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第 4 期
第 42 卷

( 总第 211 期)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No． 4，2017
General No． 211

Vol． 42

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研究
———基于莫桑比克农业调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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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维护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发展、保障经济社会稳定，是中国和莫桑比克两国面临的共同任务。文
章以国别研究为基础，以中国企业在莫桑比克投资的农业项目为调研对象，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公
司 +农户”的全产业链订单模式是目前中莫农业产能合作中最有效的方式。该模式既可利用莫桑比克低成
本的农业劳动力，也便于向莫桑比克推广中国有效的种植技术，增加当地农产品的产量，利于投资企业在后期
的加工和销售，从而促进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希望这一模式可以起到示范作用，带动国内相关
企业到非洲更多的国家进行农业产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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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背景

中非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2015 年 12 月 4 日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外交部长王毅、商务部长高虎城以及五十个中非合作论坛非洲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主管对外经贸事务
的部长、非盟委员会高级代表出席了第六届中非合作论坛。与会的许多非洲国家都期待与中国在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方面加强合作。加强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是非洲“2063 年愿景”中的重点发展方
向，是非洲急需发展，也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优先发展起来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国有自身发展
的经验，可以把适合非洲发展的经验介绍过去，帮助非洲走上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

目前，对于大多数非洲国家来说，急需解决的是粮食安全问题。非洲有 11． 7 亿公顷土地，开发不到
百分之三十，其中可灌溉的耕地面积就更少了。非洲农业生产能力低下，粮食不能自给，主要依赖国际
市场进口和国际援助，因此，历次中非合作论坛都把中非农业合作放在重中之重。过去六十多年里，中
国政府不断加大对非洲各国的农业援助，实施了一系列援助项目，如在当地兴修水利工程，建立农业示
范中心，培训农业技能，培育适合高产的种子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对非农业投资项目也不断增多，但
援助效果和对非农业投资项目均没有达到预期成效。在中非农业产能合作的推动下，中国将会继续帮
助非洲人民提高粮食生产能力，改进粮食的仓储、加工和运输能力，合理有效地利用非洲产出的粮食，帮
助非洲各国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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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动因

莫桑比克是农业国，76%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国土面积 79． 94 万平方公里，其中可耕地面积 3 600
万公顷，历史上曾经是农业大国，内战前粮食自足并出口。由于内战和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目前可耕地
面积仅有 600 万公顷，粮食需要进口，发展农业是莫桑比克政府的首选目标。

( 一) 莫桑比克政府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莫桑比克政府为了鼓励及有计划实施农业生产，于 2010 年 5 月批准了《莫桑比克农业发展战略规

划( 2011—2020) 》，为了有效实施农业发展战略规划，政府又于 2013 年 4 月批准了《莫桑比克国家农业
投资计划( 2013—2017) 》。随着政府新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的批准，农业发展战
略规划和国家农业投资计划也融入到了政府新五年规划中。新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了 2015—2019 年
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优先发展的事项，并规划了农业发展走廊，选定水稻、豆类、蔬菜( 球白菜、西红
柿、洋葱) 、木薯、家禽、黄牛 6 种优先发展的农产品。( 详见表 1)

表 1 莫桑比克农业发展走廊

走 廊 产 业 链

彭巴—利欣加走廊
土豆、小麦、豆类、①玉米、黄豆( 经济作物) 、果蔬、林业、棉花、芝
麻、家禽

纳卡拉走廊 木薯、玉米、棉花、芝麻、家禽、花生、果蔬、腰果、林业

赞比西河谷走廊 水稻、玉米、土豆、牛、山羊、果蔬、芝麻、棉花、家禽

贝拉走廊 玉米、小麦、果蔬、家禽、黄豆、水稻、芝麻、牛、甘蔗、林业

林波波走廊 水稻、果蔬、牛、家禽

马普托走廊 水稻、果蔬、牛、家禽

资料来源: 莫桑比克农业部发布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②

( 二) 莫桑比克粮食安全需要
由于受干旱、内战以及农业耕作技术落后等因素的影响，莫桑比克长期处于缺粮状态。自 1993 年

以来粮食实现了多年丰收。1996 年，玉米等粮食作物产量大丰收，达 138 万吨，比上年增长 23%，不仅
首次实现了粮食自给，而且首次实现了粮食的出口( 当年出口 2． 6 万吨玉米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
安哥拉) 。③近年来由于农业技术的落后，及战后人口的快速增长，莫桑比克每年面临近 300 万吨粮食的
缺口，2 400 多万人口中，至今有一半以上处于贫困线以下，慢性营养不良率一直高于 40% ( 详见表 2) ，
目前还没有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表 2 莫桑比克慢性营养不良率和食物不卫生率

