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56b-农业与生物多样性 会议记录
第一阶段谈话记录
第一小组
况荣平：
1、 生态农产品市场稳定度不高怎么办？
2、 消 费 者 的 教 育工 作 应 该由 谁 来 做？ 怎 么
做？
3、 什 么 样 的 农 业模 式 可 以做 到 保 护自 然 资
源？
4、 在社会发展中，土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下
降的问题如何解决？
5、 农业生物多样性减少怎么办？
杨永红：
6、 整体环境被破坏，污染严重影响农业产品质
量，如何解决？
7、 农业环境的的整个环境恶化越来越厉害，怎
么办？
8、 农民看中生存和现实利益，怎么让农民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同时并能保障其利益和生存？
9、 生态农业发展中所需要的劳动投入过高怎么办？
10、
农民组织程度地的问题如何解决？
周瑾：
11、
农民对生态农业和文化传统自信心丧失的问题如何解决？
12、
农民之间在发展生态农业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如何处理？
13、
农产品价值低，农民离开土地，外出打工的转况如何应对？
14、
中国的传统农业为什么会被放弃？
15、
我们为什么要恢复传统农业？
杨帆：
16、
小农业经济还是大规模农业更符合可持续农业的需求？
17、
政府该如何补贴有机农业种植农户？
18、
农业怎样应对越来越多的人口压力？
19、
我们如何不用农药或者尽量少用农药？
20、
如何鼓励那些使生物多样化的农业形式？
Baptiste：
21、
政府要发展房地产与农民土地需求方面的矛盾如何解决？
22、
如何应对政府的农业政策多变和不稳定？
23、
如何面对农业种子资源私有化的状况？
24、
中国的传统农业被放弃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25、
如果要提倡传统农业，主要动因是什么？
主要问题：
1、 在中国生态农业发展中如何提高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怎样建立消费者组织？
2、 如何解决农业环境和农业资源破坏日益严重的问题？
3、 如何解决农民对从事生态农业的自信心不足的问题？
4、 如何面对农业种子资源私有化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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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何看待政府在生态农业中的作用？

第二小组
任健：
1. 生物多样性丧失在中国是否引起重视？
2. 在中国决定种植的因素是什么？
3. 在农业生产中如何保护益虫？
4. 在欧洲，农业技术的发展对 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什么影响？
5. 如何解决规范化的农场对农业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Eve：
6. 在中国农民如何面对市场？
7.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农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8. 农户决定种植作物的动力是什么?
9. 在中国如何使耕作系统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10. 在中国研究人员是否开展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研究？
毛刚强：
11. 什么是可持续性，有没有具体指标？
12. 有机农场轮作方式是什么？
13. 在德国和爱沙尼亚，农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14. 在欧洲人们对生态农业及其产品的态度是怎样的？
15. 有机农业的发展是否为欧洲小型农场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Potthof：
16. 社区支持农业在欧洲的情况怎样？
17. 外来品种与当地品种同时种植时，基因流对作物抗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18. 当可持续发展与开发利用经济不同步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
19.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各具有怎样的优缺点？
20. 传统医药学对现代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主要问题：
1. 生物多样性丧失在中国是否引起重视？
2. 在中国决定种植的因素是什么？
3. 在农业生产中如何保护益虫？
4. 在欧洲，农业技术的发展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了什么影响？
5. 在中国农民如何面对市场？
第三小组：
明毅：
1、 欧洲农产品是否存在安全问题？
2、 欧洲发展有机农业过程中碰到的主要问题？
3、 欧洲大众对有机食品的认识度如何？
4、 欧洲政府对有机农业的政策支持如何？
5、 有机农业与常规农业的产量和质量方面是否有差异？
Philippe：
1、 中国是否发生了昆虫生物多样性降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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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何在降低投入的同时保证农作物的产量？
