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1 年，法国地理学家简·戈特曼在他的著

作《城市群：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中第一次提

出了城市群的概念。按其标准，全球目前公认的有

六大城市群，分别是美国波士顿 - 纽约 - 华盛顿城

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东海道城市群、法

国巴黎城市群、英国伦敦城市群和以上海为中心的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和城镇

化建设的快速推进，我国大城市建设取得了快速发

展，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基础上，

先后又涌现出珠江三角洲、京津冀等大城市群。这

些大城市群一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商贸中心、金

融中心、工业中心或交通枢纽，政治、经济或文化

十分发达。作为经济产品和生活必需品之一的蔬

菜，虽对大城市群的 GDP 总量贡献不大，但其稳

定供应对大城市群持续、健康、全面发展极为重要。

1　上海城市群蔬菜供销现状及其与发
达国家的对比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第一大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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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业基地、国际公认的六大世界级城市群之

一，人口总量超过 1.7 亿（吴洋洋，2015）。在城镇�

化、工业化建设进程中，农用地和农业从业人口减

少、农业生产环境恶化等现实问题制约着蔬菜产业

的发展。蔬菜的稳定供应，适量的自给能力，不仅

关系居民的日常生活，更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健康与

稳定发展。因此，做好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

大城市群蔬菜稳定供应工作，不仅可为该地区经济

健康稳定的发展提供保障，也可为国内其他大城市

群建设过程中的民生工程提供参考。

1.1　上海城市群蔬菜生产现状及其与美国、日本

的差异

长三角地处长江入海之前的冲积平原，有山

地、丘陵和平原，可生产的蔬菜种类丰富、茬口

复杂，仅上海市不同区之间的蔬菜品种、茬口就

有较大差异。根据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设施园艺

研究所的调研结果，上海市蔬菜生产主要分布在崇

明县、奉贤、浦东、嘉定等 10 个区，大宗蔬菜在

每个区均有种植。由表 1 可知，2014 年上海市当

地生产的蔬菜有 13 个类型，涉及 60 多个种类，超

过 1�641 个品种，这是上海市政府和农业相关科研

工作者、生产者为满足上海市民多样的消费需求共

同努力的成果。但要在逾 9.33 万 hm2（140 万亩）

的土地上生产如此多类型、品种、茬口的蔬菜，每

种蔬菜每个批次的面积一般只有几亩，甚至不足一

大城市群蔬菜稳定供应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体系。本文从影响蔬菜稳定供应产业链的上游（生产）、中游（流通）

和下游（价格调控）等方面入手，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综述了我国大城市群蔬菜供销现状，

比较了与主要发达国家在蔬菜产销上运作方式的异同。提出政府应对蔬菜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布局和适度规模

化，并提供政策和财政支持，加快蔬菜产业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促进科技工作者在蔬菜行业不同领域的相

互合作，共同提高科技成果的综合利用与转化，以期为我国大城市群蔬菜的稳定供应提供理论支撑。

上海城市群蔬菜产销及其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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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除耕地外，基本都是依靠人工完成各项生产操

作，蔬菜采收后主要由农户自己简单处理后，通过

地头批发或去蔬菜集市批发的方式进入流通环节。

这也是我国目前蔬菜主要的生产组织形式。

仅占美国总人口 2% 的农民生产的农产品不仅

能满足美国人消费（杨兴龙，2005），而且其出口

额也占到了世界的 10.4%。但用于出口的主要是易

于机械化的资源密集型产品，如谷物、畜产品等；

而属于劳动密集型的蔬菜、水产品等，其进口额快

速增长（黄飞和雨晨，201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出美国在战略上不断优化农业结构，正视蔬菜稳

