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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图谱推理下的农地非农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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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制定正确的公共政策袁有效推进我国农村非农化问题的解决袁是提升我国政府现代化治理能

力的重要内容遥制定农地非农化政策袁需要面对高度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对象袁因此袁在农地非农化政
策制定过程中袁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基于知识图谱去制定遥基于知识图谱政策制定模式袁大致可以归
为六大类院一是基于理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袁二是基于效用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袁三是基于不确定
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袁四是基于社会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袁五是基于公共选择和博弈推理的政策
制定模式袁六是基于智库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遥 在全球智库快速发展中袁尤其是在我国新型智库发展
建设中袁一种在智库参与下的政策制定模式袁正在成为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或指导的重要范式遥
关键词院农地非农化曰政策制定曰推理模式曰新型智库曰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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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袁农地非农化的问题袁不仅是野三农冶问题袁还是涉及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问题遥 如
何解决好农地非农化问题及制定出正确有效的公共政策袁关乎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与实现袁关乎新
型城镇化的进程与步伐袁关乎当下野六稳冶野六保冶的国计民生曰同时袁我国现有农地非农化政策需要
修订和完善袁需要加强相应的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遥 因此袁从公共治理推理角度来梳理和厘清我国
农地非农化政策袁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袁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遥
一尧问题与文献综述
野农地非农化冶这一概念袁在不同语境中的使用差别较大袁本文使用的野农地非农化冶主要指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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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尤其是农林产业用地被使用于非农林的情况遥 近些年袁我国对农地有强制性红线保护政策袁力求从
制度上凸显对农地农林化保护袁而工业化进程中又对土地有持续的需求袁农地非农化的情况大量存在袁
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袁不仅是实践问题袁也是理论问题遥 因此袁本文所涉及的主题袁从实践问题看主
要发端于我国农地非农化问题及其政策行动袁从学术研究看不仅要关注理论创新袁而且要更加注重实
践应用遥
渊一冤农地非农化及其政策
农地非农化作为一个伴随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袁由来已久遥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袁农地非农化
更加凸显出来遥 所谓农地非农化袁主要是指由土地的农业用途转为非农业用途袁也就是农业用地被
转为非农业用地袁而非农业用地主要包括建设用地尧工业用地和服务业用地等遥 农地非农化与土地
流转尧土地变性尧土地转换等概念有区别袁也有联系遥 总体看袁农地非农化是农村土地流转的一部分尧
一个方面遥农地非农化问题袁事实上是一个具有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条件的问题袁很难从一个
方面或一个角度去解决袁它涉及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尧社会利益与政治发展尧产业布局与经济转型如
何衔接尧合作等等诸多方面遥 解决或治理农地非农化袁不仅需要理论指导和技术规范袁更需要政策推
动与实践创新遥
近年来袁农地非农化的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袁成为直接与野大棚房冶攸关的问题遥 近年来袁野大棚房冶
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袁国家出台了多项治理政策来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遥农业农村部和自然资源部 2018

年印发了叶关于开展野大棚房冶问题专项清理整治行动 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的方案曳袁明确提出全面清
理整治野大棚房冶袁野切实加强耕地保护袁坚决遏制农地非农化现象冶遥 自此之后袁我国大规模开展了农地
非农化治理遥 这次农地非农化治理袁其导火索就是京津冀地区的野大棚房冶问题遥 在百度搜索中袁搜索
野农地非农化冶信息袁第一条信息是来源于南方农村报社的报道叶重磅浴 两部委发文整治野大棚房冶浴 坚决

遏制农地非农化浴 曳袁该文首句就说袁野今年京津冀地区部分违建耶大棚房爷被曝光之后冶遥 这说明京津冀
地区农地非农化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遥 2018 年之后袁京津冀三地及其所辖区县都加大力度治理袁尽管取

得很大的效果袁 但还没有根治袁 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遥 2018 年袁 国家出台 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渊2018要2022 年冤曳袁全面启动了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袁自然资源部也明确指出野确保整治区域内耕地
质量有提升尧新增耕地面积不少于原有耕地面积的 5%左右袁并做到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袁生态红线保
护红线不突破冶袁以上均表明国家对于农地非农化治理是持续而决断的遥

近些年来袁各级地方政府也高度重视农地非农化的治理问题袁以京津冀三地为例袁三地在相关
政府文件中已经做出了制度安排袁力求实现有效的治理遥
在河北省袁2014 年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的 叶关于加快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促进农业适

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曳就明确要求野严格流转监管遥 噎噎不改变土地用途尧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