指 标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慢性营养不良率( % ) 43 40 36 33 30

慢性食物不卫生率( % ) 23 22 20 18 16

资料来源: 莫桑比克农业部发布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④

( 三) 莫桑比克是传统农业国家
1980 年代，莫桑比克粮食自给率仅达 8%，年均缺粮上百万吨。1975—1994 年间，世界粮食计划署

对莫桑比克的粮援价值高达 5． 3 亿美元。莫桑比克是典型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 85%。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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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业生产以自给自足为主:由 4 268 585 农业经营单位组成，近 99%是家庭农户( 详见表 3) ，有 570 万
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占直接参加经济活动人数的 72%。

表 3 莫桑比克农户规模及数量

经营类型 数目 占比 /%

小型 4 222 639 98． 92

中型 45 320 1． 07

大型 626 0． 01

合计 4 268 585 100． 00

资料来源:莫桑比克农业部发布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⑤

莫桑比克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80 年代曾一度高达 44% ; 1990 年代以来，农业产值
的比重有所下降，2016 年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且农业产值基本保持 10%以上的增长率
( 详见表 4) 。

表 4 莫桑比克农业产值构成及年增长率

分类
年增长率( % )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I．农业 13． 5 13． 7 13． 9 14． 6 15． 4

1．粮食作物 11． 7 11． 9 12． 1 13． 3 14． 8

谷类 8． 9 10． 3 11． 0 11． 2 11． 5

豆类 11． 6 11． 7 12． 0 12． 7 15． 1

果蔬 9． 6 12． 1 13． 6 15． 6 16． 9

根茎植物 14． 7 15． 2 15． 5 15． 7 16． 3

2．经济作物 15． 3 15． 4 15． 6 15． 8 15． 9

II．畜牧业 9． 0 10． 5 11． 1 11． 3 12． 1

III．林业 4． 7 5． 3 7． 1 8． 6 9． 9

农业领域 11． 7 12． 0 12． 4 12． 9 13． 5

资料来源:莫桑比克农业部发布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⑥农业领域增长率
由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副业的增长率构成，但由于统计口径来源不同，渔业和副业的增长率不
在此表格内列出。
( 四) 莫桑比克土地租赁具有优势
莫桑比克共和国宪法规定，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土地的使用实行许可制度。土地许可分为土

地的使用许可和利用许可两种。土地许可依据莫桑比克政府第 19 /97 号法令( 《土地法》) 和第 66 /98
号法令( 《土地法条例》) 执行。土地的许可期限最多为 50 年，如果使用方提出申请，该期限可以再延长
同样时间。莫桑比克允许外资获得农业耕地承包经营权，租赁期限为 50 年，50 年以后可依申请延长。
由于莫桑比克目前粮食不能自给自足，约 50%依赖进口，因此政府鼓励外资企业投资开发农业项目，可
以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1 美元 /公顷 /年，甚至免费) 出租土地，但会对主要种植的农作物种类，以及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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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主要用于莫桑比克国内市场提出要求。
( 五) 莫桑比克农业发展潜力大
莫桑比克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业落后，主要受内战、自然灾害及管理不当等各种人为因素的影响。

莫桑比克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良好，可耕地面积达 3 600 多万公顷，已开发永久性耕地 600 万公顷，仅
占可耕地面积的 14%，有大量的闲置土地。全国拥有 10 块具有不同自然条件的生态区域，土地肥沃，
适合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气候条件也很好，年平均温度在 20—25 摄氏度左右，雨量充沛，农作物生产季
节长，具有良好的农业发展前景，发展潜力极大。

三、中莫农业产能合作项目调研分析

( 一) 联禾非洲公司水稻产能合作项目
联禾非洲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联禾非洲公司) 是湖北省禾丰粮油集团利用莫桑比克农业

技术示范中心平台，在莫桑比克进行水稻种植与加工较为成功的企业。该公司于 2012 年在莫桑比克首
都马普托市成立，2013 年在莫桑比克索法拉省的 BUZI 河沿岸整改水稻良田 1 000 公顷;另外还兴建了
日产 50吨的现代化大米加工厂一座，脱壳、抛光、色选等设备一应俱全，是莫桑比克少有的大规模大米加
工厂之一，还注册了品牌———“AAA”牌大米，主要销往索法拉省，少部分销到了首都马普托市场。