定生产以及供应的不易。同时，美国的蔬菜种类不

及我国丰富，其大宗蔬菜主要根据不同地区气候、

土壤条件，分片区、大规模、机械化、专业化生

产，从整地、播种、收获以及采后处理都实现了机

械化，部分环节已实现自动化、智能化。配以先进

的储运设施设备，在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可靠

的合同信用保障下，既解决了蔬菜周年均衡供应问

题，也保障了蔬菜生产者的收益。例如，全美花椰

菜�90%�左右由加利福尼亚州供应，茄子全部由佛

罗里达州和新泽西州供应（赵友森，2013；姚晓萍，

2014），这既能发挥各地区自然环境优势，又能提

高劳动生产率，有助于产品质量的监控与溯源。

日本的蔬菜生产与我国相似，以家庭种植为

基础，属小规模、集约化、精细耕作，但机械化

程度较高（表 2）。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日本的

蔬菜种植实行指定品种、指定产地、指定消费地的

计划式产销，每批次的生产面积虽不及美国，但仍

然具有一定规模，且是专业化生产（Viswanthan�&�

Piplani，2001；王安乐，2009）。同时，日本非常注

重先进技术在蔬菜生产上的应用及创新，以此弥补

劳动力的不足。目前，蔬菜生产除部分果菜类的采

收外，从播种、育苗、施肥直至收获、包装、上市

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并向高效、低油耗、自动化和

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严瑞珍，1983；卢凌霄和周应

恒，2007；李梅�等，2014）。

1.2　上海城市群蔬菜供应渠道及其与美国、日本

的差异

经过政府多年努力，上海虽实现了蔬菜的充足

供应和价格的相对稳定，菜农收益也得到一定保障

（孙雷，2011），但依然无法做到对市场供应的有

效掌控。由图 1 可知，国内蔬菜生产以散户种植为

表 1　2014 年上海市主要蔬菜种植情况

类型 种类
品种

数/个

面积 /hm2

（万亩）
类型 种类

品种

数/个

面积 /hm2

（万亩）
类型 种类

品种

数/个

面积 /hm2

（万亩）

瓜类 黄瓜 61 2�366.7（3.55） 菠菜 45 1�926.7（2.89） 胡萝卜 22 113.3（0.17）

冬瓜 18 586.7（0.88） 苋菜 29 2�260.0（3.39） 葱蒜类 细香葱 20 1�573.3（2.36）

金丝搅瓜 2 660.0（0.99） 蕹菜 30 1�040.0（1.56） 大葱 15 1�160.0（1.74）

丝瓜 25 706.7（1.06） 茼蒿 20 1�193.3（1.79） 大蒜 15 860.0（1.29）

南瓜 28 466.7（0.70） 油麦菜 25 926.7（1.39） 韭菜 40 1�486.7（2.23）

西葫芦 38 300.0（0.45） 金花菜（草头） 7 900.0（1.35） 韭葱 1 0.0（0.00）

瓠瓜 13 126.7（0.19） 荠菜 4 573.3（0.86） 洋葱 8 26.7（0.04）

苦瓜 17 93.3（0.14） 芫荽（香菜）20 433.3（0.65） 薯芋类 马铃薯 12 1�340.0（2.01）

甘蓝类 花椰菜 90 6�400.0（9.60） 落葵（木耳菜） 2 6.7（0.01） 芋 6 946.7（1.42）

甘蓝 90 5�780.0（8.67） 多年生蔬菜 芦笋 11 753.3（1.13） 山药 5 313.3（0.47）

青花菜 21 486.7（0.73） 茄果类 番茄 69 2�346.7（3.52） 香芋 1 53.3（0.08）

芥蓝 10 246.7（0.37） 茄子 52 1�913.3（2.87） 菊芋 1 6.7（0.01）

芥菜类 叶用芥菜 11 840.0（1.26） 辣椒 77 1�573.3（2.36） 特色蔬菜马兰 1 166.7（0.25）

茎用芥菜 2 60.0（0.09） 樱桃番茄 25 186.7（0.28） 菊花脑 1 20.0（0.03）

白菜类 小白菜（青菜）120 19�853.3（29.78） 豆类 菜用大豆 48 3�606.7（5.41） 紫背天葵 1 20.0（0.03）

大白菜 74 4�706.7（7.06） 蚕豆 17 3�026.7（4.54） 菜用枸杞 1 13.3（0.02）

乌塌菜 9 633.3（0.95） 豇豆 60 1�306.7（1.96） 人参菜 1 6.7（0.01）

菜薹 19 513.3（0.77） 扁豆 17 1�326.7（1.99） 水生蔬菜茭白 10 1�453.3（2.18）

绿叶菜 芹菜 60 3�106.7（4.66） 菜豆 40 1�120.0（1.68） 莲藕 10 326.7（0.49）

类 莴苣 48 2�220.0（3.33） 豌豆 15 633.3（0.95） 其他 1�153.3（1.73）

生菜 55 4�160.0（6.24） 根菜类 萝卜 46 1�120.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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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经由不同层次经销商到达消费者手中，与日本

