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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公平贸易组织参与供应链扶贫研究
——以古丈盘草村茶叶发展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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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案例研究法，以湖南省古丈县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动态发展为例，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揭示了公

平贸易组织如何介入茶叶供应链，并与供应链各节点合作，最终实现扶贫的机理和效果。研究结果显示：通过
公平贸易组织的纽带与枢纽作用，加强供应链组织间契合，并对小农户赋予权能，从而实现贫困村内生包容性
增长；提升供应链节点资源整合程度，促进机会平等、福利普惠以及可持续发展，实现贫困村外生包容性增长；
内、外生包容性增长程度越高，扶贫的可持续效果越明显。
关

键

词：公平贸易组织；包容性增长；供应链扶贫

中图分类号：F3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21)01–0018–09

Research on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supply chain poverty all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growth：Take the tea development of
Guzhang county Pancao villag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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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case study method, taking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tea supply chain of Guzhang
county Pancao villag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clusive growth, the study reveals how the fair
trade organization intervenes in the tea supply chain and cooperates with all node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finally realize
the goal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with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acting as link and hub,
the endogenous inclusive growth of poor villages could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supply chain
organizations and the empowerment of small farmer; the exogenous inclusive growth of poor villages could be realized
through integrating supply chain nodes and improving equal opportunities, universal welfare and sustainable growth;
the higher the degree of endogenous and exogenous inclusive growth, the more obvious the sustainable eff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Keywords: fair trade organizations; inclusive growth; supply chain poverty alleviation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实施一系列扶
贫政策，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

[1-3]

。2020

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年与全面
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但相对贫困的治理仍任
重道远。当下，扶贫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一些地方
功利扶贫，“扶富不扶贫”“授人以鱼”“精英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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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等，最终偏离扶贫政策的初衷、导致扶贫资源
低效配置[3-6]。有学者认为，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
为主、依靠第三方组织力量援助的扶贫是外力推动
型包容性增长，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效率损
失大，代价高，可持续性差[7]。相对而言，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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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为核心，自下而上、强调自发的、可持续

包容性增长被认为是不平等减少的增长 [19,20] 。Ali

的内生包容性增长，对于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具

和 Zhuang[21]将包容性增长定义为具有平等机会的

有重要意义[7]。因此，有学者主张经济增长和收入

增长，并认为包容性增长应达到四个结果：可持续

分配“自上而下”同自生能力和社会流动“自下而

和平等的增长、社会包容、赋予权能、安全。赋权

[8]

上”相结合的扶贫新思路 。而一些学者认为，需

意味着获得生产性资产、能力和资源，使每个人都

要充分尊重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有效整合资源，

能参与增长过程。其次，包容性增长被认为是一种

将贫困户纳入当地优势农产品供应链，发挥供应链

全面的、可持续的增长，其有四个基本要义：经济

带动作用，不断提升贫困地区农户的自我发展能

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和福利普惠[22,23]。

力，切实有效地实现内生包容性增长和长效扶贫机
[3,5,9,10]

制

；尤其是融入全球价值链，进入全球市场，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扶贫政策目标从“保生
存”到“保生存、促发展”再到“惠民生、促发展”

为贫困户提供更多就业和学习机会，提供稳定可靠

[2]

的保障，以解决产业扶贫中诸多传统外生包容性增

度、科层式纵向传递机制、条块化横向分配和非均

[11-14]

长的矛盾

，正在步步转向包容性增长。但由于刚性扶贫制

衡乡村社会结构等，扶贫很难达到理想的包容增长

。

公平贸易组织在茶叶主产国印度、肯尼亚、中
①

状态[5]。如果说政府或第三方推动的扶贫过分强调

国等，已经介入农产品供应链 ，并通过建立标准

对贫困人群的外部支持会忽视贫困人口的主观能

等举措改善了贫困户的农产品质量、增加生产者权

动性，是不是只有完全自发产生的内生包容性增长

能，有效改进了贫困户经济状况，实现当地经济的

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社会的均衡、共享和可持续发

，但鲜有文献深入剖析公平贸易组

展呢[7,19]？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

织对供应链扶贫的影响机理。茶叶是我国农业重要

果，本研究认为单凭外力（政府和第三方）推动的

产业，很多茶叶种植区域多为偏远山区，贫困人口

纯外生包容性增长和单独依靠自发产生的内生包

包容性增长

[15,16]