3、 畜牧产品生产与温室气体排放的矛盾如何解决？
4、 不破坏景观的同时如何发展农业旅游？
5、 如何开发本地市场，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范素行：
1、 欧洲如何解决资源浪费问题？
2、 如何保证增长食物产量同时保护生态系统？
3、 如何实现食物的独立，减少对经济作物收入的依赖？
4、 如何减少农业生产过程中对化学品的依赖？
5、 如何推广转基因作物时防止对其它作物的基因破坏？
格日：
1、 如何解决可持续环境中的可持续生计问题？
2、 如何将当地产品与市场相结合？
3、 怎样保持传统文化的同时将文化产品打到市场上去？
4、 如何开展增进产量的能力建设？
5、 以人为本是否会对环境造成破化？
徐锐：
1、 欧中农产品市场普通农产品和有机农产品的比例如何？
2、 如何避免大面积的单一农业种植对病虫害的影响？
3、 欧洲消费者对中国农产品的态度如何？
4、 欧洲农业废弃物的处理状况如何？
5、 欧洲如何定义可持续农业？是否有成功案例可以进行分享。
Key questions:
1、如何减少化学添加的同时保证作物产量？
2、如何促进普通农业向有机农业的转化？
3、如何增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4、如何保持农业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多样性？
5、如何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和传染性疾病的扩散？

第一阶段主要问题：
1、 如何增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2、 如何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开发、传播
和进步？
3、 如何解决农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破坏日益
严重的问题？
4、 如何看待政府在生态农业中的作用？
5、 如何增进粮食主权、粮食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
问题的解决？
6、如何种子资源私有化问题的解决。

交流经验：
1) Philippe: 有机农业的发展法国并不是最好的面积 2%，各个国家都有所不同。瑞士比较
好，达到 12%，有机食品增长以每年 10%的速率增长。关于政策，现在正在好转。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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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8)
9)

以前有机农业转换期 100 欧元补贴/公顷，现在一直给，部分农民补贴与收入基本持平。
环保融入政府补助的要求。
范素行：美国农民较少依靠政府补贴，产品的价格和种植品种主要依据市场需求。
明毅：有机农业投入很高，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很难维持。
Philippe：法国水利局鼓励发展有机农业，增进水的质量，消费者为发展有机农业提供补
贴。中国的农药和化肥施用量是否增加？
徐锐：由于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没有减少，但高度和剧毒
农药的使用已经被政策上禁止了。我们也正在努力使用一些生物防治和传统知识防治的
办法解决化学农药的污染问题。
Philippe：法国 80%的农产品被大的公司垄断，同时价格也被控制。他们试着跟消费者
沟通，直接送货上门，效果不错。
范泰行：我们在成都正在做 CSA 模式的农业。农户直接和消费者对接，农户直接送货
上门，双方协商市场价格，略高于普通蔬菜的价格。
格日：生产者诚信问题。有一些案例，开始阶段生产者能够严格按照有机标准进行生产，
但是渐渐的越来越多的普通食品被掺加到有机产品当中。
明毅：我们已经从事有机农业的生产达到 8 年，同时也亏了 8 年。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消
费者对有机食品的认知度不够，价格无法提高。中国政府对有机农业的补贴很少。目前
主要采取的方式是采取会员制配送的方式。只有真正认识到有机食品益处的人才能够接
受，定期订购我们公司的产品，所以企业的状况逐渐好转。

第二阶段谈话记录
1 怎样缩短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距离
2 如何推进农业技术
3 如何解决生态农业和农民增收之间的矛
盾
4 政府在农业中发挥的作用
1 我们到底是在讨论生态科技还是科技本
身？
农业生态技术；不仅是技术还有知识；
对于问题 4，欧洲国家有一个统一的政策管
理欧洲农业，请问中国是否有一个统一的农
业政策运用于各个省份。
中国农业政策是一刀切，强制于各个省份，
但是具体运用到各省份时，会有一些具体的
改变。
（德国人补充，欧洲并非使用统一政策，具体各个国家有其各自的农业政策，欧洲国家会给
予农民农业津贴以及地方性或生物能源国际性的援助，在农民知识的传授方面，地区也扮演
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况老师补充，中国地大物博，所以中国的农业政策也大，东部和西部
的政策也不一样，保证农村稳定，粮食安全是农业的出发点，在保证农业产量稳定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在倡导有机农业，在政府报告中会有所体现，因此中国农业政策是一个比较稳定的
政策，农业家庭承包责任制，杂交稻的运用都保障了粮食安全，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政策国家
都有，但是在具体实施时，因为是从上至下的顺序，因此信息抵达老百姓时，会有所缺失。
