背景下，研究我国粮食主产区

农业碳排放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探索农业生态化发

展、实现总体碳减排有重大意义。【前人研究进展】对

农业碳排放进行全面测算，明确其变化特点，是研究

农业碳减排问题的基础（何艳秋等，2018）。从研究

区域来看，大多数学者从全国层面出发，部分学者关

注一定区域内的农业碳排放问题，但涉及粮食主产

区的研究较少。在全国范围内，梁青青（2018）、韦沁

等（2018）分别对我国东中西部和南北区域的农业碳

排放进行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农业碳排放总

量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北方农业碳排放

量高于南方地区；陈炜等（2019）基于种植业生产过

程中的农用物资数据，测算了1997—2015年我国种

植业碳排放量，发现种植业碳排放增速呈现出明显

的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特征。有关区域性研究

方面，王兴等（2017）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对西南

地区农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其主要贡献因子进行了

研究；郭四代等（2018）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

Undersirable模型对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农业碳排

放总量和碳排放效率进行了评价。关于粮食主产

区，张军伟等（2018）运用空间面板随机前沿生产函

数模型对我国31个省（区）粮食生产过程中碳排放的

规模和强度进行了测算，指出粮食主产区碳减排潜

力高于主销区。除对农业碳排放测度外，部分学者

还通过进一步研究明晰了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

以制定针对性减排措施。陈银娥和陈薇（2018）、魏

玮等（2018）、赵爽等（2018）分别从农业机械化、技术

进步及低碳试点政策与农业碳排放相关性视角对农

业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较深入的研究，并得出一系

列具有现实意义的结论。【本研究切入点】在研究农

业碳排放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多从因素分解及因

素的相关性出发，鲜有考虑到空间效应对农业碳排

放的影响。对于牵涉到局限于某区域性的问题，忽

略区域间的空间相关性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有失偏

颇（Tobler，1970）。【拟解决的关键问题】从空间溢出

效应视角，在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测度

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区域农业碳排放

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粮食主产区农业碳减排政

策提供理论支撑。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 1 农业碳排放估算方法

本研究中农业碳排放主要聚焦于狭义的农业，

即水稻种植业。种植业碳排放包括农地间接碳排放

和农地直接碳排放。农地间接碳排放是指化肥、农

药、农膜、灌溉和农机使用等产生的碳排放；农地直

接碳排放一般是指水稻生产发育过程中产生的甲

烷，因为相对于其他农作物，水稻种植产生的温室气

体较多（田云等，2012）。本研究参考何艳秋等

（2018）的研究方法，构建各省区粮食主产区农业碳

排放量（C）的测算公式：

C=C间+C直 （1）

C间=ΣAi×Ei （2）

C直=ΣBi×Fi （3）

公式（2）中，C间表示农地间接碳排放量，Ai为

6类碳源因子分量，包括各省（区）化肥、农药、农膜、

柴油的使用量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和有效灌溉面

积；Ei是各类碳源的碳排放系数，参照West和Marland

（2002）、Dubey和Lal（2009）的计算方法，得出6类

碳源相应的排放系数分别为0.90、4.93、5.18和0.59

kg/kg及312.60和266.48 kg/ha。公式（3）中，C直表示

农地直接碳排放量，Bi为粮食主产区各省（区）水稻

种植面积，Fi为各省（区）水稻生长周期内的碳排放

系数。借鉴闵继胜和胡浩（2012）测算出的各省（区）

水稻生长的碳排放系数（表1），以此进行农地直接碳

排放量的计算。

1. 2 空间计量方法

为研究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及

空间溢出性，本研究选取空间计量模型进行影响效

果的测算。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包括空间滞后模型

王珧等：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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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lag model，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两种，SLM模型主要探讨某一地

区被解释变量受系统中的临近地区该变量的影响，

即空间溢出性，在分析中加入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

因子。而SEM模型强调相近地区有着相近的特征，

地区间可能产生的随机误差会对空间溢出效应产生

冲击，因此，SEM模型的空间依赖关系存在于扰动误

差项中。

农业碳排放的SLM模型为：

Yit=ρWYit+βi Xit+εit （4）

农业碳排放的SEM模型为：

Yit=βi Xit+φit（φit =λWφit+μit） （5）

式中，Yit为农业碳排放量，Xit为影响农业碳排放

的外生变量矩阵，W为n×kn×k的空间权重矩阵，i代

表区域，t代表时期，βi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ρ为空

间滞后系数，λ为空间误差系数，εit为随机误差项，φit

为空间自相关误差项，μit为误差项的空间自相关系

数。本研究借鉴张翠菊等（2016）的研究方法，运用

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agrange Multiplier）进行空间

计量模型选择，即拉格朗日乘数—滞后检验（LM

lag）的结果显著性优于拉格朗日乘数—误差检验

（LM error），且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滞后检验（R-

LM lag）也优于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误差检验（R-

LM error），则采用SLM模型；反之，则采用SEM模型。

1. 3 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1. 3. 1 变量说明 结合粮食主产区的特征，选取