相对集中，贫困问题也特别突出

[17]

。湖南省古丈县

容性增长均不是包容性增长的全部内涵，也不能较

以茶叶为主导产业，鉴于公平贸易组织加入古丈县

全面地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从内、

茶叶供应链已有较长一段时间，且对当地经济和供

外生视角共同分析包容性增长才更客观。

应链各个环节产生了诸多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拟

公平贸易组织从事的活动覆盖了经济社会生

以古丈茶叶供应链动态发展为例，基于内、外生包

活的多个方面。如：消除饥饿、维护人权、减轻贫

容性增长的视角，探究公平贸易组织参与茶叶供应

困、对抗环境退化和改善医疗保健等[24]。公平贸易

链扶贫的内在机理和效果，以期为创新现有扶贫模

组织通过制定最低收购价格，使小农户获得更多的

式、机制提供重要的政策启示。

利益分配 [25] ；从农产品贸易公司获得公平贸易返
款，规定合作社按一人一票原则，决定返款用途，

一、文献综述与理论框架

如社区发展、改善小农户生产条件、提高农户技能

的理论，机会不平等是穷人遭受贫

培训和改善医疗、教育等，赋予农民更多权力；利

困的主要原因。亚洲开发银行最先提出包容性增

用公平贸易制度，对供应链上各节点实施监督和协

长，其基本含义是通过促进机会平等，让贫困人群

调管理，使各合作方形成一个利益与风险共担的共

更加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同体[26]；定期开展各类培训，在供应链层级间形成

根据 Sen

[18]

学界对贫困认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收入贫

共同管理理念和经营模式，提高管理水平和运行效

困—能力贫困—权力贫困—制度性贫困 。相应地，

率[25]。公平贸易组织与供应链融合过程中，会充当

理论界对经济增长的认知亦经历了四个阶段：纯粹

协调员、召集人、组织者、经纪人和谈判员的角色，

的增长—基于广泛基础的增长—益贫式增长—包

并通过整合供应链内、外部资源和提供技术支持，

②

容性增长 ，实现包容性增长才能真正缓解贫困，

促进供应链贫困成员内生能力，使之获得发展[16]。

包容性增长是一种最理想、最高级别的扶贫境界[8]。

公平贸易组织以先进的扶贫理念、新颖的扶贫方

学界对包容性增长的理解可概括为两方面：首先，

式、突出的扶贫效率已逐渐成为我国扶贫攻坚行动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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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7]。学者们虽然意识到公平贸易

茶叶生产加工。2017 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授

组织在促进农村包容性发展和可持续扶贫中的重

予古丈县“中国茶文化之乡”称号。古丈茶在国内

大作用[28-31]，但鲜有文献从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审视

外享有一定知名度，部分茶产品已出口美国、日本、

公平贸易组织参与供应链扶贫的机理和效果。

欧盟、中东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盘草村现有村

尽管一些文献实证检验了农产品供应链对贫
困户的减贫效应，但多数情况是有组织的贫困户才
能加入产品供应链，若没有组织从中承担纽带和枢
纽作用，贫困户很难融入产品供应链。产品供应链
本质上完全是一种市场交易关系。公平贸易作为第
三方组织加入农产品供应链，通过自身的各项制

民 252 户 1100 人，其中从事茶叶生产的村民 400
人。2014 年，盘草村人均茶叶单项收入仅 3000 元。
2017 年，人均茶叶单项收入 7000 元左右，其余务
工年收入人均约 6000 元。2018 年初，盘草村成功
⑤

脱贫 。本研究遵循案例研究典型性原则，选取湖
南省古丈县盘草村茶叶供应链为研究对象，理由如
下：第一，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在发展中出现了不同