对于问题 5，粮食的自主性也应添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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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的研究结果，1，中国的食品安全不是技术和政策问题，而是结构性的问题，
根本冲突在与，小农经营与市场流通不匹配，如，西南地区还处于传统状态，但是他的产品
并没有得到市场的认可。中国有二亿四千万农户，事实上他们是一些信息获取少，不具竞争
力的农户，在公司承包的背景下，农民不可能无家可归。三鹿奶粉的问题还有可能出现，因
此，农民无法选择，更无法取得消费者的相信，商品市场化的背景下，此类矛盾将一直出现，
不可避免。中国农业是大一统，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农业推广体系并不存在，随着农民工社的
解体，因此，此种真正帮助农民的体系也不存在了。因此，这里存在一个结构的问题。
1 和 4 问题的（杨教授）
问题 1 自从国家实行原料现代化以来，人们开始质疑人工种植的药材与野生药材的差别，
“回
家行动。
”于是出现，如果直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接触不太现实，要通过在期间搭建一
个平台或者一个沟通的桥梁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问题 4 国家的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大，政府的导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遮阴的作物药材，
会占用许多良田，此时国家介入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农民是没有力量可以抗拒。
政府的作用是复杂多方位的，因此把问题 4 中，我们的种子资源私有化的后果是什么，请欧
洲的朋友进行分享，种子资源是优化是一件非常危险地事情，但是全国还在大力推行。对农
民而言，究竟是国家控制好，还是种子实有化好？一旦种子私有化后，一旦一些大型种子垄
断中国的农业市场，后果将不堪设想。请分享。
种子私有化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它也带来的后果，现在是无法进行描绘的。
明总补充：对于第一个问题，谈到生态农业，大家都会认为是生态学家的事情，我是完全出
于自己爱好，
有机产品在很多有文化的人脑海中是一个很好的项目，我的公司连续亏损八年，
如果让消费者和生产者沟通也很关键，我曾经请过一些老专家，但是他们无法真正能够解决
问题，他们只提供应该使用何种农药，因此作为纯正的有机农场，我无法采用他们的建议。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市场问题，和我一样持续做有机农业的人能够坚持的很少，甚至有的人已
做假的有机农业，公司没有通过市场行为真正推广产品。让消费者真正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
有机蔬菜非常重要，我的公司现在依靠自己工程方面来支撑。没有化肥没有农业的农业品，
产量将会非常的低。维持生计将会非常的难。农民现在许多已经放弃了农作而进城打工。因
此，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农业的是一个不赚钱的行业。农民只关注农产品的产量而不关注农产
品是否是有机。
杨帆格日工作经验分享
工作描述，我们在安龙村做生态农业是为了接决河流污染问题为出发点，起初，每个农民只
有两分地来运作，农民要去城市社区进行具体的交流，高清弄承担了往城市配送蔬菜，做订
单蔬菜，消费者也比较认可他们的蔬菜，已经为一百多位城市人民提供蔬菜，每周二五定时
配送。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和农民建立起了一种很好的交流，让他们区农村中体验农村生活，
他们在此过程中体验乐趣，农民也在此过程中了解到了消费者的需求，因此是一种双赢的模
式。
法国人分享：在法国，我们也做相同的事情，因此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
他们是不是将有机蔬菜卖到很高的价格？市场的有机蔬菜一般是要比普通蔬菜贵百分之五
十以上。
德国人分享：不仅要看到有机食品的价格，也要考虑到成本，比如水的净化，请求国家对农
业以及基础设施的扶植，农业过程实际上是建立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信任，除此之外，我
们更应该传播生态农业的概念。我们必须要让农民来信任这样的体系。种子私有化在欧洲已
经建立，但是我们要控制种子，在印度，棉花种子已经完全被工业化了，有时可以通过种子
队土壤增加肥力，但是由于基因技术，种子的肥力已经有所下降。在欧洲，在早二十或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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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生态学家的知识比较缺失，因此，那个时候需要建立一些学校或培训，非常有必要培
养自己的生物学家，建立自己的生态学校，培养自己的生态学家。
法国人分享：
法国有一千八百多个生态学机构，农民有问题可以到此类机构，问题就能马上得到解决。
况老师：产品不仅有经济价值，也是对其效益的评估，经济师消费者买单，但是对于效益，
没有人买单。在欧洲，有机农业的补贴很高，但是在我们国家，政府没有补贴，只是在有机
认证政府会给补贴，但是钱数很少，外国的农民和我国的农民完全是两种人，在欧洲，农民
拥有很多的土地，他们在社会上的话语权和权力很很强，但是在我国，农民的话语权很小，