以下6个变量作为影响农业碳排放的外生变量。（1）

粮食生产技术效率（TE）：考虑到粮食主产区各省

（区）以种植业为主，农业技术运用更多的体现在粮

食生产中，因此本研究选取粮食生产技术效率作为

外生变量，并借鉴高鸣和马铃（2015）的研究方法采

用EBM模型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进行测算。以粮

食总播种面积、种粮劳动力、化肥使用量、农药使用

量和机械总动力作为5个投入指标，以粮食总产量作

为产出指标。（2）城镇化水平（URB）：以城镇人口占

总人口的比重来表征城镇化水平。（3）产业结构

（IS）：以农业产值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中所占比值

作为产业结构的测度指标。（4）农业产业集聚水平

（AGG）：农业产业集聚是由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各

参与主体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有机集合，表现为在地

区空间上的高度集中。农业产业集聚水平采用区位

商的方法计算，具体公式为AGij=（Yij /Yj）/（Yi /Y），其

中，Yij为j地区农业生产总值，Yj为j 地区所有产业总

产值，Yi为全国农业总产值，Y为全国所有产业总产

值。（5）人均农业总产值（PE）：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农

业发展水平。通过不变价值的农业总产值除以总人

口数来计算。（6）农业开放度（OPE）：选取各省（区）

农业进出口实际总额与农业增加值的比值来衡量农

业开放度，其中，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用人民币对美

元的汇率进行换算。

1. 3. 2 数据来源 考虑到在2003年首次提出低碳

经济后我国才开始密集出台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初

步形成低碳法律基础和政策保障体系（胡川等，

2018），且结合粮食主产区各地区农业发展不平衡、

农业数据样本区间长度不充足的特点，本研究使用

2004—2016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数据计算出各变

量值。其中，农业碳排放、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城镇

化水平、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及人均农业总产值相关

数据均来自2004—201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

国农村统计年鉴》，农业开放度相关数据来自各年度

《中国农业年鉴》和中国农产品进出口月统计公告。

1. 4 统计分析

借助Geoda 1.6.0计算2004—2016年我国粮食主

产区农业碳排放量的全局Moran’s I指数，并绘制

Moran’s I散点图；使用Matlab 7.0对空间计量模型进

行估计，分析各外生变量值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

放的影响。

2 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
因素实证分析

2. 1 各省区农业碳排放量及外生变量值

根据1.1构建的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的测

算公式，计算得出2004—2016年粮食主产区各省（区）

的农业碳排放量（C）。从表2可看出，农业碳排放量

较高的为山东、河南和河北，较低的为吉林、辽宁和

内蒙古，且农业碳排放量较高和较低的省（区）在地

区域
Region
黑龙江 Heilongjiang
吉林 Jilin
辽宁 Liaoning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河北 Hebei
河南 Henan
山东 Shandong
江苏 Jiangsu
安徽 Anhui
江西 Jiangxi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四川 Sichuan

碳排放系数（g/m2）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

8.31
5.57
9.24
8.93
15.23
17.85
21.02
32.40
31.91
42.20
38.23
35.01
16.91

表 1 粮食主产区各省（区）水稻种植的碳排放系数
Table 1 Carbon emission coefficient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each province（region）of major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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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位置上均呈集中分布。因此，从数据资料来看，农

业碳排放存在一定的空间关联性。此外，根据外生

变量指标的计算方法对各外生变量值进行计算，表2

也给出了各变量值的均值。

2. 2 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

为判断空间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产

生的作用，首先要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一般用

Moran’s I来检验空间自相关性，其可揭示经济变量

的空间作用机制（Anselin，2003），空间自相关检验包

括全局空间相关性和局部空间相关性检验。从表3可

看出，全局Moran’s I指数均大于0，且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同时，标准化检验值（Z）均为正值且大部分超