度、专业知识、技术和资源（市场）优势作用于供

阶段。例如，盘草茶叶专业合作社 （以下简称盘

应链核心节点，促进核心节点产生积极带动和紧密

草合作社）的出现，标志着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开始

联系贫困户的动力，使得供应链组织层级契合紧

萌芽；接着，湖南省茶叶公司（以下简称省茶叶公

密，促进贫困户（专业知识、经济收入、心智、能

司）加入供应链成为供应链核心企业，标志着盘草

力等）、供应链各节点与供应链一起发展，达到共

村茶叶供应链真正产生。第二，盘草合作社早已通

赢。因此，本研究认为公平贸易组织虽然是一种外

过公平贸易认证，与公平贸易组织合作超过八年。

生力量，但这种外生力量通过供应链的媒介作用转

第三，盘草村在 2018 年脱贫摘帽，成为脱贫村。

化成了推动贫困户自身能力发展的巨大催化剂，促

因此，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发展的具体实践可作为典

进了贫困户内、外生包容性增长和供应链可持续扶

型案例用以探讨所要研究的问题。

⑥

2.数据收集与处理

贫。具体理论框架见图 1。

数据来源包括正式半结构化访谈、实地观察、
价值观
农产品
供应链

技术

内生包容性增长

共赢

档案材料及网络媒体资料。2017 年 12 月到 2019 年

包容性增长

可持续扶贫

5 月课题组成员共进行了 16 次半结构化访谈，每次

公平贸易组织
制度

市场

外生包容性增长

访谈时间约为 30~100 分钟。
访谈对象为省茶叶公司、
盘草村村委会、地方管理部门茶叶局、茶叶合作社

图 1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公平贸易组织参与
供应链扶贫的理论分析框架

理事长、核心社员和普通社员、盘草村农户、公平
贸易组织相关成员等。访谈关键内容包括：第一，
回答者基本信息；第二，盘草村基本情况；第三，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基本情况；第四，茶叶合作社基

1.研究方法和案例选择

本情况；第五，茶叶供应链中各层级及其合作情况；

本研究拟采用单案例研究法进行分析。首先，

第六，公平贸易组织加入茶叶供应链前后情况。为

本研究聚焦于公平贸易组织“如何”促进内、外生

提高案例研究信度，笔者还调研了湖南省其他加入

包容性增长，而案例研究方法恰恰适合回答“如何”

公平贸易组织与未加入公平贸易组织的茶叶供应链

和“为什么”的问题。其次，由于农产品供应链发

以进行验证与比较。数据来源详情见表 1。

展是动态持续的，单案例研究更容易挖掘其动态发

本研究遵循质性资料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处理。

展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有利于详细描述事件推演的

调研组 3 人将所有半结构化访谈获得的音频资料根

复杂过程。再者，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设计，对同

据 24 小时原则，在第一时间转化为文本资料。将

一案例不同时间段进行研究，有助于考察供应链扶

图片资料按作用分类形成案例质性资料库。具体步

贫阶段性成果，深入挖掘其内在作用机理。

骤如下：结合文献，找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

古丈县，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

形成范畴，进行一级构念，得到 18 个一级编码；

州，目前茶园总面积达 15 万亩，其中生态有机茶

将一级构念上升为赋予权能、可持续发展等 7 个二

④

园 4.1 万亩 。全县 60%农业人口直接或者间接从事

级构念，形成二级编码；进行三级构念和理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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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具体见表 2。

表 1 数据来源详情
数据源 调查地点
访谈数据

古丈

长沙
古丈

盘草合作社发展回顾、盘草合作社 2013—2018 茶业发展计划、公平贸易组织 50 问

常德

二手资料

访谈对象和时间
县茶叶局鲁主任（0.45 小时）、县梳头溪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0.64 小时）、县有机茶叶公司文总（1.25 小时）、
县盘草合作社罗理事长（4.7 小时）、盘草合作社贫困小农户（0.3 小时）、盘草村村主任（0.7 小时）、盘草村村民（0.3
小时）
石门中坪茶叶合作社熊理事长（1.1 小时）、石门栗子坪茶叶合作社卓理事长（3.3 小时）、天画罗平茶叶公司唐总/石
门阳河山茶叶合作社唐理事长（1.67 小时）、石门栗子坪茶叶合作社卓理事长（1.69 小时）
省茶叶集团有限公司（1 小时）、湘茶集团有限公司（1.91 小时）