供应渠道有相似之处，但日本蔬菜供应类似订单生

产。在国家相关政策有意引导下，国内的蔬菜生产

者趋向种植政府建议的种类，但更多则会自主根据

往年市场价格和种植经验选择品种，再由蔬菜经销

商根据市场近期需求及价格决定收购和销售的蔬菜

种类和数量。生产者与经销商，经销商与零售商或

消费者之间缺乏相对固定的合作关系，更像以市场

调节为主的投机行为。近年来，受蔬菜自给红线等

政策的影响，大城市城郊或周边市县出现了相对成

片的蔬菜规模化生产基地，主要为叶菜类，在品种、

上市时间、品质等方面随机性较大，无法做到发达

国家有计划、分批次、标准化种植。整理、清洗、

分级、包装、冷链储运等与蔬菜产品质量相关的保

障与追溯体系基本没有。

伴随蔬菜生产的区域化，美国蔬菜供应的专业

化和标准化相应形成。蔬菜销售主要有 3 种渠道：

一是大公司投资兴办的蔬菜产销一体化，自身完成

蔬菜产、供、销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二是蔬菜“合

同”联合体，菜农与蔬菜集配商、加工包装商、蔬

菜运销公司等以合同形式结成长期稳定的产销经济

联合体，是美国最主要的蔬菜产销联合经营形式；

表 2　美国、日本、长三角蔬菜设施设备现状

项目 美国 日本 长三角

种植方式 露地和设施种植并重 主要是连栋温室为主的设施种植 露地为主，钢架塑料大棚正在大力发展中

土壤准备 各马力拖拉机、各种犁具、秸秆粉碎

机等

中马力拖拉机、旋耕起垄机、田园管

理机等

各马力拖拉机、各种犁具

播种育苗

与移栽

真空穴盘播种机、滚筒播种机、覆膜

播种机、穴盘装填机、移栽机等

针式播种机、窝眼式直播机、半自动

移栽机、全自动移栽机、嫁接机

以人工播种育苗和移栽为主，工厂化育苗中

有少量机械化设备

中耕 适用于不同作物的各类型中耕机具 可变量施肥机、培土机 人工为主

病虫害防治 不同型号的喷雾机、喷雾器 环保型通用喷洒农药装置 小型手动喷雾器为主

采收 部分作物（如马铃薯、洋葱、番茄等）

大型侧牵引式联合收获机

小型自走式收获机（甘蓝）、搬运机 人工为主

注：资料主要来源于农业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

第三是蔬菜销售合作社，其特点是通过代购代销，

以收取产品售后利润返还的方式获得收益。3 种销

售形式的共同特点是蔬菜产品的标准化和质量追溯

体系。蔬菜从采收到上市，基本实现了处理的规范

化和流通的冷链化。一般程序：采收和田间包装→

预冷（有冰冷、水冷、气冷等）→清洗→杀菌→分

级包装→冷库→冷藏车运输（或批发站冷库）→自

选商场冷柜→消费者冰箱。为保证信誉，所有蔬

菜包装材料均印有蔬菜名称、等级、净重、农家姓

名、地址、电话等。由于处理及时得当，美国蔬菜

在加工运输环节的损耗率仅为 1%～2%（Starbird�&�

Hazard，2005；郑远，2008），极大降低了损耗成本。

在日本，首先政府对国内蔬菜生产现状包括蔬

菜产区的自然条件、特点、优势、蔬菜生产面积、

生产设施设备、生产技能等进行了全面可靠的调

研，又调查了蔬菜近 30 年的供应情况，结合大中

城市每年、月、周、日每种蔬菜的需求量（包括品

种），制定出各类品种的蔬菜生产、销售预测；其

次，政府根据调研报告为各大中城市指定了相应蔬

菜的生产基地，并根据当地自然和交通情况，在建

设基地时对基地每年生产蔬菜的数量、品种、供应

量都作了具体明确的规定；再次，日本利用批发市

场将蔬菜生产与消费紧密相连。日本利用发达的铁

路、高速公路和航空运输网络系统，对农产品集中

分级、包装，依靠“集送中心”配套的现代化仓库

和冷藏设备，组建全国性统一市场，将生鲜农产品

的统筹生产与消费衔接。日本的批发市场有两类：

一是适应全国性流通而建立起来的中央批发市场；

二是适应地方小范围流通而设置的地方批发市场。

批发市场把建筑物出租给批发公司。每个批发市场

有 2～6 个批发公司，每个批发公司固定联系上百

图 1　上海蔬菜的主要流通链

主产地批发市场

本地 销地批发市场

餐饮行业

菜市场、社区菜店

专业配送公司

超市

家庭

主产地 中批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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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经纪人，每个经纪人固定联系一定数量的零售