过1.9600，表明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的空间分布

并非完全随机，而是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粮食主

产区农业碳排放的变迁会受到空间相关性因素的影

响，若忽略空间因素，将会失去模型估计的准确性。

为观察变量值在空间上的集聚情况，在全局空

间自相关性检验的基础上，绘制Moran’s I散点图，

进一步观察农业碳排放在空间分布的局域特性。由

于选取的时间跨度为13年，因此，为了更加简洁清楚

地理解农业碳排放在这段时间的空间分布，选用3年

（2004、2010和2016年）的分布情况进行观察分析。

由图1可看出，3个年份中大部分地区农业碳排放的

落点均在第一和第三象限，第一象限（HH）为高值聚

类区，表示农业碳排放量高的省区聚集在一起；第三

象限（LL）为低值聚类区，表示农业碳排放量相对低

的省区聚集在一起。位于HH象限和LL象限的省区

区域 Region
黑龙江 Heilongjiang
吉林 Jilin
辽宁 Liaoning
内蒙古 Inner Mongolia
河北 Hebei
河南 Henan
山东 Shandong
江苏 Jiangsu
安徽 Anhui
江西 Jiangxi
湖北 Hubei
湖南 Hunan
四川 Sichuan

C
367.590
260.470
264.714
245.708
607.551
788.399
793.698
533.952
502.913
351.166
509.411
476.095
373.806

TE
0.658
0.656
0.758
1.000
0.811
0.953
1.000
0.878
0.953
0.857
1.000
0.783
0.970

URB
0.559
0.532
0.619
0.543
0.444
0.389
0.495
0.586
0.432
0.444
0.495
0.441
0.406

IS
0.799
0.385
0.485
0.625
0.485
0.524
0.432
0.508
0.466
0.413
0.576
0.508
0.571

AGG
1.750
1.994
0.776
0.976
1.313
1.586
1.011
0.642
1.369
1.036
1.295
1.362
1.345

PE
0.452
0.653
0.280
0.376
0.332
0.340
0.360
0.301
0.248
0.193
0.326
0.302
0.263

OPE
0.217
0.341
1.193
0.125
0.254
0.127
1.500
0.783
0.194
0.079
0.126
0.081
0.084

表 2 2004—2016年我国粮食主产区各省（区）农业碳排放量
及外生变量值
Table 2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and exogenous vari-
ables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of each provice（region）
of China during 2004-2016

表 3 2004—2016年我国各省（区）农业碳排放量空间自相关
检验结果
Table 3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st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
ssions in each provice（region）of China during 2004-2016

*、**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0%或5%水平下显著
* and ** represented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estimation coefficient at
10% and 5% levels respectively

年份 Year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s I
0.2999**
0.3003**
0.2876**
0.2600**
0.3018**
0.2931**
0.2672**
0.2490**
0.2292*
0.2170*
0.2013*
0.1938*
0.1824*

Z（I）
2.2451
2.2371
2.1751
1.9952
2.2283
2.1720
2.0227
1.9226
1.8033
1.7368
1.6499
1.6175
1.5716

2004

-2.40 -1.50 -0.60 0.30 1.20 2.10

2.10

1.20

0.30

-0.60

-1.50

2.40

-2.30 -1.40 -0.50 0.40 1.30 2.20

2.20

1.30

0.40

-0.50

-1.40

2.30

2010

-2.80 -1.70 -0.60 0.50 1.60 2.70

2.70

1.60

0.50

-0.60

-1.70

2.80

2016

图 1 2004、2010和2016年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Moran’s I
散点图

Fig.1 Moran’s I scatter plot of agricultural carbon emissions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in 2004, 2010 and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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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粮食主产区所有省（区）的84.62%，表明粮食主产

区各省（区）间的农业碳排放存在空间相关性，即空

间溢出效应明显。因此，粮食主产区各地区农业碳

排放量不仅受到来自本地区农业碳排放的直接影

响，还会受到其他地区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2. 3 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空间计量分析结果