表 2 理论结构编码过程
典型特征引用

一级构念

小农户培训的主要内容：茶园培管（如何施肥、治虫，什么季节治什么虫）、公平贸易政策、加
工程序（针对不同销售地区，制作不同口感、颜色、外形的茶叶）。/提高了小农户文化知识水平
和为人处世、生产技术的能力。
大学生助学（为考上二本及以上的学生每人补助 2000 元，目前共补助 8 人）、农户看病补助（大
病救助 3%；受伤 20 元/人；小病 10 元/人；输液 20 元/人）。/建立图书室和医务室，针对所有村
民开放。
公平贸易组织要求不得基于种族、肤色、性别、性取向、残疾、婚姻状况、艾滋病、年龄等在招
聘、培训、报酬、工作分配等工作环节区别对待工人。/合作社对新、老社员没有区别对待。/返款
的使用对社员也没有区别对待。
合作社可以管理好村匪、村霸（如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就不收产品）。/孕妇、儿童不能工作，要
和小农户签合同（公平贸易组织条款）。
合作社优先聘请贫困小农户作为炒茶工人、运输工人和行政职员。/采茶速度快的小农户一天可赚
300~400 元。/合作社包销提高农户积极性。
公益支出不限于加入公平贸易组织的社员，而是全村农户。/公平贸易让小农户、工人、消费者和
农村社区治理、生态环境都真正获益。
村民通过种茶叶生活越来越好（孩子学费不愁了、村民都修房、买房、买车）。种茶成为村里脱
贫致富的主业。/以前种玉米时生活很苦，现在辛苦半年就可以赚到钱。罗其龙母亲（80 多岁）一
年还能赚 8000 元。
公平贸易组织鼓励环保和可持续农业的生产方法，采取农业综合管理体系。/公平贸易认证要求小
农户施肥不能有污水污泥并实施提高土壤肥力的做法。
公平贸易返款支出 2 万元建医务室、15 万元建图书馆、50 万元修路。

能力发展

二级构念 三级构念
赋予权能

权力获得

消除社会排斥

社会保障

机会平等

经济机会
共享发展成果

福利普惠

经济增长

可持续发
展

环境保护
社会发展

合作社成立之初，村民人均收入 2300 元左右。/2017 年、2018 年人均茶叶单项收入达 7000~8000 人均收入提高
元。
肥料免费（为达到公平贸易标准，肥料由省茶叶公司配比、合作社发放）。/销售、加工、物流费 交易成本降低
用都由合作社承担。
公平贸易组织会将茶叶价格波动告知小农户并实施最低收购价格，达到认证要求的茶叶包收包销。 交易风险降低

收入提升

公平贸易组织带翻译给小农户培训。培训内容：道德、人权、生产、有机茶的注意事项。培训方
式：实地和教室教学相结合。/合作社教小农户炒手工茶。有手工茶订单时，合作社会请小农户做
手工茶（20 元/小时，茶王级别 500 元/天）。/建立医务室并聘请医生，给村民提供基本医疗条件。
一些小农户本想放弃种茶改种粮食作物，经过罗理事长游说后加入合作社。/每年合作社返 7 万~8
万元，年底按交易量发放现金（一斤春茶鲜叶返 2 元，一斤夏秋茶鲜叶返 0.5 元），社员积极性提
高。/社员在有机转化期（公平贸易认证的准备阶段）没有收益，心里有反感，但通过合作社工作
人员在茶园及社员大会上宣传，社员思想得到改变。/合作社激励政策、公平贸易返款规则使得社
员们种茶的兴趣越来越高，更加积极、主动。

知识/技能/
健康状况

人力资本
提升

思维方式/
观念/意志

心智模式
增长

三、公平贸易组织参与供应链扶贫的过
程、机理和效果

包容性
增长

供应链
扶贫

第一阶段：松散的茶叶供应链。合作社成立前，
盘草村茶农以分散经营为主。茶农独自种植、加工
和销售茶叶。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市场意识淡薄、