联禾非洲公司在莫桑比克的投资项目，得到了莫桑比克政府 CPI( INVESTMENT AND PROMOTION
CENTER) 部门认证通过，并与当地政府、农会、教会以及农户展开了多种多样的合作模式，提高了当地
民众水稻种植技术和经济收入。联禾非洲公司以 650 亩为单位成立农场，由 1 名国内的种田能手担任
农场主，再雇 10 名当地人进行田间管理，农场按承包经营方式运作，多产多得。同时，联禾非洲公司还
通过培训当地人掌握种植和农机驾驶维修技术，带动当地人承包公司田块，按照中国国内的组织和销售
模式，不仅为当地人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大幅度提高了当地人的收入。

( 二) 中非棉业公司棉花产能合作项目
中非棉业项目最早在马拉维启动，该项目将中国先进的棉花种植、田间管理和加工技术带入当地，

使当地棉花单产大幅提高，并延长了加工产业链，提升了产品附加值。2011 年，中非棉业公司看重莫桑
比克贝拉港口的优越地理位置，以及适宜棉花种植的自然条件，启动了中非棉业公司在莫桑比克的棉花
产能合作项目。项目地选择在莫桑比克的索法拉省，中非棉业公司全面承包了索法拉省的棉花种植，还
投资建立了棉花加工生产线。中非棉业公司采取“公司 +农户”的方式，为农户提供棉花种子、化肥、农
业和技术支持，在棉花收获之后从农户手中收购棉花，经过加工出口海外。经过四年的耕耘，中非棉业公
司在莫桑比克发展了近五万农户，种植面积最高达到 4 万公顷，成为莫桑比克排名第三的棉花外资企业。
中非棉业公司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给当地人带来了很多就业机会。他们采取互利共赢的模式，不仅为自
己赢得了较好的收益，也为当地农民培训了技术，提高了农作物产量，改善了农民生活水平，深受当地政府
支持和民众欢迎。

( 三) 中莫农业产能合作可持续发展模式
联禾非洲公司和中非棉业公司在莫桑比克的农业投资，都是采用“公司 +农户”的全产链投资模

式，在种植水稻和棉花的同时，进行水稻和棉花的加工和销售，生产过程则采用订单农业模式。订单农
业模式就是把前期企业已建设好的农田，以“农田承包到户”的形式承包出去，按照订单模式组织生产，
因为小农生产是最有效的，而小农生产所解决不了的规模经济效应，由投资企业外部提供，统一安排农
业机械租赁、统一技术指导，并且通过统一事前成本核算、产量保底、节约或超产分成、全部订价收购等
生产组织与管理方式，使小农生产的有效性与投资企业提供的外部规模经济结合在一起，有效解决了农
田承包者“资金投入能力有限、无法规模化加工、生产之后销售难”的困扰，从而使整个农场的效益与效
率达到最优。同时，也有效理顺了“农场所有者与农田承包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有利于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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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控制风险。
“公司 +农户”的全产业链订单模式是目前中莫农业产能合作中最有效的方式。该模式既可利用

莫桑比克低成本的农业劳动力，也可向莫桑比克推广中国有效的种植技术，带动当地农民一起种植;既
可以帮助当地农民脱贫，又可以增加当地农产品的产量，有利于企业在后期的加工和销售，从而使莫桑
比克的农民和中国投资的企业都获益，促进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可持续发展。

四、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经验分享

( 一) 利用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搭建农业投资平台
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是中国政府在非洲建立的第一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自 2010 年中莫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建成后，先后开展了水稻、玉米、棉花、大豆、芝麻等大田作物的试验示范，并在此平台上先后
引进湖北农垦、万宝、禾丰等企业进驻莫桑比克进行相关农业投资。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充分发挥平
台与载体作用，支持中国农业企业进入莫桑比克投资，而中国企业利用中莫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个平
台，可以有效利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前期培育的种子和在莫桑比克积累的人脉资源以及对市场的把握，
减少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培养快速进入莫桑比克市场的能力。如联禾非洲公司水稻合作项目前期的育种
试验，就是在中莫农业示范中心的支持下进行的，项目后期在莫桑比克索法拉省的 BUZI 河大面积种植水
稻时，中莫农业示范中心又安排机械修理人员对农场的农用机械设备进行维护和修理，从而保障水稻的大
面积种植。因此，利用农业示范中心平台可以推动中非农业产能合作，让更多的农业企业“走出去”。［1］