力曰噎噎防止出现流转土地非粮化袁严禁农用地非农化冶遥这是河北省政府文件第一次明确指出农地
非农化是禁止的遥 2015 年袁河北省人民政府发布的叶关于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曳进
一步强调野在流转过程中袁要避免耶非粮化爷袁坚决禁止耶非农化爷冶遥 2019 年袁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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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的叶河北省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曳再次明确指出要野进一步推进我省农村产权流转交
易管理袁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行为袁推动农村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冶遥 另外袁在叶河北省新农村建
设野十二五冶规划曳叶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规划渊2016要2020 年冤曳叶河北省人
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曳等文件中袁也对农地非农化问题作出了规定和治
理引导遥
在北京袁政府对于农地非农化现象早有发现袁2002 年出台的叶北京市违反土地管理规定行政责
任追究办法曳就指出院野兴建家庭农场尧工业大院尧观光旅游等非农建设袁有些领导不惜用非法批地的
手段吸引投资致使土地违法行为得不到处罚遥 这些行为导致非农建设用地急剧增加袁耕地面积急剧
下降遥 冶2012 年出台的叶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曳指出院野农业用井改为非农业用途的袁用水单位应当到
节水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遥 冶叶北京市 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19 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报告曳强调野大力发展绿色产业袁促进农民增收袁坚持农地农用袁坚决杜绝耶大
棚房爷问题反弹冶遥 北京各区县结合各区实际情况袁出台直接推进野大棚房冶整治尧全面进行农地非农
化治理的规章制度遥
在天津袁叶天津市贯彻落实全国国土规划纲要渊2016要2030 年冤工作方案曳提出要野强化耕地资
源保护遥噎噎严格控制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冶遥叶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征地管理工
作的通知曳再次明确要求野禁止违规预征地行为遥 噎噎未经依法审批袁噎噎不得直接占用用于非农业
建设冶遥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叶区人民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办法曳叶天津市加快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粮食产业经济实施方案曳冤叶天津市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实施方案曳
和叶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土地整治规划渊2016要2020 年冤的批复曳等文件对农地非农化问题进行规
治袁力求从制度漏洞上杜绝农地非农化问题的出现遥
渊二冤国内外农地非农化研究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农地非农化的研究要早于国内袁主要以村镇治理和土地交易为研究对象袁相关研究
比较丰富袁其中以下两个方面尤为突出遥
一方面重视城市更新理论研究遥 强调城市农村化和农村城镇化的有机结合袁促进农地非农化
问题的解决遥 例如袁特沃德默丁渊Tewoldemedhin D. Rustu冤认为袁在美国中部地区以聚落为目的的

土地再分配和分配中袁没有正确实施可利用的土地能力等级制度袁一些肥沃的土地转为了住房用
地袁农业用地与住房用地之间的竞争仍然是农村非农化的主要原因 咱1暂曰阿吉塔和埃尔米拉渊Agita

Chici Rosdiana & Ghina Elmira冤的研究表明院印度尼西亚土地非农化需求每年都在增加袁土地非农
化既有积极的影响袁也有消极的影响遥 一方面袁土地开发促进了当地社区城镇化袁社区发展受益袁

修建农业基础设施例如水库和发展旅游业有了财政基础袁农民的福利保障得到改善袁失去土地的
人也得到了适当的补偿遥 另一方面袁土地非农化导致当地社区中存在着大量社会不稳定因素袁社
区潜在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增大咱2暂遥达伦窑哈尔斯马渊Darren Haarsma冤通过研究加拿大阿尔伯塔
省农业用地转化为开发渊建成冤土地程度的研究袁认为院外溢效应可归因于邻近转换活动和邻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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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袁需要控制空间依赖性曰政策制定者如果将土地利用战略与邻国隔离开来袁可能会做出具有
潜在不利影响的决策曰人口增长和空间滞后对区域规划和城市集群化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咱3暂遥

另一方面重视产业发展理论研究遥 就农业集约化发展和自然变迁对农地非农化的影响有系统

分析遥 例如袁扎克泽维奇窑克里斯托弗窑约翰渊Zakrzewicz Christopher John冤等认为袁农业集约化常常被
认为是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和减少世界饥饿的关键战略袁然而袁农业集约化也会带来农地非农

化尧耕地滥用等负面影响咱4暂遥 玛格丽特窑柯林斯渊Margaret L. Collins冤等认为袁在全球范围内袁农业集约
化对局部土地变化仍然是一个挑战袁其中人口密度与农业强度对农地非农化有较大影响咱5暂遥 李生和
丹尼斯窑纳多尔尼亚克渊Denis Nadolnyak冤等通过对佛罗里达州西南部农业用地转换为城市土地的

研究表明院农地非农化已经广泛受到海岸灾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的影响袁在一些易受灾地区袁住宅和
商业用途的用地明显下降袁洪水风险减缓了农田转换袁而位置属性尧农业盈利能力指标和区域经济
指标都具有预期的迹象和量级袁说明了土地流转中的正传染外部性咱6暂遥