商，形成了一个农产品销售网络。当蔬菜采收上市

时，规模小、零星分散的农产品被各级销售组织汇

集到大型销售团体或更大的“集送中心”，并对农

产品实行机械化和流水作业式的质量卫生检验、清

洗、分级和包装，然后转送到批发市场，经批发公

司转售给经纪人。经纪人按各零售商委托购买的农

产品数量、品种及价格，每天凌晨三四点到批发市

场通过拍买的方式采购，并在当天上午把采购的农

产品分送到联系的各个零售商店，保证了生鲜农产

品的鲜度（周平，1982；严瑞珍，1983；张京卫，

2008）。

1.3　上海城市群蔬菜价格形成机制

根据从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获得的数据，

2012～2015 年番茄年均批发价由 3.55 元·kg-1 提

高到 4.16 元·kg-1，平均批发价在 1.67～5.71 元·

kg-1，总体上看，冬春季价格普遍高于夏季（图 2）。

由图 3 可知，2012～2015 年小白菜（青菜）年均批

发价由 2.25 元·kg-1 涨到 3.01 元·kg-1，批发价在

1.33～5.15 元·kg-1，一般在夏季高温或过节时出现

短时间高价。但不论是可全国调运的番茄，还是就

近生产供应的青菜，市场价格波动都较大，尤其是

青菜。从总体上看，在设施生产已超过50%的上海，

天气仍是影响蔬菜生产的重要因素。夏、冬两季高

温、台风、干旱、低温等因素会影响蔬菜生长、运

输和储存，价格基本会上涨，尤其是不便储存的叶

菜类；春、秋两季气候适宜，本地蔬菜上市量增多，

外地蔬菜供应充足，价格有所回落。

目前我国蔬菜价格基本处于市场调节状态，散

户种植的蔬菜主要参考当日市场行情。市场行情一

般由前日市场成交价格和当日不同蔬菜的市场拥有

量决定，单品供小于求则价格上涨，反之下跌。由

图 1 可知，作为蔬菜生产销售的重要参与者，生产

者尤其是小规模生产的散户，在市场价格面前往往

处于弱势，种菜是否赚钱主要取决于运气，生产成

本核算成了空话。根据上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设施

园艺研究所调研数据，以夫妻 2 人从事蔬菜生产为

例，根据上海目前最低生活保障每人年工资 3 万来

算，夫妻 2 人年收入约 6 万元，生活成本约 1.2 万

元，按一对夫妻经营管理 0.4�hm2（6 亩地），每 667�

m2 产出 6�t 蔬菜计算，蔬菜生产的人工成本即 2

元·kg-1。再经由各级批发商，算上包装、运输成本、

损耗和工资，到零售商手中的蔬菜成本通常要增加

2元·kg-1，零售商根据摊位费、损耗、工资等折算后，

蔬菜成本通常会再增加 2 元·kg-1，因此，消费者

购买蔬菜时单价已达到 6 元·kg-1。若是客地菜，

生产者的销售价格可能不到 2 元·kg-1，而消费者

购买时蔬菜单价却更高。在整个蔬菜产销流程中，

生产者与经销商的收益并不算高，但消费者买菜却

不便宜。究其原因，除了流通链长、蔬菜损耗大外，

生产者、经销商、零售商对自然灾害、市场需求、

储运风险的不可预知与不可抵抗性也是导致“菜难

卖、买菜贵”的重要原因，人们通常希望在市场行

情好时多赚点以弥补市场低迷时的损失，导致蔬菜

生产成了赌博行为。相比之下，美国、日本的蔬菜

价格更稳定。美国蔬菜价格的制定是以农业部门给

出的全国农产品信息为参考，结合前一日批发市场

交易价格定价，不同于国内买卖双方看货议价。日

本的蔬菜价格则在《蔬菜产销安定法》指导下建立

了“蔬菜稳定供给基金体系”，一方面实现了“指

定蔬菜”的价格补偿；另一方面利用贮存蔬菜平抑图 3　2012～2015 年小白菜（青菜）周年批发价格

图 2　2012～2015 年番茄周年批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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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价格，实现对蔬菜数量和价格平稳的双重调控。

