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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先采用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效

率，再利用Tobit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整体上

看，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分地域看，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

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格局。（2）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有着显著的提升作

用；同时，农村人力资本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农业机械化水平、资本深化程度、城镇化水平、

农业经济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因此，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互联网技

术的普及，增强农户互联网意识，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技术在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中的赋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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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重要的内河经济带，涵盖9省2市，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其面积占全国国土

总面积的21.4%，GDP和人口占全国40%以上，是中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和农村聚集区。但是，随着长江

经济带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沿江许多农区呈现出地下水位下

降、土壤肥力衰退、农业面源污染加重、农业生态服务功能弱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日益严峻等生态环境问

题。2018年9月11日，农业农村部出台的《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为进

一步促进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应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保护水生生物的多样性、提倡农业废弃物的再

次利用，并加强农村建设的倾斜支持力度，以美化农村人居环境、促进乡村产业振兴。因此，如何更好地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以绿色发展驱动农业高质量发展成为长江经济带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迫切选择。

面对错综复杂的农业资源环境问题，利用传统的治理手段、管理方式或财力物力投入已难以应对[1]。随

着中国绿色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公众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同时源于互联网及其延伸所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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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大数据技术也在不断发展，目前正进入以数据深度挖掘和融合应用为主要特征的

智能化发展阶段，生态环境治理的信息化、现代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应

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我国经济发展培育新增长点；加快科技创新，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智慧社会。随着数字中国建设的推进，我们已经进入以大数据为标志的信息化发展新阶段，各行业的数据

资源采集、应用能力不断提升，数据积累日益丰富。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48次《中国互联

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已超过71.6%。互联网的普及深刻地改

变了人们的经济行为和生活方式，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下，互联网将在促进经

济复苏、保障社会运行、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和监管能力等方面进一步发挥重要作用。

在互联网技术普及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研究：互联网技

术普及对农业绿色发展有何影响？从互联网技术角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和资源

永续利用？近年来，学者们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关注，主要体现在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界定、效率测度与影响

因素方面。于法稳（2016）认为农业绿色发展是一种现代农业发展新模式，要在发展理念、水土资源保护、生

产行为规范以及生产技术生态风险评估等重点领域实现农业绿色转型[2]。孙炜琳等（2019）指出农业绿色发

展作为一种发展理念是“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科学判断在农业发展中的具体表现，注重农业经济、社会

发展以及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3]。涂正革和甘天琦（2019）、金赛美（2019）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绿

色发展状况堪忧、水平较低，并且发展不平衡、驱动力不足、响应不强烈[4~5]；但魏琦等（2018）、赵会杰和于法

稳（2019）、巩前文和李学敏（2020）围绕全国、粮食主产区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发现农业绿色发展水平都有

显著提升，同时各地区之间农业绿色发展水平差异较大[6~8]；漆雁斌等（2020）利用熵权法、泰尔指数法与收敛

性分析发现中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东部最优，西部最差，全国及三大地带的绿色农业生产水平差距都有扩

大的趋势，主要由地带间的生产水平差异引起[9]。在影响农业绿色发展的因素上，一些学者研究发现机械水

平、生产水平、人力资本[4]、农地确权、财政支农水平、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10]、信贷支持[11]、农业产业集聚[12]

等对农业绿色发展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关于互联网这一新变量对农业绿色发展影响的文献，仅有少数学

者从信息技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王金华（2001）认为互联网不仅能够对传统思

想和生产方式产生影响，还能够推动农副产品的流通和农业技术的推广[13]。刘金爱（2010）提出数字农业有

利于促进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从而推动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14]。张在一

和毛学峰（2020）认为互联网影响农业的各生产环节，能够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以及创新农业的盈利增长

点，同时降低农业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营销风险[15]。

总体而言，当前研究鲜见就互联网技术普及对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展开深入而系统的探讨，其中以流

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更为匮乏。因此，本文将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采用非期

望产出超效率SBM-DEA模型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评价，然后实证检验互联网技术普及对于长江经济

带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以期从互联网技术视角践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为推进长江经济带成为流

域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带提供决策参考。

二、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估作为一种考核农业发展中资源集约节约利用与环境质量提升、保证农产品绿色