空间计量分析的关键是针对变量间的相互关

系确定合适模型，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可知，对

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的分析需要考虑空

间因素的影响。如表4所示，LM error和R-LM error

检验均满足1%的显著性检验（P<0.01），而LM lag和

R-Lm lag检验均不显著（P>0.01），因此，本研究采用

SEM模型。此外，进行Hausman检验得到统计量

16.25，对应的P为0.0125，小于0.05，即通过了5%的

显著性水平检验，拒绝原假设，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

进行分析。综上所述，固定效应下的空间误差模型

为最适合的空间计量模型。

借助Matlab 7.0对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同时

将普通回归的OLS估计结果和SLM模型估计结果也

列入表5中与SEM模型估计结果进行对比。从模型

的回归结果中可看出，无论是整体拟合优度还是对

数似然函数值，SEM模型均优于OLS模型和SLM

模型；且SEM模型的空间误差项系数λ显著为正，

说明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确实存在显著的空间溢

出性。

进一步对表5中SEM模型系数估计结果进行分

析，得知：

（1）粮食生产技术效率（TE）系数为负，且在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改进对

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的增加有显著抑制作用。

技术效率是指在既定各种投入要素的条件下，实现

最大产出的投入最小化能力（胡中应，2018）。而粮

食生产技术效率体现了决策单元在粮食生产过程中

对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对农业科技的有效运用及

规模经营。近年来，我国持续关注粮食主产区化肥、

农药用量问题，为达到化肥减量增效，采取了调优结

构、精准施肥及有机肥替代等措施，因此，粮食生产

技术效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碳排放量

的减少。

（2）城镇化水平（URB）系数为负，且在1%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城镇化水平对粮食主产区农业

碳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究其原因可能是，城

镇化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

移，农业劳动力逐渐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业

生产规模，有利于降低农地投入的碳排放；另一方

面，随着城镇化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城镇建设用地急

剧向农村扩展，导致农村耕地面积减少，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农业碳减排。2017年粮食主产区有6个

省（区）的城镇化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粮食主产

区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对抑制该地区农业碳排

放量的增加有着积极作用。

（3）产业结构（IS）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种植业是农业碳排放的主要来源，种植业所占

比重提高意味着更多化肥、农药、农膜等生产资料的

投入，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农业碳排放。但粮食主产

区内产业结构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不显著，其原因

可能是位于粮食主产区的各省（区）大多以种植业为

主，农地利用和水稻种植为该区域农业碳排放的长

期主导因素，短期内种植业结构的调整对总体农业

碳排放量影响不大。

（4）农业产业集聚水平（AGG）系数为负，且在

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农业产业集聚水平对粮

变量
Variable

TE

URB

IS

AGG

PE

OPE

ρ

λ

R2

Log-likehood

OLS
系数

Coefficient
-0.814***
（0.142）
-2.145***
（0.223）

0.007
（0.090）
-0.485***
（0.069）
0.684***
（0.027）
0.099***
（0.979）

0.619

t

-5.74

-9.63

0.08

-5.35

9.90

3.67

SLM
系数

Coefficient
-0.638***
（0.143）
-2.227***
（0.205）

0.101
（0.085）
-0.358***
（0.103）
0.521***
（0.110）
0.144***
（0.031）
7.418***
（1.829）

0.6346
12.4906

z

-4.45

-10.85

1.19

-3.48

4.72

4.60

4.06

SEM
系数

Coefficient
-0.672***
（0.151）
-2.306***
（0.212）

0.034
（0.077）
-0.374***
（0.110）
0.532***
（0.115）
0.153***
（0.033）

9.105***
（2.007）

0.6398
12.8303

z

-4.44

-10.88

0.44

-3.40

4.62

4.60

4.54

表 5 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回归结果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factors affecting agricultural car-
bon emissions in major grain producing regions

***表示估计系数在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
***represented significance of the estimation coefficient at 1%. The
numbers in parentheses were standard errors

检验方法
Testing method
LM lag（LM test no spatial lag）
R-LM lag（robust LM test no spatial lag）
LM error（LM test no spatial error）
R-LM error（robust LM test no spatial error）

检验值
Testing value

1.712
0.933

17.882
17.103

P

0.191
0.334
0.000
0.000

表 4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及估计
Table 4 Testing and estimation of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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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生

产能通过集聚产生投入要素的节约及生产效率的提

升，从而促进农业碳减排。农业产业集聚是农业规

模化经营的重要途径，尤其对于粮食主产区来说，农

业现代化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农地规模化

经营的进程。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及产业地理空间

集聚，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生产投入要素及专业技术

的共享，从而产生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降低农业碳

排放量。

（5）人均农业总产值（PE）系数为正，且在1%的

置信水平上显著，说明人均农业总产值对粮食主产

区农业碳排放有正向影响。人均农业总产值反映的

是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是农业碳排放的主

要因素。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仍位

于拐点左侧，伴随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环境的恶化。

粮食主产区亦是如此，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农业碳

排放持续增加。

（6）农业开放度（OPE）系数为正，且在1%的置

信水平上显著，说明粮食主产区农产品贸易的发展

增加了农业碳排放量。随着我国农产品进出口额的

增长，农产品贸易的发展会带动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和规模化，但也会带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当前粮食主产区大多数省（区）仍以农产品出口为