2　构建我国大城市群蔬菜稳定供应的
策略

总体上讲，我国与美国、日本的饮食文化不同，

消费者选择蔬菜随机性较大（邹阳，2008），而且

蔬菜生产自然环境也不同，我国的蔬菜生产供应不

能照搬美国或日本的模式。但结合国内大城市群的

建设轨迹，参考国外大城市群的蔬菜供应模式，有

许多先进的方法值得借鉴。

2.1　深入调查国内蔬菜供求现状，科学指导蔬菜

生产

如前所述，美国和日本政府在出台蔬菜生产相

关政策前，均对国内及国际蔬菜生产现状做了较深

入的了解。通过比较国内不同地区蔬菜生产优劣，

并权衡国产与进口的利弊，来追求满足国内特别是

大城市群蔬菜种类、数量、质量稳定供应的同时，

多渠道保障生产者利益，努力实现生产者与消费者

的共赢。反观我国，查遍统计年鉴、各省市农业相

关信息平台等，很难找出基于某县、市层面的细化

到蔬菜种类、面积、分布地区、产品上市时间、主

要流向、生产者收益等信息，全省、全国层面的详

细数据更是缺乏，目前只有番茄、黄瓜、大白菜等

十几种蔬菜的年生产面积、产量等数据。面对大数

据的缺乏，生产者只能凭借不全面的、局部的经验

安排蔬菜生产，付出努力后收益却难以保证。因此，

需要对国内蔬菜生产供求现状做全国范围内的深入

延续调查，适时公布调查数据，进而科学合理地安

排各省市、区县的蔬菜种植种类、茬口、面积，引

导市场建立相对稳定的生产基地与消费城市，逐步

实现蔬菜产品生产的标准化和质量的可追溯性，保

障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共同利益。

2.2　建立、完善蔬菜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

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城市居民的生

活质量，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扩大就

业、拓展出口贸易等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需建立完善、科学、长效的蔬菜产业支持和保护体