( 二) 争取中国和莫桑比克政府的协同支持
中莫农业产能合作项目一方面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也得到了莫桑比克政府的支持。中国

政府一直以来就重视对非农业项目，尤其是以企业为主体的对非农业投资。以在莫桑比克调研的中非棉业项
目为例，中非棉业公司是青岛瑞昌棉业有限公司、青岛汇富纺织有限公司及中非发展基金三方于 2009年共同
出资注册成立的有限公司，而中非发展基金是中国政府在 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的对非务实
合作 8项举措之一，该基金着力支持非洲破解基础设施滞后、人才不足、资金短缺三大发展瓶颈，加快非洲工
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帮助其实现自主可持续发展。中非发展基金以股权基金持股的方式进行资金支持，
积极支持中非棉业公司在莫桑比克、马拉维、赞比亚的棉业项目。同样，中非棉业产能合作项目也得到了莫桑
比克政府的支持，如对厂址的选择、中国相关物资进入莫桑比克的报关及物资快速提取、中国相关专家及人员
赴莫桑比克签证等相关事宜的支持。同时，项目前期，当地农业厅也派相关人员入驻项目地，帮助解决中非棉
业在投资与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使项目可以有序快速地推进。

( 三) 充分利用三方农业合作项目
2015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间，中国商务部和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签署了《关

于发展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同年 6 月商务部与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
会，在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莫桑比克农业与粮食安全部和比尔及
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关于莫桑比克农业三方合作框架》( 以下简称《合作框架》) 。

根据《合作框架》，在“莫方提出、莫方同意、莫方主导”的原则下，中方与盖茨基金会将依托中国援莫
农业示范中心，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合作，共同帮助莫桑比克实现农业发展、农民收入增长、营养改善等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三方合作涉及开展科学研究、农业和畜牧业技术示范推广、能力建设、当地小
农户对接、农产品加工、产业链搭建等具体活动，致力于帮助莫桑比克提高主粮生产率、促进畜禽类养殖产
业发展，从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改善营养状况和增强妇女权能。目前，此项目正通过中莫农业示范中心
及所引进的农业投资企业，在三方合作项目推进过程中，进一步带动中莫农业产能合作。

五、进一步推进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相关建议

在前期莫桑比克实地调研期间，接触到不同的投资主体在莫桑比克投资时所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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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是投资主体自身需要注意和解决的，有些则需要政府层面给予支持。为今后进一步推进中莫农业
产能合作，现就以上两个层面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关建议:

( 一) 农业投资与合作规模要适度
首先要综合调研农业用地租用成本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成本。当前，中国国内媒体及农业投

资项目推荐会，多以“非洲国家可耕地面积多，实际已开垦面积少”为亮点，鼓励中国企业到非洲进行大
面积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投资，却没有考虑非洲国家自身农业与市场需求的特点。事实上，大多数非洲国
家可耕地面积虽然多，但有灌溉系统的耕地面积却很少，且大多有灌溉系统的土地归私人农场所有。因
此，中国企业到莫桑比克进行农业投资所面临的农业基础设施环境与国内完全不同。莫桑比克农业用
地的租金极其便宜，但需要投入巨大的资金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如果初期贪图租金便宜
而租用大面积土地，就会影响其后续资金的投资。其次，要充分调研莫桑比克的市场需求问题。莫桑比
克粮食生产不能自给，是粮食进口国，但莫桑比克绝大多数的人口是贫困人口，对粮食消费的支付能力
较低。因此，中国企业投资莫桑比克农业时要针对可控的目标市场与客户群体，不能贪大。此外，莫桑
比克道路交通基础设施差，运输成本高昂。农业投资要着眼于莫桑比克某个区域的市场消费需求，最多
可扩大到莫桑比克邻国的市场消费需求。因此，对莫桑比克的农业投资与生产一定要和投资所在区域
及所在国的需求相匹配，进行适度规模的农业生产与加工。