无污染的战略工具和管理手段，注重在农业发展中尽可能以较少的投入获得更多的期望产出和尽可能少的

非期望产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越高，代表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越高，反之则反是。因此，借鉴黄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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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和涂正革等（2019）[17]的评价指标，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构建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

指标体系以衡量其农业绿色发展的质量（见表1）。
表1 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

投入指标

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劳动力投入

资金投入

农业机械投入

土地投入

用水投入

农药投入

化肥投入

农膜投入

能源投入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环境污染指数）

二级指标（单位）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万人）

农林水事务支出（亿元）

农用机械总动力（万千瓦）

农作物播种面积（千公顷）

有效灌溉面积（千公顷）

农药施用量（万吨）

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万吨）

农膜使用量（万吨）

农用柴油使用量（万吨）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

农业碳排放量（万吨）

表1中，非期望产出主要通过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农业碳排放量两个二级指标构建的“环境污染指

数”加以衡量。其中为了更好地体现农业面源污染情况，参考方永丽和曾小龙（2021）的数据处理方法[18]，利

用熵值法构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指数，将氮肥流失量、磷肥流失量、农药残留量、农膜残留量四类指标进行

拟合。氮（磷）肥流失量等于氮（磷）肥使用量与复合肥含氮（磷）量（假设复合肥中氮磷钾的比例为1∶1∶1）的
和乘以化肥流失系数0.65，农药残留量等于农药施用量乘以农药残留系数0.5，农膜残留量等于农膜使用量

乘以农膜残留系数0.1。参考王宝义和张卫国（2018）的研究成果[19]，农业碳排放量等于化肥、农药、农膜、农

用柴油、农业灌溉、农业播种这六种碳排放源的消耗量或面积乘以相应的排放系数，系数依次为0.896（千克/
千克）、4.934（千克/千克）、5.180（千克/千克）、0.593（千克/千克）、25（千克/公顷）、312.600（千克/公顷）。

（二）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测算

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测算方法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DEA模型。由于DEA模型要求投入与产出

之间呈现正相关（径向），而农业生产过程中，部分农业资源的投入将导致非期望产出，即投入和产出之间将

会呈现负相关（非径向）。Tone（2002）[20]针对非期望产出提出非径向超效率SBM-DEA模型，有效规避了经典

DEA模型在非期望产出指标处理过程中的非径向问题，实现了对多个决策有效单元进行有效评价。因此，

本文将采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DEA模型对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测度，并在此

基础上绘制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图（见图1）和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地区对比图（见图2）。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测度时间区间为2000－2018年，原始数据主要来

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EPS数据库、《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9）以及2001－2019年各地区统计年鉴。

根据图1，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在波动中有所下降；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

展效率出现了两次较大的波谷，分别是2007和2017年。2000－2014年，2007年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值小于1，
其余年份相对平稳且值大于 1；2014－2017年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呈逐年下降趋势，从 1.019下降到 0.934，
2018年有所反弹和提升。2004年以来，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力度，实行农业税减免、农业直接补贴，同时

加强对农业财政的投入，中央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达到往年来最大，且2006年正式颁布全面取消农业税

的政策，农民生产的热情得到极大提高，但农业生产粗放特征仍然显著，加上2007－2008年，农业生产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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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变化趋势

图2 2000－2018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地区对比

南方雪灾、汶川地震、国际金融危机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2007年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在研究期间出现第一

次波谷（0.973）；而后经济进入新常态，2008－2014年全流域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相对平稳，但2015年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农民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有加强对农药、农膜等消耗资源投入的倾向，可能导致非

期望产出有所增加，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总体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且均值都小于1；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

村振兴战略，要求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到2018年又有所缓和与提升。

根据图2，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较大，2000－2018年，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均值最大

的是浙江（1.267），最小的是安徽（0.630）。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均值超过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

展效率均值（1.003）的地区有6个，包括四川（1.220）、贵州（1.139）、江西（1.066）、江苏（1.087）、上海（1.031）、

浙江（1.267）。其中，贵州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是因为贵州在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农膜等污染环境的