1. 公平贸易组织介入茶叶供应链的过程

缺乏系统的茶叶种植和加工知识，茶农在生产资料

通过梳理资料，笔者发现盘草村茶叶供应链动

选用、茶园培管、茶叶采摘与加工等方面缺乏统一

态发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标准。分散的小规模经营使茶产品品质和安全性无

22

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 2 月

http://skxb.hunau.edu.cn/

法得到保证，小农户难以融入现代农产品供应链。

户。公平贸易组织根据交易量，以美元形式定期向

茶叶供应链管理体系尚未形成，组织间契合度低。

当地高峰有机茶叶协会 的中国银行账户返款。盘

这一阶段，茶农无法获得优质生产资源和高价值增

草合作社需要使用返款时，可向高峰有机茶叶协会

值，茶叶生产的经济效益低下。

申请。年底，盘草合作社定期举行社员大会，统计

⑦

⑧

第二阶段：半紧密的茶叶供应链。此阶段以盘草

公平贸易返款的使用意愿 （如购买生产材料、运

合作社成立为标志。由于盘草村茶农收益低下，多数

输车辆、生产设备、道路维修等），获得前三名投

茶农不愿种茶而改种玉米或其他经济作物。此时，村

票的项目将作为来年的公益支出计划项目 。公平

民罗其龙（后为盘草合作社理事长）的茶园规模却不

贸易返款的公益支出不限于盘草合作社社员，而是

断扩大，他认为成立合作社有利于取得商业伙伴信

面向全村农户。因此，公平贸易组织加入供应链，

任，扩大销售规模，于是萌生了成立合作社的想法。

一方面稳定了茶叶市场价格，保护了茶农利益；另

面对得天独厚的种茶环境和退缩的茶农，他亲自走访

一方面，让全村小农户分享了公平贸易返款带来的

茶农并向其说明加入合作社的益处，许多茶农开始加

益处，有利于小农户维持生计、改进生产能力、提

入合作社。合作社成立后，政府通过合作社统一给社

升话语权。此阶段，小农户通过供应链获得了原材

员免费拨茶苗。合作社统一为社员购买优质、低价的

料、生产技术、销售、物流等各种优质资源，供应

肥料，购买资金可在采茶后与合作社结算。合作社除

链组织间契合程度越来越高。

⑨

供货给几个大客户以外，也开始同湖南省茶叶公司合

2. 公平贸易组织参与茶叶供应链扶贫的机理

作。这一阶段，茶农通过合作社获得了质量和价格均

根据本研究的理论结构编码和公平贸易组织

相对稳定的生产资源，降低了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介入盘草村茶叶供应链的过程可知，公平贸易组织

贫困小农户开始成为茶叶供应链上的一环。至此，茶

通过省茶叶公司与盘草合作社为小农户赋予权能，

叶供应链初具雏形。供应链组织间的信任开始建立，

实现了贫困村内生包容性增长；通过改进机会平

组织契合程度逐渐增强。

等、福利普惠和可持续发展，实现了贫困村外生包

第三阶段：紧密的茶叶供应链。此阶段以公平
贸易组织介入为标志。2009 年，湖南省茶叶公司的

容性增长。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公平贸易组织参与供
应链扶贫的机理如图 2 和表 3 所示。

外贸人员了解到国外市场对公平贸易组织认证的

（1）内生包容性增长——赋予权能。为达到

产品有大量需求，意识到如能与公平贸易组织达成

公平贸易组织认证要求，省茶叶公司作为供应链核

合作，将会获得大量、优质的国外客户资源，不仅

心企业，通过合作社对小农户进行一系列培训，提

有利于开拓国外市场，可以扩大销售规模、提高品

升了小农户人力资本、改进了小农户心智模式。公

牌声誉，而且能让小农户在公平贸易中获益。看到

平贸易组织对省茶叶公司提出国外出口茶叶的加

有机茶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省茶叶公司决定和盘草

工与生产要求，省茶叶公司将要求传达到合作社，

合作社合作。他们先是引导社员进行茶园有机认

合作社组织小农户进行培训，培训内容涉及茶园培

证。当社员的有机茶叶认证基地达到一定规模时，

管、采茶要求、公平贸易条款、绿色农产品认证等，

盘草合作社委托省茶叶公司向公平贸易组织提交

培训由合作社、省茶叶公司、公平贸易组织等具体

公平贸易认证申请。公平贸易组织收到申请后，在

实施。1）人力资本提升。一是技能提升。开展培

茶园三年有机转换期内派负责人或国内第三方检

训，小农户具备了标准化的茶园培管及茶叶加工能

测机构对合作社通过有机认证的茶园进行了 2 次抽

力。公平贸易组织根据盘草村茶叶生产实际情况，

样检查。2012 年，公平贸易组织与合作社正式达成

对茶叶种植、培管、加工、销售等一系列环节制定

合作。公平贸易组织介入茶叶供应链后，为小农户

了严格的标准⑩，实行“五统一”⑪的标准化管理。

的有机认证茶叶制定了最低收购价格，保护茶农不

二是知识增加。开展培训，小农户熟知了公平贸易

受全球价格波动的影响。省茶叶公司将公平贸易组

的规则、体系，并学习了有机茶叶认证和建立溯源

织认证的茶叶销售到海外市场后，其销售额中的一

体系、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相关知识。三是健康改

部分溢价作为公平贸易返款打入公平贸易组织账

善。建立医务室，改善了村民的健康状况。2）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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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模式改善。一是改变传统观念。小农户加入供应