另外袁国外学者也重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院一是重视法律和规划的强制性约束袁对农地

非农化要有明确的刚性约束曰二是强调城乡统筹发展袁协调农业用地与工业用地有机融合袁需
要统筹规划农地非农化的规划曰三是农业现代化发展中农地非农化可能导致暴力和灾难等严重
后果遥
国内近几年来袁十分关注农地非农化问题的研究遥 中国知网收录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藏题名含
有野农地非农化冶的分别有近 300 篇文献和 11 部著作袁这些文献或著作就农地非农化问题袁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加以重点关注遥

一是关于农地非农化收益分配政策优化的研究袁大多以保护农民利益为前提遥 例如袁蔡瑞林
认为袁收益分配政策的优化袁当下就是要保护好农民的土地权益袁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可持
续袁保障好地方政府的土地增值收益份额咱7暂遥 郄瑞卿等认为袁为促进农民的市民化可持续袁在未来
的土地改革中要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袁 进一步推进征地制度性变革和土地有偿性使用变

革袁对税费制度体系进行完善咱8暂遥 丁同民认为院过去一段时间内袁农地非农化增值及其收益分配存

在诸多不合理情况袁应该建立有利于农民公平分享农地非农化收益的分配政策袁确保农民分享农
地非农化的收益咱9暂遥

二是关于农地非农化中的政府行为研究袁大多认为地方政府行为失范是造成农地非农化乱象

的重要原因遥 例如袁钱忠好和牟燕认为造成我国农地非农化市场化改革进程趋缓的主要原因是地方
政府对土地财政的过度依赖咱10暂遥 而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是同行政分权尧财政集权的体制分不
开的遥 范怀超等指出须对地方政府的施政过程进行规范袁加强权力运行监督约束机制建设袁制订科
学合理的农地增值收益分配标准袁改变失地农民与政府博弈中的劣势地位咱11暂遥 原英认为袁政府治理
征地过程中产生的矛盾和问题袁其核心要点是确定合理的农地非农化价格咱12暂遥

三是关于农地非农化的均衡度和协调度研究袁大多认为城市化尧工业化等要素导致不同地区农地

非农化的不均衡袁地域差异在农地非农化控制中也需要协调遥 胡振华等对城市化与农地非农化进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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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性分析和现行回归分析袁认为城市化同农地非农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咱13暂遥 殷小菲尧刘友兆认为袁导

致农地非农化主要原因是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袁必须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以协调两者的关系袁在促进城
市化健康发展的同时袁合理控制农地非农化咱14暂遥 李涛等认为袁由于不同地域的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

均衡特征明显袁并受多因素影响袁且各因素对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的决定作用差异明显袁所以
开展不同区域农地非农化水平空间非均衡及形成机理研究对于农地非农化管控十分重要咱15暂遥

总体看袁国内外关于农地非农化问题研究正在深入袁实践探索不断推进袁但现有研究尚存在以

下不足院一是学理研究有待系统化尧知识化和理论化曰二是研究视域有待扩大尧研究站位及研究视角
有待提升曰三是缺乏对现行遏制农地非农化政策同乡村振兴及乡村城市化以及村民市民化的结合
研究曰四是缺乏对遏制农地非农化政策执行效果的评价研究遥
渊三冤知识图谱推理与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
当前袁随着信息科学技术及其应用创新的快速发展袁网络所展现和承载的知识数据呈现大爆炸
状态袁开发和引用网络数据库所承载的大量有价值知识袁成为知识创新尧组织创新和管理创新的一
个重要工作遥 由此袁如何更为高效地组织和引用那些有价值知识袁并对此进行深入的认知计算和分
析袁在相关应用中引起广泛关注遥 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就是这方面研究的重点主题和热点问题
之一遥 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在信息搜索尧知识创新尧人工智能尧前景再现等各类人机应用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咱16暂遥 面向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袁本质上也就是从现有知识推理出新知识或者识别错误知
识的过程袁只不过在推理过程中注重引用图谱承载大量信息的方式来展现推理过程或结果咱17暂遥 面向
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对于公共政策制定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咱18暂遥 面向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

与传统知识推理相比较袁其优点存在于多方面袁不仅方法上使得知识表示更为简洁尧灵活和多样化袁
而且结论上使得推理过程更具有可靠性和必然性咱19暂遥

任何国家或地区在城市化尧工业化尧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袁事实上必然存在农地非农化现象袁这是一

种人类群居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咱20暂遥 如果无限扩张或者没有节制地扩展袁人类赖以生存的土地将越来越
少袁必将危及人类的生存袁所以任何国家和地区对待农地非农化袁都保持一种克制态度袁既要容许和保

