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盟共同政策改革 2014-2020 

2013 年 12 月 16日，欧盟正式通过了新一轮有关改革欧盟共同

农业政策（以下简称 CAP）的 4 个基本规定
1
。本轮改革在整合以前

的直接支付的基础上，新增了 6 个直接支付措施，取消了糖酒奶产

量限制，强化了危机应对和对生产者合作的支持，并要求成员国的

农村发展项目必须优先满足增强农业竞争性等 6 个方面。虽然保留

了“市场支持和直接支付”、“农村发展”两个支柱（以下简称两

个支柱），但其内涵发生了很大变化，两个支柱的联系大大加强。 

一、改革背景 

1992年以来，欧盟一直致力于提高农业生产的市场导向性，改

善农业生态环境，强化对农村发展的支持，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欧盟农业面临新的挑战：一是经济方面，粮食安

全和全球化的影响加深，农业生产力增速下降，农产品价格波动较

大，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在食物供应链中地位下降。二是环保

方面，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土地和水资源质量下降，生物多样

性受到威胁。三是区域发展方面，农村人口下降，农村产业面临重

新布局等问题。 

为应对这些挑战，欧盟着手对 CAP 再次进行改革。2010 年 4月
                                                             
1 1.农村发展，Regulation 1305/2013；2.资金和财务管理的水平议题，Regulation 1306/2013；3.直接支付，Regulation 

1307/2013；4.市场措施，Regulation 1308/2013。 



12 日，欧盟委员会发起了关于 CAP 的未来、原则、目标以及 CAP如

何为实现“欧洲 2020 战略”做出更大贡献的公开讨论。2011 年 10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提交了关于 CAP 改革的法律提案。2013 年 6

月 26 日，欧盟委员会与欧洲议会、欧盟理事会达成了关于 CAP 改

革的政治协议。同年 12 月 16 日，欧盟正式通过了 CAP 改革的 4 个

基本规定和 2014 年财务预算过渡方案
2
，并于 12 月 20 日公布了这

些文件，这标志着本轮改革正式达成协议。 

二、改革目标和预算 

本轮改革的主要目标包括：经济方面，通过增强农业的竞争性，

发展适应需求变化的食物生产；环境方面，通过提高农业发展的可

持续性，实现自然资源可持续管理，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区域发展

方面，通过提高农村发展政策的有效性，实现区域平衡发展。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本轮改革对预算资金的具体使用赋予了更

大的灵活性。2014-2020 年，预算总额 4083亿欧元。其中，第一支

柱（市场支持和直接支付）上限 3127 亿欧元，第二支柱（农村发

展）上限 956 亿欧元。本轮改革增强了两个支柱的联系，从 2015

年起，各成员国可把本国获得的 CAP 资金在两个支柱间相互转换，

转换额不超过本国 CAP 总额的 15%
3
。若不考虑资金转换，欧盟每年

                                                             
2 由于协议达成较晚，各方同意把 2014 年作为过渡期，2015年起全面实施新的改革方案。 
3 由于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斯洛伐克、葡萄牙、波兰和英国等 9 国每公顷耕地获得的直

补金额低于欧盟平均值的 90%，欧盟允许其将本国第二支柱资金的 25%转移到第一支柱。 



的市场支持、直接支付和农村发展资金的上限分别约为 27 亿欧元、

422 亿欧元
4
和 137 亿欧元。改革后，CAP 支出占欧盟预算总支出的

比例达 37.8%（图 1）。 

 

图 1  CAP 支出一览（1990-2020） 

资料来源：欧盟农业总司。  

三、改革的内容及政策框架 

本轮改革第一支柱新增了 6 项补贴措施，强化了 2 项市场支持

措施，取消了糖酒奶的产量配额，第二支柱在协调整合现有各种农

村发展资源的基础上，强化了农村发展的 6个优先方面（图 2）。 

                                                             
4 不包含棉花的直接支付、偏远和岛屿地区的特殊支持项目（Programmes of Options Specifically Relating to  

Remoteness and Insularity）下的直接支付。 



 