主，2016年粮食主产区有8个省（区）的农产品贸易表

现为贸易顺差。伴随着当前我国“三量齐增”现象的

出现，农产品供需结构失衡问题突出，农产品出口的

增加更是加大了粮食生产的压力；而且在当前农业

发展方式粗放和高度依赖资源能源的现实背景下，

农产品出口为了满足国际质量标准，有可能采取加

大要素和能源投入的方式，进而产生了更多的农业

碳排放。

3 讨论

关于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影响因素的研

究，与王兴等（2017）、何艳秋等（2018）的研究方法不

同，本研究首先通过空间自相关检验得知，粮食主产

区农业碳排放量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存在显著

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粮食主

产区农业碳排放量影响因素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更

具有准确性。

本研究结果表明，抑制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

量增长的因素包括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城镇化水平

和农业产业集聚，与程琳琳等（2018）、胡中应（2018）

的研究结果一致。促进农业碳排放量增长的因素包

括人均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开放度，人均农业总产值

是地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表现，对农业碳排放量

的促进作用在陈银娥和陈薇（2018）的研究中也得到

验证。但长期以来，粮食主产区在我国农业发展中

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是我国粮食供给的重要保

障，不能采取为了推进农业碳减排而放弃粮食主产

区农业增长的减排模式。可以预测，短期内农业经

济的持续发展仍然是该区域农业碳排放增加的主要

因素。产业结构因素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

不显著，该结果与程琳琳等（2018）对国家层面进行

研究的结果存在差异。

由此可见，与已有研究文献相比，从空间溢出

效应的视角对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量测度及其影

响因素的分析更具有针对性，得到的研究结论与粮

食主产区的实际情况较相符。此外，解决粮食主产

区农业碳排放问题的重点应考虑加大农业科技的投

入，调整城乡二元结构，通过发挥产业集聚带来的溢

出效应逐步实现粮食主产区农业碳减排。

4 建议

4. 1 强化农技推广与投入，逐步提高技术效率

本研究结果显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提升能

带来显著的减排作用。因此，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

提下，应继续依靠农业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注重

加强粮食主产区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建设，推广使

用高效节能减排的农业新机具，加大对粮食主产区

节能农用机械补贴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农户自愿的

基础上，逐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通过适度规模经营

改善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以此提高粮食生产技术效

率；加强对优质高产、抗病抗旱品种的培育，降低化

肥、农药、农膜等有害投入品的过度使用，通过农业

技术的不断创新提高农业生产资源配置效率，逐步

减少种植业由于农业物质投入所造成的农业碳

排放。

4. 2 协调好城乡发展关系，适度推进城镇化发展

由估计结果可知，城镇化的发展对粮食主产区

农业碳排放有显著抑制作用。因此，应强化城镇发

展对农户非农就业的带动作用，通过发展产业融合

增加农户就业机会。城镇化发展能加速技术创新、

知识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为农业科技发展和技

术人才的培养打下基础，通过农业科技的运用逐步

实现农业低碳化目标。同时，应制定合理的地区城

镇化发展对策，避免盲目追求城镇化率造成城市空

间过度扩展，要合理推进土地城镇化进程和农业布

王珧等：我国粮食主产区农业碳排放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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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优化的协调同步，发挥城镇化对农业碳减排的正

向作用。

4. 3 适度推动农业产业集聚，逐步实现规模经济

本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产业集聚与粮食主产区

农业碳排放呈负相关。应鼓励粮食主产区农业资源

的调整和重组，加快土地流转进程，促进土地规模化

经营，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加大劳动力市

场、生产投入要素及专业技术的共享机会，通过产生

技术外溢效应，实现农业碳减排。需要考虑的是，目

前粮食主产区农业产业集聚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

阶段，要避免纯粹依靠要素投入实现产业集聚，防止

要素拥挤导致农业碳排放回升，因此，需健全以农产

品消费而非生产为标准的农业碳减排责任机制，实

现产业集聚在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带来环境的

正外部性。

4. 4 加强地区间合作交流，共同推进农业低碳化

发展

通过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各省（区）农业碳排

放存在显著的空间依懒性，制定碳减排政策时如果

忽视这种空间交互作用有可能会降低政策实施效

果。因此，地区间应正视农业碳排放的空间交互作

用，及时关注邻近省（区）的农业碳减排政策及相关

影响因素的变动；不断加强各地区信息共享，实现技

术、投入要素及人力等外部溢出效应；通过合作交

流，推进地区间低碳农业的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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