障必要的城市化尧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用地需求袁更要节制和治理盲目和滥用土地袁尤其要竭尽全力
保护适合农业耕种的土地渊耕地冤咱21暂遥 这一问题引起世界粮农组织等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袁引起发展中
国家各国各地区高度重视袁各国纷纷出台一些针对农地非农化治理的政策法规尧组织与行动袁在一定

程度上正产生着遏制作用遥 但像一些发展中农业大国袁例如中国和印度袁由于城市化尧工业化和现代化
发展进程中用地高度依赖性袁农地非农化仍然呈现失去控制的可能性遥 因此袁在面向可能失控的情况
下袁各国政府如何适时制定出更为有效的治理之策袁就显得非常重要咱22暂遥 也基于以上原因袁国内外对于

农地非农化问题的学术研究高度重视袁相关研究成果丰富繁杂袁但如何分析和引用这些成果去制定更
为适当尧适宜的政策袁应该引起理论界和智库组织的重视咱23暂遥

在信息化发达和大数据计算实现的今天袁如何通过大数据的认知计算咱24暂袁实现对既往农地非农

化问题及其相关政策的分析袁获得更多知识认知袁从而引用到我们的政策咨询中甚至政策制定中袁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工作咱25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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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知识图谱的野农地非农化+政策冶推理分析
知识图谱是一种基于大数据的统计图表分析袁本文以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数据为基础袁以野农
地非农化+政策冶为主题检索袁对相应数据进行统计并做解读分析遥 总体看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
个方面院一是基于主体渊主题冤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袁二是基于单步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
识图谱袁三是基于多步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遥
渊一冤基于主体渊主题冤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
基于知识图谱的知识推理袁就是依据现有知识数据袁通过认知计算和分析袁推理新的事实袁或者
识别出错误的知识袁然后绘制出知识图谱遥 传统的知识推理方法袁主要遵循演绎推理的方法袁从一个
知识到另外一个知识的思维过程袁引用的是简单的规则或统计计算袁从未绘制出知识图谱遥 基于知
识图谱的知识推理本质上就是基于大数据和认知计算袁 这样的推理方法大致也可以分为主体 渊主
题冤推理尧单步推理和多步推理咱26暂遥

主体渊主题冤推理从方法技术看袁主要是采用对主题词的抽象和本体层次概括的方法袁并加以结

构的反复格式化尧约束化或路径化袁然后再继续下一步推理袁其大致过程如下院筛选出一个主题词袁
这个主题词是经过筛选设定的本体袁在这个本体范围内袁伴随本体词重复出现的是相关要素词袁通
过数据分析和认知计算袁推理得出并绘制知识图谱遥 例如袁在中国知网主题野农地非农化冶分布的知
识图谱中袁首先袁在多个本体渊例如野农地非农化冶野农地流转冶野农地滥用冶等冤的统计分析中发现了频
率性较大的原子模式要要
要{农地非农化袁x1袁x2噎袁xn}遥 然后在特定的诸如中国知网所表达的知识数据
中上查找出这些原子模式及其相关数据袁得到候选原子集要要
要咱咱咱咱咱农地非农化袁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袁

城市化暂袁劳动者暂袁城镇化暂袁经济增长噎暂袁最后袁根据知识数据的正确性统计袁通过认知计算得出每
个候选子集的得分袁最后通过人工智能分析袁输出知识图谱遥
渊二冤基于单步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
单步推理是指知识图谱中事实元组与推理之间的直接关系袁根据方法的不同袁具体可分为基于
分布式推理尧基于神经网络推理和混合推理咱26暂遥

在单步推理中袁首先是通过基于分布模型的推理表达式袁来研究知识图谱中的一个事实上的元

组袁并创建一个低维向量的知识图谱曰然后再通过认知计算将该模型的推理规划成为一个向量运算袁
输出信息绘制出知识图谱遥 例如图 1 就是一个基于分布式推理的知识图谱遥

当然袁在单步推理中袁同时可以把基于张量/矩阵分解的推理尧基于传递的单步推理和基于空间

分布的推理等方法加入进来袁从而丰富知识图谱的信息量遥 例如图 1 就是这样的结果遥

在单步推理中袁基于神经网络的推理袁比较复杂的推理袁其基本步骤都是首先在若干个单步推

理基础上袁把这些单步推理绘制成为一个神经网络袁每个神经元末端都是一个或一组单步推理遥 每
个单步推理都包括一组元素向量袁构成一个得分函数袁并通过背景知识的认知计算袁得出一个分值袁
而整个网络又构成一个得分函数袁确保神经网络的输出也是一个分值遥 如此智能绘制输出一个多维
过程与结果的知识图谱遥 如图 2袁元组元素包括基于农地非农化的作者尧作者单位尧文献数量袁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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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为向量袁绘制出知识图谱遥
在图 3 中袁是一种基于规则的单步推理袁即基于规则野研究知识存在应用层次冶要要
要基础研究尧