系，促进蔬菜产业的健康发展。支持方式包括政府

财政对蔬菜基地农用基础设施、农业科技教育的扶

持，建立支持农用工业、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政

策等。保护方式包括从补贴流通环节转为直接补贴

生产环节，并加大财政补贴的范围和力度。建立新

的农业信贷保险政策，积极发展支农金融服务，建

立农业灾欠保险制度，规范农业市场竞争环境等（孙

雷，2011；李恒松�等，2015）。以上海为例，政府

可对蔬菜生产种类、生产区域及规模、生产设施设

备、配套采后处理及储运设施设备等各方面给予政

策性引导和财政支持，控制和保障上海必须自给部

分蔬菜供应的种类、数量和质量，帮助消费者与生

产者搭建放心菜购销平台，为消费者提供安全可靠

的蔬菜，为生产者提供基本的收益保障平台。当然，

建立农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其

快慢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也取决于政府财

政收入状况和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更取决于政府

从指导功能向服务功能的职能转换（俞菊生�等，

2004）。

2.3　大宗蔬菜种植适度规模化、机械化

目前，在蔬菜产业逐渐出现劳动力短缺、劳

动力成本增加，但蔬菜价格不宜大幅增长的大环境

下，机械化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现阶段，

蔬菜种植中的耕整地、播种、移栽、植保、施肥浇

水等环节都能实现不同程度的机械化：块根类蔬菜

已部分实现机械化收获，叶菜的机械化采收也已经

进入引进试验阶段。但这些机械目前还存在体积偏

大、对生产设施要求高、维修维护成本高、使用率

低等各种问题，同时，各地蔬菜种植的农艺差异大、

种植规模小等问题，也极大地限制了蔬菜机械化的

实现。以上海为例，蔬菜的种植总面积虽不大，但

种类多且分散，如果能将种植面积占比为 21.23%

的青菜或种植面积较大的其他蔬菜进行规划，由

2～3 个区集中种植，就可以规范农业设施并进行

标准化的配套设施建设。根据市场需求量，合理安

排种植规模和茬口，进而试推从整地、播种到采收

的全程机械化，以及采后的整理、清洗、分级、包

装、冷链储运等预处理，从种植到上市的全过程都

可控、可标准化，产品上市后就近供应上海本市，

质量和价格均可相对统一。虽然可能会出现重茬等

问题，但叶菜生长期短，需肥量不大，可通过多施

有机肥、夏季闷棚消毒、合理休耕或轮作等技术手

段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当然，就目前国内的实际情

况，对所有地区蔬菜生产都进行分片区、规模化种

植是不合适的，需要先对主要蔬菜的市场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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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供应渠道等做深入的调查。

2.4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基于农业发展是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石，各届政

府对其十分重视，国内农业产业也取得了前所未有

的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特别

是蔬菜产业。蔬菜生产过程中的机械化程度低，采

后处理、储运等也都处于比较低级的粗放处理。因

此，加大农业科技投入，自主研发或引进、改良适

合我国蔬菜农艺流程和设施环境的机械，与蔬菜育

种、栽培、植保、采后储运相关科技和推广人员一

起，从良种选育到蔬菜上市，每个环节相互协调配

合；同时，将科研成果通过市场化运作，转化成切

实生产力，共同推动蔬菜产业化的发展。

2.5　尝试建立相对稳定的大城市蔬菜供应基地

我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不同的菜品对蔬菜

的种类、品种、品质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虽是

同一种蔬菜，也有很多地方品种。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地区间的交流增加，为了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同一个地方逐渐汇集了不同地方的品种。特别是上

海等大城市，青菜品种有120个，辣椒品种有77个

（表 1），这在美国、日本等国家是很少见的。但细

分这些蔬菜品种，虽然商品名多，但总的类型并不

多。青菜主要是上海青、苏州青类型，辣椒主要是

甜椒、牛角椒、苏椒和线椒类型，只要认真梳理，

各蔬菜在上海的市场占有量还是有据可寻。虽然每

种蔬菜因价格、供应量等因素会影响人们的实际购

买量（邹阳，2008），但只要分步骤、控规模地逐步

建立供应上海每日必有蔬菜品种的最低消费量，比

如每日 30�t 的青菜。生产这些在上海极容易被消费

掉的青菜，需每 667�m2 产 1�500�kg 的菜地 1.33�hm2�

（20 亩）；同时，结合青菜的平均生长周期（按 45

天算），加上每茬口5天的休耕期，仅就满足每天30�

t 的青菜供应至少需要 66.67�hm2（1�000 亩）土地，

这个规模既有利于机械化，建立采后处理设施设备，

也便于大城市在周边欠发达地区（如苏北、皖南等）

建立稳定的蔬菜供应基地，既缓解了大城市发展中

出现的土地紧张、蔬菜产品难溯源、质量难把控等

问题，也能帮助欠发达地区农村经济稳定发展。

2.6　加大采后储运设施设备投入、优化蔬菜流通链

如上所述，蔬菜采后储运是我国目前发展比较

落后的环节，这可能与我国蔬菜流通方式和消费习

惯有很大关系，但必要的蔬菜储藏对稳定大城市蔬

菜供应是极其重要的。另外，蔬菜的流通、交易成

本往往比生产成本还高，优化流通链，降低交易成

本势在必行。但其具体的施行一定程度上却依赖于

好的采后处理措施和储运设备，因为前者有利于让

消费者对蔬菜产品产生安全信任，建立比较稳定的

消费习惯，且可降低储运过程中的损耗；后者有助

于调节市场供应量，稳定市场价格，也有利于大城

市与蔬菜产区建立相对稳定的产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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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xing
打字机文本
简介：本文从影响蔬菜稳定供应产业链的上游（生产）、中游（流通）和下游（价格调控）等方面入手，以上海为核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综述了我国大城市群蔬菜供销现状，比较了与主要发达国家在蔬菜产销上运作方式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