要素施用程度较低，技术效率较高；江苏、上海、浙江农业绿色发展效率高，主要原因是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发

展水平较高，人才较多，使得农业技术水平和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均值排后5个的地区为

重庆、云南、湖北、湖南、安徽，其中云南、湖北、湖南、安徽为我国的粮食主产区，说明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

绿色发展效率偏低，主要原因是资源投入过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长江上游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

的地区有2个，长江中游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地区有1个，长江下游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的

地区有3个，即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较高地区的分布在空间上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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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效应

（一）模型设定

由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值在0~1.4之间，借鉴以往的研究经验，本文选取 Tobit 面板数据回

归模型研究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所示：

AEEit =α0 +α1INTERit +∑
j = 1

n

βj Xjt + εit （1）
（1）式中，α0为截距项，εit为随机误差项，AEEit则表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INTERit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互联网技术普及率，Xjt表示控制变量，βj表示控制变量的待估系数。

（二）指标说明与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采用前文已经测度得到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为互联网技术普及

率，采取互联网上网人数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另外，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还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本文

主要引入5个控制变量，即农业机械化水平（MECHA）、资本深化程度（CAP）、农村人力资本（HUM）、城镇化

水平（CITY）和农业经济增长（AGRI）。其中，（1）农业机械化水平（MECHA）采用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农作物总

播种面积的比值（千瓦/公顷）来表示。农业机械化水平提高有利于促进农业产出增加，生产者有激励追加要

素投入，扩大产出规模，导致污染水平提升，但也有可能会提高农业污染治理的能力，改善农业环境。（2）资

本深化程度（CAP）用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从业人员的比值（万元/人）来衡量。资本深化程度会影响农业生

产的方式和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配置，从而对农业绿色发展造成影响。（3）农村人力资本（HUM）采用每百个

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学历为高中及以上的人口数所占比重（%）来表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业从业人员对学

习农业生产相关知识的意愿越高，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推动农业绿色发展。（4）城镇化水平（CITY）采

用城市常住城镇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表示。城镇化会增加农户非农就业，提升农户收入，促进农户对

农药、化肥、农膜等资源的投入，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农业绿色发展。（5）农业经济增长（AGRI）选用农业生产总

值占总GDP的比例（%）来表示。农业经济增长容易形成要素“推动型”增长方式，污染性要素投入的增加使

其利用率下降，加大了农业环境污染，不利于农业绿色发展。

实证研究区间仍是 2000－2018年，研究对象是长江经济带 11个省市。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

鉴》（2001－2019）、《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1－2019）以及2001－2019年各地区统计年鉴，部分缺失数据采

用指数平滑系数法补齐。表2为经过整理后的各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观测表2可知，各变量的变化区

间都较大，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存在一定差异，表明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与农业绿色

发展效率之间关系的基础数据是良好的。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农业绿色发展效率

互联网技术普及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资本深化程度

农村人力资本

城镇化水平

农业经济增长

符号

AEE
INTER
MECH
CAP
HUM
CITY
AGRI

平均值

1.0036
26.2243
3.7197
0.5694

14.3814
47.7210
12.2941

标准差

0.2208
21.0443
1.7226
1.4009
6.6167

16.9216
6.2517

最大值

1.5660
75.3781
8.2184

11.5082
37.0000
89.6000
26.3118

最小值

0.5100
0.1461
0.5599
0.0029
4.8500

19.0047
0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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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变量关系的经验观察

为进一步了解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与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作出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与农业绿色

发展效率之间的散点图，如图3所示。从图3可以看出，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与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似乎存在正

相关，即互联网技术普及提高（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农业绿色发展效率提高（降低），但通过观察并不

能充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下文将通过建立模型对经验观察进行实证检验。

图3 互联网技术普及率与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之间的关系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为保证实证研究结果的可信性，首先采用LLC和 IPS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 3可知，被解释变量AEE服从 1阶单整；解释变量中，变量AGRI服从 0阶单整，变量 INTER、MECH、