政策研究尧行业指导尧职业指导尧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尧工程技术袁在信息识别时袁对应于关键词尧主
题词尧作者尧作者单位等信息袁回溯归类到不同层次袁得出相应统计数据袁并绘制出知识图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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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国知网收录文献野农地非农化冶研究发表年度分布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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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中国知网野农地非农化冶研究作者分布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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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知网野农地非农化冶研究层次分布知识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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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种单步推理方法都有其优缺点遥 因此袁还存在结合其优点袁多步尧单步推理的组合式混合推
理遥 总体看袁基于规则的推理精度比较高咱26暂袁基于分布式计算的推理袁基于神经网络的推理更具有知
识创新能力和知识引用能力遥

渊三冤基于多步推理的野农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
在单步推理模型的基础上袁进一步建立了多步建模的关系遥 多级关系是一种约束袁如以下表示
两个步骤之间关系的例子院a 与 b 之间的 r1 关系袁b 与 c 之间的 r2 关系袁而 a 与 c 之间的关系 r3袁依

赖前面关系 r1 和 r2 推理并确认袁a 与 b 之间尧b 与 c 之间尧a 与 c 之间的三者存在或配合遥 引入多步
关系袁可以对一些信息进行更多的仿真袁效果比单步推理更好遥 根据不同的推理方法袁均同样可以将
多步推理分为基于规则的推理尧基于分布式的推理尧基于神经网络的推理和混合推理咱26暂遥

基于规则的多步推理袁与单步推理不完全相同袁不是简单的多一步或增加一步袁而是多一步就

多一个向量尧多一个运算渊演算冤尧多一个推理遥 许多步骤推理规则更为复杂袁如传递性规则尧或非传
递性规则咱26暂遥 考虑到高成本的有效和广泛使用的转移规则袁这些规则通常由实体构成袁即近似之间
的路径遥 根据局部结构的引入袁基于规则的多步推理可分为基于全局结构的规则推理和局部结构遥

事实上袁我们如果引用中国知网收录文献袁基于大数据分析和认知计算袁希望得出指导农地非农化
政策制定的初衷或结果袁都必须是基于多步推理的袁不可能基于单步推理就能够实现遥
基于分布式的多步推理袁通过知识图谱矢量化推理进行遥 在多步推理过程中袁引入多步约束关
系尧实体和关系的推理预测将具有更多的优势咱26暂遥 例如袁在图 4 中袁所谓的学科分类袁不是基于传统

规则的学科袁而是一个基于数据认知的动态学科分类袁也就是针对不同的文献及其数量袁就有不同
的学科分类遥 因此袁首先是基于文献及其数量的学科分类的认知计算袁推理概括出学科分类主题词袁
这是第一步分布式推理曰然后再根据这些主题词袁再次进行数量统计与认知计算袁得出数量统计袁绘
制分布式图谱袁这是第二步分布式推理遥 图 4 所表示的知识图谱是分布式两步推理的结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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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中国知网野农地非农化冶学科分类分布知识图谱
基于神经网络的多步推理中的应用袁混合的多步推理袁在中国知网的引用数据库分析得到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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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遥 由于该数据库有限制开放袁我们不做分析遥
伴随信息时代的到来及发展袁知识图谱成为一种以结构化和语义化为特征的知识表述方式袁且
在各个学科尧各个领域备受关注遥 一方面袁基于知识图谱知识补充尧消化的功能袁使得它在包括垂直
搜索尧智能答疑和机器翻译在内的不同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遥 另一方面袁基于知识图谱袁在疾
病诊断尧财务安全尧异常数据分析尧政策研究等领域也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咱26暂遥 基于中国知网的野农
地非农化冶知识图谱袁应用于指导农地非农化的政策制定袁是一种理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袁这样
的模式袁不仅仅是理论上可行袁这样的模式所制定的政策袁在实践中更能够取得更多的合理性和合
法性袁从而使得政策得到更多执行和贯彻遥
三尧知识图谱推理下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模式
在前文中袁我们认为基于知识图谱的野农地非农化冶政策制定袁是一种理性推理的模式袁这样的
模式袁事实上是一种理性政治家的选择遥 在大量的公共政策制定中袁尤其是在涉及农地非农化的基
层治理政策制定中袁街头官僚在拥有巨大自由裁量权的时候袁很少采取理性政治家的选择袁大多采
取非理性政策制定模式袁 事实上对于绝大多数街头官僚而言袁 即使他们想到应用理性推理制定政
策袁时间尧平台和能力也不赋予他们条件遥 农地非农化政策的制定袁通常被认为是针对国家治理和农
地非农化管理的认知推理的结果遥 但使用什么样的推理来得出结果袁却有所不同遥
基于知识图谱推理技术袁大致可以将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模式划分为以下六大类遥
渊一冤基于理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
理性推理理论的出发点是基于人类理性的绝对价值袁归宿点则是以人类理性推理为基点去实
现社会理性运行及逻辑构造遥 该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人怎样通过繁复的关系协调和行为互动实
现社会所期望的秩序及规范遥 起初袁该理论主要应用于经济领域袁而后应用于政策制定中袁甚至应用
于整个政治领域袁亦即把政策的制定以及政治选择都看作一次理性推理与选择的过程咱27暂遥 理性推理
已经成为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的重要模式与方法袁成为农地非农化政策是否产生生产力尧推进社会