是属于弱势群体。因此，欧洲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农民和欧洲的农民是两种不同身份的人。
事实上，欧洲的农民相当于中国的：
“地主”
格日分享：
德国人解答：发展地方农业十分重要，在德国，农业包含了环境保护的思想，农业不仅仅是
种地，还包括你对生活的理解以及价值观，等等很多方面，在德国，农业和许多环保组织也
有很强的联系，因此全社会建立一种网络就显得非常重要。
明总分享：
我们的农业公司必须建立在一些经济上的基础，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是没有办法支撑，因此
和欧洲的农业比较不同。
请大家用一两句话概括行动计划：
本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
我们有必要 keep sharing the information
中国本土的地方，尤其是没有污染的一些地
方，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要
宣传：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通过生产者去
创造，通过消费者去接触，通过政府去创造政
策，不能就有机说有机，要把他放在社会之中，
环保意识的结合
发展特色产业不能丢掉。
发展无公害产品与国际接轨
少一点理论的探讨，多一点和农民的交流和探
讨。
通过建立网络，建立一种联系，使得全社会的农业发展更加可持续
加强对年轻一代生态及生物的知识的培训，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士来从事本领域。
对明总的质疑；菜卖的不好，是不是对市场的定位不够准确？
明总：是，种植方面没有问题，现在问题是种出来卖不出去。与市场沟通不足，
期望有一些共同的行动，在以后的日子里中欧双方可以有一些共同的行动和合作，作为成功
的生态示范点，欢迎大家来安龙村和农民一起生活交流，来探讨，制定出可行方案。今早两
小时时间，大家看到的只是一些很表面上的东西，更深入的东西还需要大家进一步来体验。
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都做了很好的表述，但是时间有限无法继续讨论，非常的遗憾，我们可
以为欧洲中国的农业的发展，我们可以通过网络来做进一步的交流，
。很高兴参加本次会议
建立行动网络很重要，对于欧洲朋友来说，社区小规模农业，在中国西部地区，有很多地方
可以分享，我们希望的得到欧方的技术和资金的支持，许多欧洲人会认为中国是富裕了，但
是实际上，中国是城市富裕，农村贫农，因此，得到资助还是十分必要的。在转基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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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方面，欧洲也需要向中国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我们要把此次论变为一个网络，我将把所有参会人员的联系事情通过邮箱发给大家
在中国，农村人挤破头要去城市，城市人又开始逐渐回归农村，此种情况与欧洲有所不同，
因此，我希望中欧双方在此方面有所加强交流
年轻人对此行业的关注程度，我很想知道，志愿者对于生态农业的理解，我希望年轻人能够
越来越多的关注此次论坛和本行业。
在爱沙尼亚，很早之前，青年很少知道什么是有机农业，但是我们有相应的学校对他们培训，
年轻人也逐渐了解生态和有机农业，十年之后，年轻人知道超市里卖的东西不仅仅是产品。
他们也知道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我想强调，本次论坛一定可以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但是通过对公众的推广，可以让大家对
生态的了解，而不仅仅是食品口味的改变，农民的富权问题。
志愿者发言：
非常感谢大家给我这样的机会，本次工作有一些的失误，还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的失误。
很高兴能够在这短短的三天里和大家相识，曾经以为农业是一个离我很远的话题，但是通过
所有的参观和访问，我觉得农业是一个在我身边的事情，是生活的一部分。
感谢大家的宽容和理解，因为不熟悉农业，今天早上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深入农田，Baptist
告诉了我许多欧洲关于农业的一些知识，希望大家能够加强沟通，达到一种双赢的模式，同
时我也呼吁大家能够更多的保护环境和对农业重要性的认识。
感谢大家给我这次机会，有机食品对我们的身体很好，其实我们老百姓通常使用的产品都是
一些不利健康的东西，所以希望呼吁大家能够对有机产品有足够的认识，让大家知道，有机
产品是一样对身体十分有益的东西。
我代表欧方我要送给大家一份礼物，因为我是法国人，因此大家对于我送的礼物不会感到陌
生。
况老师陈词：
中欧论坛是一个社会论坛，不是一个经营论坛，从组成来看，有政府，学术，社会，通过沟
通促进双方的理解的沟通，这一点很好，但是，唯一的缺憾是，与会者没有真正的农民。中
欧论坛的参与者要以平等的地位来参加，我们所使用的讨论方法，是想要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发言，这次论坛想一次旅程，他只是一个开始，由于时间上的限制，虽然我们的论坛有成果，
但是大家会觉得讨论不会很过瘾，这也算是一个遗憾吧，本次论坛的目的是通过此次论坛，
建立一种长期动态的合作机制。
本次论坛会有一些作业，但是这些作业只是一些初步的工作。
从中方角度来讲，希望欧方在回国之后能够继续扩大联系网络，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回来，我
们还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合作，有一位德国朋友，在中国生活了好多年，但是想要