CAP、HUM、CITY服从1阶单整，根据综合判断的原则，可以判断所有指标的数据都是平稳的。

表3 各变量数据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农业绿色发展效率

互联网技术普及率

农业机械化水平

资本深化程度

农村人力资本

城镇化水平

农业经济增长

符号

AEE
ΔAEE
INTER
ΔINTER
MECH
ΔMECH
CAP
ΔCAP
HUM
ΔHUM
CITY
ΔCITY
AGRI

LLC
-0.8785

-10.0319***

7.2655
-2.7230***

-0.4555
-7.6605***

10.1535
-4.8553***

-2.9238***

-14.6706***

-1.7859**

-9.8853***

-6.6631***

IPS
-1.1866
-8.3032***

10.1159
-1.6568**

3.0011
-5.9233***

13.5090
-3.8232
-1.0134

-12.5392***

4.2281
-7.4236***

-1.3942*

注：***、**、*分别表示统计量值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表同。

接着，对应表5的回归模型（1）~（5），采用Kao检验和Pedroni检验两种方法对各模型中的变量系统进行

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根据表4，模型（1）~（5）中各变量系统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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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1）~（5）面板数据存在协整关系，各变量系统均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可以进行回归分析。

表4 面板协整检验

检验方法

Kao检验

Pedroni检验

统计量名

ADF-Satistic
Penel PP-Satistic
Penel ADF-Satistic

（1）
16.5474***

-3.4855***

-4.6822***

（2）
16.2411***

-3.5333***

-4.5918***

（3）
16.3546***

-3.0603***

-3.6967***

（4）
16.2108***

-2.7751***

-3.2613***

（5）
14.9526***

-4.2692***

-2.8127***

注：Kao检验、Pedroni检验的原假设均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表中（1）~（5）对应表5的模型（1）~（5）。
在模型回归中，通过Hausman检验发现，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较为科学，最终结果如表 5所示。

表5中的模型（1）为农业绿色发展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然后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和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行回归

估计的结果，（2）~（5）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逐步加入资本深化程度、农村人力资本、城镇化水平和农村经济

增长的回归结果。

表5 互联网技术普及率对农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AEE
INTER

MECH

CAP

HUM

CITY

AGRI

常数项

Adj-R2

Obs

（1）
0.0019***

（0.0007）
-0.0564***

（0.0084）

-

-

-

-

1.1641***

（0.0344）
0.1719
209

（2）
0.0038***

（0.0009）
-0.0633***

（0.0084）
-0.0444***

（0.0123）

-

-

-

1.1650***

（0.0334）
0.2176
209

（3）
0.0026***

（0.0009）
-0.0640***

（0.0083）
-0.0550***

（0.0127）
0.7803***

（0.2785）

-

-

1.0924***

（0.0419）
0.2426
209

（4）
0.0034***

（0.0011）
-0.0677***

（0.0087）
-0.0544***

（0.0127）
1.2037***

（0.4203）
-0.0026

（0.0019）

-

1.1484***

（0.0591）
0.2455
209

（5）
0.0024**

（0.0011）
-0.0652***

（0.0086）
-0.0452***

（0.0127）
1.3884***

（0.4150）
-0.0093***

（0.0028）
-0.0192***

（0.0060）
1.6916***

（0.1785）
0.2787
209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

由表5可知，在模型（1）~（5）中，随着各个控制变量的引入，互联网技术普及率 INTER的回归系数均在

1%或5%的水平上显著，且均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解释变量的影响下，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

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近年来，长江经济带数字农业快速发展，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精准农

业航空等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与装备在设施种植、设施养殖、农产品流通与质量安全追溯等领域得到广

泛应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业态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技术在农业绿色发展中的市场前景广阔。以

长江上游的云南省为例，云南省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打造集农业资讯和线上服务为一

体的综合性行业平台“云南绿色农业平台”，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整合行业资源，充分发挥云南农业发展的

产地优势和区位优势，通过提供招商引资、农资供应、农业机械、配送流程等全面的信息化服务，助力农业绿

色发展。长江中游的湖北省在农业面源污染整治中，全面摸清农业污染源底数，少施药、多施有机肥已不断

成为湖北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选择。截至2019年，湖北化肥、农药施用量已经连续6年实现负