发展的解释逻辑遥 前文所论述的基于中国知网知识图谱的农地非农化政策推理袁就可作为一种政策
制定的理性推理模式遥
基于理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的阐述性研究袁也有不同的表达院保罗窑卡尼认为理性推理理论

是以运用模型进行演化及推理袁以个人主义为方法论袁以技术理性为着力点的一种理论体系遥 冯窑诺
依曼和奥斯卡窑摩根斯特恩发展起来的现代决策理论袁设定了政策制定的两种常规推理模式院一种

为个人所用袁一种为群体所用遥 勒加诺以政策制定中参与决策的人数和互动情况为依据把政策的制
定过程分成两种院一种是决策推理袁一种是博弈推理咱28暂遥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的推理理论既需要决策推理袁也需要博弈推理袁有时着

重于决策推理袁有时着重于博弈推理袁有时也注重于二者的融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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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基于效用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
人们为了更容易实现对理性推理的把握袁一般用效用 渊utility冤 去核算并衡量结果遥 这就意味

着袁推理同论证变成了效用函数求最优计算遥 而实现最优计算的前提就在于数学建模袁也就是构造

出效用函数遥 因此袁在效用推理的政策制定过程中袁必须将一切问题数量化袁以便实现预期效用的计
算遥 通常袁这样的推理模式基于三个基本假设院一是成本及收益均可以用金钱数量量化曰二是不管政
策失败还是成功袁其风险和机会均可用概率计算曰三是资产期望成本及收益均可以用时间转化成现
有价值遥金钱渊也就是时间贴现冤均可用来测量咱29暂遥总之袁不论是成本尧收益渊效果或效益冤尧风险尧时间
都可以转化为货币数量遥 只有这样袁在一个考核要素要要
要货币量的基础上袁就能够实现对农地非农
化政策制定文本的选择袁从而更好地制定政策遥

目前在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中袁效用推理已经成为衡量政策方案选择和推动政策变迁的重要
模式遥 当然袁这一模式也有自身的缺陷院首先袁效用推理以政策文本数量化为标准袁但事实上不是任
何政策文本都可以科学地实现数量测算曰其次袁不同单位统一为货币单位袁很难实现科学的转化袁例
如时间与风险袁不能完美准确地化生为金钱曰最后袁政策文本制定过程中袁当没有正式行文公布之
前袁本身也随时可能发生变化袁不可是一种抽象的数字游戏或数学运算遥
渊三冤基于不确定性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
决策受决策人对未来预期尧风险规避及冒险行为的影响袁这在许多实际的决策行为中有所体现遥
从表 1 可以看出袁当理性选择理论渊rational choice theory冤与预期效用理论渊expected utility

theory冤相遇时袁二者不能实现一致遥 也就是说袁当人们在预期利益获得时袁即使这样的利益获得是不
确定性的袁但人们更愿意采取确定性行为袁确保收益获得曰当人们在预期利益损失时袁同样是在不确
定性情况下袁人们更愿意选择冒险行为袁不愿意马上接受损失遥 表 1 中袁在决策情景 1 和决策情景 2

中袁A 和 B 选项没有差异并等价遥 而在实际选择行为中袁在决策情景 1 中袁人们更愿意选择 A曰在决
策情景 2 中袁人们更愿意选择 B咱30暂遥

表 1 不确定条件下的政策选择

决策情景 1

决策情景

选择

情景 A:出售 100 亩地用于非农化建设袁全村每人获得 20 万元补偿

情景 B:出售 50 亩地用于非农化建设尧50 亩地用于农业建设袁全村有每人 50%机会获得 40 万

绝大多数选择 A

元补偿尧每人有 50%机会得不到补偿
决策情景 2

情景 A:出售 100 亩地用于非农化建设袁全村每人损失 2 万元

情景 B:出售 50 亩地用于非农化建设尧50 亩地用于农业建设袁全村有每人 50%机会损失 4 万

绝大多数选择 B

元尧每人有 50%机会不会损失

对于理性选择理论与其他理论袁例如传统的诚信理论袁它们之间的区别袁有学者进行了相关比
较研究遥 也就是说袁人们期望自己在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之内袁还是处于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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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袁一旦被相应的政策执行时袁自己是在被政策执行之内袁还是被执行之外?对此袁研究者设计了
一个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或执行的模式问卷袁问卷量表采用野1=不重要袁7=非常重要冶的七个量级袁
分析方法为结构方程建模遥 问卷统计表明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袁有 89.3%的人们希望自己属于政策