真正了解中国很难，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很难，中国人想要了解中国也很难，因此，希望大
家保持联系，加强交流，我们的小组会议由两个主要，1，大家都完成了徐博士的作业。完
不了作业，徐博士睡不着觉，2，由于时间短，还有语言上的障碍，我们的讨论实际上是很
初步的，但是庆幸的是我们认识了彼此，我们知道了彼此的邮箱以及电话号码，很感谢成都
科协的大力支持，还有欧方远道而来。谢谢大家。
法方做陈述：回归模式。
众所周知，法国的农业早已规模化，现代化，但是如何让农业回归到传统模式，这样对农业
会有很大的帮助。第一幅图是 1992 年航拍照片，这片农田是一大片农田，2004 年已经将这
片土地分割，1992 年，这片土地有 20 公顷，单一作物种植。在第二幅图中，田地被分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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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八个部分，每一部分种植不同的作物。
每一个小块的农场周围中的都是树，其隔离带的作用，把大农场分成小农田。树不但可以保
持水土，还可为喂养动物，还可以防治病虫。

提出关切问题：
• 如何增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
• 如何推动可持续农业发展中的技术开发、传播和进步？
• 如何解决农业环境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破坏日益严重的问题？
• 如何看待政府在生态农业中的作用？
• 如何增进粮食安全问题和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
建议行动方案
优先行动方案
• 本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网络保持项目信息的
分享。
• 中国本土的地方，尤其是没有污染的一些地方，发展有机农业非常重要。
• 生产者，消费者，政府的有力结合，通过生产者去创造，通过消费者去接触，通过
政府去创造政策。
其它行动方案
• 发展特色产业不能丢掉。
• 发展无公害产品与国际接轨。
• 通过建立网络，建立一种联系，使得全社会的农业发展更加可持续。
• 要把有机理念放在社会之中，环保意识的结合。
在小组框架中可具体操作的方案
• 少一点理论的探讨，多一点和农民的交流和探讨。
• 加强对年轻一代生态及生物的知识的培训，培养更多的专业人士来从事本领域。
• 进一步加强成功的有机农场与有机农业公司的沟通合作。
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
• 农业发展模式应该是多样化的，但是现代农业的大规模发展、扩张，现代农业（能
源化、规模化、机械化）的全球化导致其他农业模式萎缩或消失。
• 经济全球化带给小农很多压力，小规模农业模式很难立足。
• 大规模农业生产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存在矛盾。
• 人口增长、城市扩大与耕地面积缩小方面的矛盾。
• 增进有机农业、生态农业与普通农业的比较优势。
价值，开放性，现代性，身份
• 消费者很松散，难以形成一个联盟或组织，以致消费者对市场的监督和约束无法发
挥作用，这样消费者很难从市场的角度推动生态农业发展，同时难于缩小消费市场
接受能力与消费理念的差异。
• 主流社会过分强调单一价值观，中国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对农业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 现代价值观对传统价值具有很大冲击传统农业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没有被重
视。
• 中国农民对农业政策提出者的态度和理念并不明确。
• 全球化进程与经济、文化、农业独立性的目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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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及综合治理
• 农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低，没有话语权；国家出台农业政策不考虑农民想法，在农
业管理中没有参与权。
• 跨国公司对农产品和农业物资方面的控制和垄断对小农经济构成了巨大威胁。在选
择种子品种和种植技术中农民缺乏更多的独立性，无法自主进行研究。
• 农民缺乏在决定种植作物品种和方式等方面的自主性和技巧性。
• 传统知识的保护和传承与现代农业理念之间存在矛盾。
• 农业政策执行上存在监督盲区和缺乏有效申诉途径。
世界中的中国与欧洲
• 中欧如何为保证粮食安全和全球人民的食品健康和安全共同努力。
• 美国在世界农业中的领头羊和垄断地位对中国和欧洲都有巨大影响，中国应和欧洲
加强合作。
• 缺乏将欧洲在发展生态农业中的反思和教训很好地传达给中国的有效途径。
• 全球化背景下，涉及各国都难于保持自己的农业特色。
• 中欧应该在促进世界农业市场公平贸易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Major issues:
• How to reduce the gap between the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 How to improve the spread and adv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 pollution and bio-diversity sources
corruption?