公平贸易组织后，小农户的收入越来越丰厚，物质

链后积极配合公平贸易组织认证，改变了不求上

条件大为改善，破除了自卑心理，获得满足感和幸

进、故步自封的心理状态。二是形成商业思维。小

福感。四是增强学习意识，开拓思维境界。小农户

农户加入供应链后积极关注茶叶市场状况，并学习

投票将公平贸易返款修建图书馆，除了能学习技能

规划自己的茶叶生产事业。三是增强自信心。加入

知识外，还能学习其他领域的知识。

小农户无法进入现代
农产品供应链
小农户能力发展低下

小农户单
枪匹马入
市场
供应链发展
第一阶段

小农户无法提高经济
收入

供应链
组织间
契合

当地经济包容性差且
没有扶贫效果

小农户通过合作社成
为供应链一员

当地包容性增长程度
和扶贫效果有所提升

内生包容
性增长

机会
平等
小农户通
过合作社
进入市场

供应链发展
第二阶段

小农户开始接受茶叶
知识相关培训
小农户获得加工、销
售、物流等资源

赋予
权能

公平贸易
组织加入
供应链
供应链发展
第三阶段

供应链
资源整
合

福利
普惠

小农户
经济收
入提升

小农户
人力资
本提升
外生包容
性增长

可持
续发
展

可
持
续
扶
贫

小农户
心智模
式改善

图 2 包容性增长视角下公平贸易组织参与供应链扶贫的机理

在此过程中，供应链下游组织与上游组织通过
学习和培训，使得各种知识和技术在供应链层级之

作分配等环节区别对待工人。因此，盘草村的小农
户实现了可持续的内生包容性增长。

间进行有效传授与实施，供应链组织间的契合程度

据此，我们得出命题 1：公平贸易组织加入供

越来越高，小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得以不断提升。

应链，加强了供应链组织间契合程度，使小农户与

[7]

刘亚军 认为内生包容性增长是以人的能力发展为

供应链各节点联系更加紧密。供应链组织间不断耦

核心，强调自发、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但也有学

合，增强了供应链上游小农户的学习能力，实现了

者认为，仅仅获得能力，却得不到相应的权利和尊

盘草村的内生包容性增长。

[8]

重，并不能实现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 。公平贸易

（2）外生包容性增长——机会平等、福利普

组织通过茶叶供应链核心企业（省茶叶公司）引导

惠、可持续发展。借鉴已有研究，本研究将外生包

供应链知识传递，赋予了小农户权能（小农户获得

容性增长定义为通过外部力量直接获取的经济增

各种知识），不但促使小农户自身能力提升，而且

长、机会、福利、收入等增长。根据案例资料梳理，

使小农户在茶叶供应链中获得了应有的权利与尊

盘草村的外生包容性增长，主要涉及机会平等、福

重，让他们在公平贸易中具有发言权，实现有尊严

利普惠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实现机会平等地增长。

地增收致富。按照公平贸易组织要求，除考虑人的

机会不平等导致人力和物力资源低效利用，其结果

能力发展以外，还需要考虑权利获得和消除社会排

是穷人从增长中受益程度低于非穷人[21]。公平贸易

斥。从权利获得来看：一是合作社按照公平贸易组

组织打破了全球贸易体系内的不公平，改变了小农

织要求对农户进行道德、人权等相关培训；二是尊

户在供应链上的劣势地位，使其获得更多的价值链

重农户结社自由、谈判、选举、被选举、沟通等权

盈余。一是通过公平贸易使小农户的茶叶进入国外

利。在消除社会排斥方面：公平贸易组织要求不得

市场并获得更多资源和支持。二是公平贸易返款修

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出身等在招聘、培训、工

建村级道路，使小农户获得了参与贸易的先决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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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创造了更多的经济机会。三是部分公平贸易返