制定之内的人员袁 而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袁 也同样希望自己是处于政策执行之外的人员曰 同样袁有
10.7%的人们不愿意参与政策的制定袁也只有 10.7%的人们愿意接受政策对自己的执行遥 这表明袁在
理性选择理论与传统民主理论之间袁理性选择理论成为引导人们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袁只是
可以作为一个制定政策的工具袁并不能成为实现政策执行的工具袁而刚好相反袁传统的文化和诚信
理论却是推进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遥
渊四冤基于社会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
社会推理本质上基于社会人的利益最大化价值诉求袁人们处于选择过程中袁必然和实然采取一
种自我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实现选择遥 由于每个处于其中的选择者袁都采取利益最大化原则袁就可能
导致选择结果的悖论化袁产生所谓的社会推理悖论遥 对此进行最早讨论的是野投票循环冶问题袁也就
是所谓的野孔多塞悖论冶渊Condorcet爷s Paradox冤遥 这个悖论认定袁当存在三个方案 A尧B 和 C 进行两两
比较时袁可能会出现违反利益最大化效用的野可传递冶假设问题咱31暂遥

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袁绝大多数是群体决策问题袁每个对于政策制定或决策的人都有自己的标

准袁因此袁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事实上是一个多标准决策问题遥 这就涉及投票悖论问题遥 然而袁关于
不同类型的投票悖论对多标准决策渊multiple criterion decision making冤的影响的讨论很少遥 典型的
投票悖论袁对农地非农化这样的多标准决策情况有明显的影响遥 意味着袁在给定一组标准和关于这

些标准上的备选方案排序信息的情况下袁最佳备选方案产生的过程或结果都不是受控制的袁任意性
结果必然产生袁很有可能与预期的特别明显的被选方案产生冲突遥即使对投票规程或规则采取修正袁
同样可能产生复合多数悖论袁 以及由多数关系所引导的非双对称性和非结合性所引起的奥斯托戈
斯基和安斯库姆悖论遥 因此袁在农地非农化多重标准的政策制定中袁结果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人满
意的投票选择出的政策选择咱32暂遥

投票悖论一直是公共选择研究和理性选择研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遥 有学者试图解决这一矛盾袁

认为投票就像是在音乐会上鼓掌袁因此是有表现力的而不是理性的行为遥 而另外也有学者认为袁这
种做法是失败的尧没有引用价值和实际指导作用的袁这是因为院第一袁表决与拍手之间存在着许多本
质的区别曰第二袁试图将表决与理性行为分离必然进入不可知论的哲学曰第三袁这种立场存在许多经
验问题遥本文认为表现主义从错误的角度来看待投票悖论遥问题的产生不是因为人们投票时做了什
么袁而是因为理性选择和公共选择研究对理性的看法是错误的遥
社会推理理论对于农地非农化政策研究而言袁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遥 农地非农化政
策是一个选择过程袁是一个寻找方案的过程遥 阿罗提出了将个人偏好转化为社会偏好袁他的研究对
于诸如农地非农化政策之类的公共政策而言是难以实现目标的袁也就意味着不可能找到一个农地非
农化政策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偏好袁农地非农化政策总是存在赢家和输家袁会给一部分人带来收益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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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另一部分人带来损失袁这也是很多研究者从政治途径或经济途径研究农地非农化政策都不可能
达成统一共识的原因所在咱33暂遥

渊五冤基于公共选择与博弈推理的政策制定模式
公共选择推理理论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学中的一种集中体现袁影响着政策决策途径遥 从广义

上讲袁社会选择理论也是公共选择推理理论的一种遥 然而袁因社会选择理论的关注点是把个人偏好
聚合变成社会偏好袁且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投票袁这就使社会选择理论变成了公共选择推理理论中
一个非常具有特色的理论流派咱34暂遥 缪勒对公共选择推理理论的定义是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融合袁是
一种新政治经济学咱25暂遥

目前袁公共选择理论已经形成了很多具体的理论袁譬如中间选民定理渊median voter model冤遥 该

理论的目标是再拯救简单多数规则袁讨论这一规则被当作集体选择机制如何合乎法律遥 中间选民会
决定不同主题的政策选择袁这使得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或政党会分别给出对中间选民有利的政策
清单遥 换言之袁中间选民在投票时会实现均衡遥 上述讨论均以单一维度作为依据袁但凡涉及多个维
度袁就会出现简单多数投票导致的循环问题咱35暂遥