图 2  2014-2020CAP 政策框架 

注：1.直接支付中的百分比指该项补贴占成员国直接支付总额的比例。 

    2.蓝色字体为本轮改革新增措施，红色字体的新基础直接支付是整合了以前的直接支付。 

数据来源：根据《Overview of CAP Reform 2014-2020》整理。 

（一）第一支柱的改革 

1.直接支付。改革后直接支付资金约占 CAP 支出的 70%，主要

用于稳定农民收入。类别上分为强制性和自愿性两种。 



强制性直接支付。一是新基础直接支付。整合改革前针对 15

个老成员国的农场补贴计划和 12 个新成员国的面积补贴计划，形

成了依据受益农场的土地面积发放的新基础直接支付，以缩小当前

单位土地面积获得补贴过大的差异。新基础直接支付的资金上限应

低于直接支付资金总额的 70%。二是“绿色”直接支付。主要包括

保持永久性草地直接支付、作物多样化5直接支付、生态重点区6直

接支付，通常也包括有机农场和农业绿色环境计划下的措施。成员

国必须把本国直接支付资金的 30%用于“绿色”直接支付，否则第

三年和第四年欧盟最多可分别削减该国该项资金的 20%和 25%。三

是青年农民直接支付。必须将不超本国直接支付总额的 2%用于支持

40 岁以下的青年农民。 

自愿性直接支付。一是重新分配直接支付。成员国最多可以把

本国直接支付金额的 30%重新分配于 30 公顷以下7的农场。二是自

然条件恶劣地区直接支付。成员国最多可以将本国直接支付资金的

5%用于补贴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这并不影响这些地区同时获得农村

发展资金的支持。三是挂钩直接支付。成员国最多可以把本国直接

支付资金的 8%用于支持对经济、社会和环境非常重要的农产品生产，

改革前挂钩直接支付比例高于 5%的则可提高到 13%，特殊情况下这

                                                             
5 10 公顷以上农场必须至少种植两种作物；30 公顷以上的农场至少种植 3 种作物。 

6 如田地边缘带、树篱、休耕地、绿化带等。可耕地面积大于 15 公顷的农场必须保留 5%以上的生态重点区，2017 年之

后可能提高到 7%。 

7 若成员国农场平均面积大于 30 公顷，则取本国农场平均面积数。欧盟农场平均面积为 15公顷，这意味着若采用本措

施，则绝大多数农场主获得的补贴将增加。 



一比例还可再提高 2%直接支付。四是小农场计划。采用单一面积补

贴国家的农场、一个日历年度获得总直接支付低于 100 欧元的农场

或获得直接支付的农场面积不足 1 公顷的农场，均可申请。获批后，

每个农场每年可以获得 500 欧元到 1250 欧元的补贴，具体数字各

成员国自行确定。但各国用于支持小农场直接支付的总额不得超过

本国直接支付总额的 10%。 

此外，各成员国同意削减大农场补贴。对获得基础直接支付超

过 15 万欧元的大农场，超过部分将至少削减 5%。若成员国采用了

重新分配直接支付，则无需削减。成员国也可选择将单个农场获得

的基础直接支付封顶在 30 万欧元。欧盟要求各成员国必须采用负

面清单，防止不以农业为主业的经营者获得补贴。  

2.市场支持。保留了出口退税、学校
8
牛奶和水果计划，调整

了公共干预和私人存储的产品，取消了糖酒奶产量限制，加强了对

生产者合作的支持和危机应对。总体看本轮改革减少了对市场的直

接干预，更加侧重于对生产者的支持和危机应对。改革后市场支持

资金总额低于 CAP 支出的 5%。 

一是减少了公共干预和私人存储的产品品种。无论是公共干预

还是私人存储，均需依法执行。公共干预方面，保留了普通小麦、

硬麦、大麦、玉米、大米、牛肉、黄油和脱脂奶粉等 8 种产品，取

消了高粱、白糖和原糖 3 种产品。私人存储方面，保留了白糖、3

                                                             
8 初中小学、幼儿园、托儿所。 



种橄榄油、猪肉、牛肉、绵羊肉和山羊肉等 8 种产品，调整了黄油、

奶酪和脱脂奶粉等 3 种乳制品，取消了包括帕达诺、帕玛森和普罗

卧 3 种奶酪以及奶油，新增了原糖和亚麻纤维。 

二是取消乳制品、食糖和葡萄酒的产量限制。将在 2015 年取

消乳制品产量配额，2018 年底前放开葡萄种植权限制，初步计划

2017 年 9月底之前取消食糖产量配额，特殊情况下可适当后延。 

三是建立危机储备资金（也称保障性条款）。该资金主要用于

果蔬领域，每年总额 4 亿欧元，从直接支付资金中支出，当年未用

完的资金下年返还农民。若遭遇严重市场失衡，欧盟委员会可授权

生产者组织及其分支机构采取临时性综合措施（如退市、私人存储

等）来稳定市场。 

四是强化对生产者合作组织的支持。包括通过法律法规提高生

产者组织的谈判能力；鼓励生产者合作和增强食物链的运行功能，

成立了食品供应链决策小组等。 

（二）第二支柱的改革 

本轮改革欧盟通过协调整合现有各种农村发展资源的方式推进

本轮改革，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增长和地区平衡发展，形成与欧盟共

同渔业政策等其他政策相协调的农村发展新政策框架。改革后其资

金约占 CAP 的 25%。欧盟要求成员国的农村发展项目必须优先满足

以下 6 个方面：一是有利于把知识转化为实用科技，鼓励农业、林



业和农村地区的创新；二是增强农场活力和竞争能力，促进农场科

技创新，促进森林可持续发展；三是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发育，包括

农产品加工和营销、增进动物福利和强化农业风险管理；四是恢复、

保护和强化与农业和林业相关的生态系统；五是提升资源效率，支

持农业、食品和林业的低碳发展；六是促进社会包容，减少农村贫

困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改革后，各成员国将根据欧盟的措施目录设计自己的农村发展

项目，并可以决定采用哪些措施以及如何采用这些措施。成员国必

须将 30%的农村发展资金用于土地管理和应对气候变化，包括环境

和气候相关的实物资产的投资、所有森林领域的投资、农业环境气

候投资、有机农场、自然 2000计划
9
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补贴等。 

 

总的来看，本轮改革有三个特点：一是注重政策的统筹协调，

增强了与农业贸易政策以及“欧洲 2020 战略”等政策的衔接。二

是注重兼顾公平和效率。缩减欧盟内部单位面积土地获得直接支付

金额的差异，允许成员国更加灵活地分配直接支付资金来提高资金

效率。三是注重发挥农业的生态和环保功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9 保护欧盟鸟类、动植物栖息地以及生物多样生态网络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