• Which kind of function should government play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agriculture?
• How to improve the solution of food safety and security problems?
Recommended actions:
Priority actions
• This forum is a wonderful platform for us to propose our ideas， so， we should keep on
sharing information.
• In some places of China especially some non-pollution area,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organic agriculture.
• Making a strong link among producer consumer and government. And putting the concept
of organic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society but not only in agriculture.
Others actions
• Developing the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
• Develop the non-polluted green vegetable, try to gear to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 Setting up a network for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 Putting the concept of organic in the context of the whole society but not only in
agriculture.
Concrete action plan of the workshop
• Reducing the empty theoretical discussion but increasing more discussions and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armers.
• Enhancing th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f biology and ecology to young generation.
Training for professionals to join in this field.
• Making further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uccessful eco-farm and company in order to 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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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win.
Harmonious societ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The mode of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should be diverse, but because of the big
applic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e globaliz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energy, scale,
mechanization）leads to the shrinking of other agriculture modes.
• The globalization brings pressure to family farming, as a result, the small scale
agriculture’s situation is getting tougher.
•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large scale agriculture and biodiversity.
•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mong population increasing, city expansion and farmland lost.
• Increasing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s of organic agriculture eco-agriculture and general
agriculture.
Values, opening-up, modernity and identity
• Consumers are in a loose situation,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work together as a union
or organization. As a result, consumer’s observation and inspecting cannot function well.
Besides, consumers are difficult to promote ecoagriculture from the angle of market,
meanwhile, the gap between receptivity of the consumer market and Consumption
Concept is hard to fill.
• The mainstream society emphasizes too much on the mono-value, the urbanization of
China brings too many negative influences to agriculture.
• The modern philosophy of value brings great impact to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value. In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protecting the biodiversity hasn’t been paid enough attention.
• Chinese farmers do not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agriculture policy maker’s
attitudes.
•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among globalization , economy, culture and independence of
agriculture.
Integrated and participative governance
• Farmers are in the low rank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y don’t have the right of discourse；
the policy which has been made by the government is not concerned with what the
farmer’s real needs are, besides, farmers don’t hav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the
agriculture management.
• Some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monopolize the agriculture products and materials,
bringing threaten to the small scale agriculture. In choosing seed and planting technology,
farmers are lacking of independence , they can’t do their own research of the crops.
• Farmers are lacking of the independence and skills in deciding the Vegetation Species.
• There ar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preservation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and modern
agriculture.
• The agriculture policy implementation has some 'blank spot 'of observation, and it is
lacking of effective appeal way.
The place of China and Europe in the world
• How can China and Europe do to insure the food safety and the world population’s
health？
• As US plays a leading role on the world’s stage, it brings great influences to both china
and Europe. As a result, china and Europe should cooperate more .
• It is lacking of the effective way to transfer all the introspections and lessons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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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uropean’s experiences in eco-agriculture to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it is difficult for each country to keep their own
agriculture characteristics.
China and Europe should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fair trade in the
world‘s agriculture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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