把公共选择推理理论同政策过程理论有机联系起来仍有待研究遥针对农地非农化政策研究与制定

中袁公共选择理论值得引进并重视遥 事实上袁农地非农化政策过程就可被视作布坎南所说的决策规则以
下的政策选择袁即野日常政治冶遥 当前多数研究者在野日常政治冶视角下审视政策过程袁依然忽视了政策过
程中的决策规则袁未能把野宪法政治冶同政策过程理论有机结合来讨论良好政策产生的规则基础咱36暂遥

在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过程中可以建立一个博弈论框架模型袁根据现有的农地非农化放松管

制水平及其执行情况袁预测土地所有者或经营者所采取策略的可能结果遥根据对既往农地非农化情
况的结构分析和治理情况袁分别确定了不同的博弈游戏并采取相应的策略遥 例如不同类农地非农化
之间的博弈或同类农地非农化之间的博弈遥 确定的策略可以是院一是不做任何事袁二是综合农地非
农化价格袁三是农地非农化的过程袁四是农地非农化的利益获得袁五是农地非农化的利益损失咱37暂遥
渊六冤基于智库参与的政策制定模式

通常袁农地非农化政策的制定管理采用的是静态的制定分配策略袁授权政府某个或某几个组织
或者单位独占制定使用权遥 例如将土地非农化价格制定权分配给几个部门袁只允许这几个部门使用
土地非农化价格制定权咱38暂遥 事实上袁在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中袁不仅仅是政府部门具有这个能力袁一
些以智库为特征的非政府组织也具有很强的政策制定能力遥 近五十年来袁随着世界性智库的发展与
影响袁很多国家都开始高度重视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的智库模式遥 2014 年以来袁我国也开始重视新
型智库建设之路遥 到目前袁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级新型高端智库 30 多家袁省部级新型智库数百家遥

仅中国智库索引渊CTTI冤收录智库就有 836 家遥而这些智库绝大多数是从事咨政研究尧提交智库报告
等袁很少直接参与农地非农化政策的制定咱39暂袁这导致了智库资源的浪费遥 要提高非政府组织对农地
非农化政策制定的利用率袁就要改变政策制定准入形式袁开放制定使用并合理利用智库制定模式袁
提高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的使用效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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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袁新型智库的规模化建设与发展袁使得农地非农化政策智库制定模式成为可能遥 新型智
库网络具有很强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能力袁要充分应用这一能力袁传统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管理
模式不再适用袁就要求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的管理模式实现创新袁走势是灵活性尧专业化和科学化遥
为了实现灵活有效的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管理袁我们提出野政策的文本尧行为尧效果冶三者相互分离尧
相互独立又相互统一尧相互协同的思想袁如图 6 所示袁野政策冶只规定特定事物事情在特定地域尧特定时间

和当前制定环境下所应遵守的制定接入限定条件曰野行为冶 规定特定事物事情要完成的所预设功能和需
要完成的功能所应有的行为曰野效果冶则是规定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完成特定事物事情所承载的功能的
行为集合遥 三者虽然独立袁却具有可追溯性院野行为冶要满足政策文本的约束袁野效果冶要完成相应的一个或
多个行为遥 显然袁三者独立的模式提高了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网络运行和制定管理的灵活性遥
由抽象到具体
政策行为

政策文本

政策效果

可追溯性
政策文本
框架

政策行为集

政策效果集

新政策

图 5 农地非农化政策的文本尧行为与效果关系互动示意图
按照这一思路袁我们提出了基于智库渊think-tank-based冤的政策制定管理模式遥 在该模式下袁制
定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袁动态地发布农地非农化政策曰智库对政策进行解读袁并根据政策进行推
理袁实时地改变工作模式以适应当前制定管理政策要求和农地非农化政策制定环境要求遥
与传统的制定管理模式相比较袁基于智库的政策制定管理模式更加灵活尧具体遥 智库为了实现
基于政策的制定管理袁智库相关项目组提出了农地非农化政策的通用架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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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formulate correct public polici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rural non-agricultural problem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our government's governance ability. The formulation of policy of the non-agricultural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needs to face highly uncertain and
complex objects. In the process of policy-mak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is based on knowledge map. Based on the knowledge map, policy-making models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six categories: The first is based on rational reasoning; The second is based on utility reasoning; The third is
based on uncertainty reasoning; The fourth is based on social reasoning; The fifth is based on public
choice and game reasoning; The sixth is ba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nk tanks. I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global think tanks, especiall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think tanks in China, a
policy-making mode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think tanks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paradigm for policy-making or guidance of farmland non-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Non-agricultural Use of Agricultural Land; Policy formulation; Reasoning model; New
think tank;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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