增长。对于绿色生态有机的极致追求，不仅体现在粮食生产中，在水产养殖和畜牧生产中也同样如此。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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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19年6月，湖北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已达到71.68%，共拆除围栏围网网箱养殖127.6万亩，取

缔投肥养殖27.4万亩，有效遏制了外源污染因素，缓解了农业面源污染现象[21]。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作为全国

整省推进的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首批农业绿色发展试点先行区，近年来，积极推进农业“机器

换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让传统农业在生产、流通、销售等各个环节插上互联网的翅膀。2014年，浙江

着重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对农业生产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管，并对其监管数据进行分析和

利用，更好服务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同时，构建浙江智慧农业云平台，并通过各级农业业务应用及数据

形成“大农业”数据中心，科学指导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政府决策监管和社会公众服务[22]。

从控制变量方面来看：（1）农业机械化水平显著抑制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一般而言，农

业机械化作为农业技术进步的主要体现形式，其应用可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直接降低单位农用一次性能源

的碳排放强度，控制和减少农业生态破环与环境污染。这里出现负向影响可能是因为农业生产者利益驱使

追加要素投入，扩大产出规模，加之制度错配或技术应用价值观念出现了扭曲[23]，从而形成农业技术进步与

环境恶化悖论。（2）资本深化程度显著抑制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资本深化可以引导农业生产良性发展，

提高农村劳动力生产积极性，但对农业环境的消极影响可能是因为政府对农户的直接或间接补贴，在促进

农业发展的同时也会扭曲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进而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自然资源利用方式、农业生产

结构选择、农业化学要素投入结构与数量等，导致自然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环境破坏[24]，这使得资本深化在

长期内对农业绿色发展提升没有太大贡献。（3）农村人力资本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

响。随着沿江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业生产合作社、规模种植、家庭农场等成为一种趋势，长

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需要农业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素质来参与生产和管理。（4）城镇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

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原因可能是，随着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城镇化的推进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不断增加，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农业生产也逐渐从传统劳动密集型生产

方式向资本密集型方式转变[25]，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资料的过量和不当使用对流域农业生态环境造

成了严重污染。（5）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绿色发展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业经济增长更多依赖于自然资

源的消耗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依赖高化学品投入的菜果花（蔬菜、水果、花卉）农田、高污染风险的规模

化畜禽养殖业的迅速发展，向土地要产量、向农业要效益的结果可能导致全流域因增产而加剧农业面源污

染。而且，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工作复杂艰巨，治理中广泛存在着治理主体责任意识不强、治理不严不实、长

效运行机制缺乏等问题，沿江各地伴随增长带来的农业面源污染形势依然严峻，抑制了农业绿色发展。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以长江经济带为例，对其11个省市的农业绿色发展效率进行了测

算，再实证检验了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1）整体上看，2000－
2018年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效率呈现波动中下降趋势；分地域看，长江经济带各地区农业绿色发展效

率差异较大，在空间上呈现“下游＞上游＞中游”的格局。（2）互联网技术普及对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有

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同时，农村人力资本与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而农业机械化水

平、资本深化程度、城镇化水平、农业经济增长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的提升。因

此，长江经济带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推动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增强农户互联网意识，更好地发挥互联网技术

在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中的赋能作用。

为更好地推进互联网技术在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中的赋能作用，应重点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运

用好人工智能、区块链、数据挖掘等前沿互联网技术，从更高层次、全维度掌握农业发展变化，建立健全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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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农业生产过程的监管系统，对农产品生产、流通与交易等过程的信息进行监测和采集，并搭建农业大

数据平台，发布相关信息，以提供更精确的信息服务。二是整合行业资源，充分发挥长江经济带各地区特色

和优势，通过互联网销售特色农产品、推广乡村旅游，从招商引资、名优企业、农资供应、农业机械、农林园

艺、配送流程等方面提高农产品信息化服务水平。三是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多层次服务平

台，完善物流网络体系，加大物流资源在县域层面的统筹力度，鼓励邮政、供销社与平台电商及现代物流企

业进行合作，提高绿色农产品的流通能力和商品化。四是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引导，加强对农户互联网技术

的培训、推广和应用，通过广播、电视等形式，加大宣传，提高农户互联网意识，以适应农业绿色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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