( 二) 注重农机设备及技术的推广和应用
不管是政府的援莫农业项目，还是中国企业投资的农业项目都不能脱离实际，目标定位不能太高。

我们面对的莫桑比克受众体是文盲、半文盲，因而选择合适的技术进行传授是我们首要考虑的问题。技
术再先进，如果不适合受众体，也不能使莫桑比克百姓受益。尤其是中国政府援助莫桑比克的农业项目
更要考虑技术推广的适用性和可能性。其次，在农机设备的推广上，也要适合莫桑比克目前的生产水
平，应以小型农机设备为主。

( 三) 合理有效地使用援外资金推动中莫农业产能合作项目
农业生产周期长，而且对农业基础设施的依赖性强。莫桑比克基本上没有完善的农业基础设施，在

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中国企业对莫桑比克的农业投资。因此，援建莫桑比克的农业项目最好与已投资的
农业项目相配合或配套，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助力中国援非农业项目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在对莫桑比克
的农业援助中，应加大农业基础设施的援助，这样既可以有效改善莫桑比克农业基础设施差的状况，可
持续造福莫桑比克的百姓，也有利于中国农业企业在莫桑比克的可持续发展。

( 四) 建立非洲农业发展基金
农业在发达国家一直是一个高补贴的行业，我国的农业生产也是享受补贴的，尤其是农业保护补贴

( 农作物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资综合补贴) 和农机购置补贴，但是在非洲除了土地便宜外，
农业生产是没有任何补贴的。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缺乏，在非投资农业的企业不仅受不确定的天气因素
影响，前期还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灌溉系统等的基础设施修建及维护。因此，为了保障在莫桑比克及其
它非洲国家已有农业企业和将要去非洲投资农业企业的利益，国家应建立非洲农业发展基金，在企业遭
遇天气原因等变故而影响后续生产时，或由于前期基础设施投入太多影响后续投入生产时，由非洲农业
发展基金注入资金，保证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2］

( 五) 加大对非农业合作综合人才的培养
中国对非投资合作中，一直受到困扰的因素就是缺少既了解非洲又懂专业同时外语沟通能力强的

人才，在对非农业合作中，尤为明显。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国内的农业专家组都配有翻译人员，但翻译人
员大都不是农业专业出身，不能有效翻译农业专业术语。因此，需要加大对非农业合作综合性人才的培
养。南京农业大学每年都有针对非洲学生的培训，建议国内相关学校及研究机构建立非洲国家留学生
数据库，详细记录在中国接受培训的非洲国家留学生信息，方便企业在对非农业投资合作中寻找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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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者;其次，要加强在非工作人员的再培训，这些在非工作人员已有一定基础，通过短期再培训可以更
快更好地适应工作，而且，这些人员会成为中非农业合作中的潜在综合性人才;第三，从长远考虑，要加
强国内相关农学院综合人才培训机制，与企业形成互动，充分发挥学校和企业的各自优势，共同培养对
非农业投资所需要的综合性人才。校企双方互相支持、互相渗透、双向介入、资源互用、优势互补、利益
共享，才有利于对非农业综合人才的培养，实现对非农业合作的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才培养、项目合
作为纽带，注重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实现科研院所、高等学校与企业合作发展的“双赢”局面，不
仅是中莫农业产能合作的基础，也是中非农业合作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计和根本之策。［3］

注释:
①这里的豆类是指非洲的粮食作物，包括木豆、奶油豆、轭豆、青豆等。

②④⑤⑥参考莫桑比克农业部发布的《莫桑比克农业发展纲要( 2015—2019 ) 》，http: / /www． masa． gov． mz / images /stories /pdf_files / Julho_

2015 /programa_fortalecimento_sementes． pdf．

③参见《莫桑比克农业概况》，http: / /news． aweb． com． cn /2006 /11 /1 /1718599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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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ozambiqu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Mozambique

ZHANG Zhe， GAO Jun
(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China)

Abstract: Maintaining food security，promo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ensuring economic and so-
cial stability are the common tasks facing both China and Mozambique． Based on country study，with agricul-
tural projects inves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in Mozambique as the research objects，this paper draws the con-
clusion through field research that“company + farmers”whole industry chain order mode in Mozambique is
the most effective mode in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with Mozambique． This mode
can not only make use of the low-cost agricultural labor force of Mozambique，but also promote China’s effec-
tive planting techniques to Mozambique that can increase the output of local agricultural products，and benefit
the enterprises to accomplish later processing and sales so a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Mozambique． It is hoped that this model can play an exem-
plary role in leading domestic relevant enterprises to more African countries to make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Key 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pacity cooperation; industry chain; contract far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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