2018 年底，盘草合作社共有 29 个茶农陆续通过公

款作为教育资金，使小农户及其子女获得更加平等

平贸易组织认证。村民收入 2009 年人均仅 2300 元，

的教育机会。其次，实现福利普惠的共享增长。包

2018 年 实 现 全 村 脱 贫 且 人 均 茶 叶 单 项 收 入 达

容性增长不仅着眼于消除贫困，更重要的是强调人

7000～8000 元，经济实现稳步增长。新修公路、图

[23]

人有机会参与增长过程，分享增长成果

。在本案

书馆、医务室，提升了村民社会文化生活品质，促

例中，公平贸易组织、小农户、合作社、省茶叶公

进了农村社区整体发展。公平贸易组织要求小农户

司、消费者和农村社区都获益。公平贸易组织实现

进行有机认证，鼓励小农户采取综合农业管理体系

了其愿景和使命；省茶叶公司在利润增长的同时，

和可持续农业生产方法，尽可能减少对环境的污

提升了品牌价值和社会声誉；消费者获得了更加安

染。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了小农户持续生产更加优

全、更有品质保障的茶产品；小农户在收入增长的

质的茶叶、获得更多收入。

同时，通过学习公平贸易条款等提升了自身人力资

据此，我们得出命题 2：公平贸易组织加入供

本，最终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再次，实现了经济、

应链，增强了供应链核心节点（如省茶叶公司与合

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包容性增长的重要内涵之

作社）的资源整合能力，降低了供应链上游小农户

[32]

一就是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的交易成本，实现了盘草村的外生包容性增长。

。截至

表 3 茶叶供应链不同发展阶段的内、外生包容性增长及其扶贫效果
供应链阶段
内生包容性
增长
外生包容性
增长

第一阶段

赋予权能

小农户茶园培管、加工能力
低，无技术支持，无话语权
机会平等
小农户无法进入供应链，无
法获得公共服务
福利普惠
盘草村基础设施落后，小农
户享受到的福利少，无法通
过自身能力摆脱贫困
可持续发展 不可持续发展阶段

包容性增长
供应链扶贫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小农户加入合作社，开始
学习茶叶生产相关知识
小农户成为茶叶供应链一
员，进入国内主流市场
小农户加入合作社，获得
了生产资料、加工、销售
等资源
可持续发展过渡阶段

小农户系统学习道德、人权、劳工条件、公平、绿色
农产品等知识/具备标准化茶园培管及茶叶加工能力
公平贸易返款让村民获得更加平等的教育机会、获得
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
小农户自身发展能力提高；省茶叶公司社会声誉提升；
公平贸易组织实现其愿景与使命；消费者获得高品质
茶产品；盘草村村民获得福利
减少代际贫困可能性；改善自然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

无
收入

中

高

人均收入 2300 元左右/小农 人均茶叶一项收入 3000 多
户没有固定客户（交易风险 元/合作社获得了税号（协
很高）
调成本降低）/合作社与省
茶叶公司合作，有固定销
售渠道（交易风险减少）
缺乏茶叶种植技术，无法提 合作社培训小农户，小农
升茶叶种植技能
户茶叶生产技能提升
小农户决策随意，随时想放 小农户加入供应链，种植
弃种茶，生产无信心
茶叶渐渐有信心

人力资本
提升
心智模式
改善

扶贫效果

无

中

年人均茶叶一项收入 7000~8000 元，务工年人均收入
6000 元/合作社开通中国银行专用账号接收公平贸易
返款（协调成本大幅降低）/合作社与省茶叶公司达成
长期合作，公平贸易实施最低收购价减少市场价格波
动的风险
小农户：茶园培管、加工技术提升/相关知识体系完善
/健康状况改善
公平贸易组织介入，小农户生产积极性显著提高，并
关注茶叶市场状况、学习规划自己的茶叶生产事业，
坚定了种植茶叶的信念，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迈进，
实现有尊严地致富。
高

数据来源：调研资料

3. 公平贸易组织参与茶叶供应链扶贫的效果

文献显示，小农户收入间接地受到交易成本⑫和协调

“贫困文化”恶性循环理论认为，长期处于贫

成本⑬的影响，当交易不确定性小、协调成本低时，

困的人们形成了一整套特定的生活、思维与行为方

小农户收入会增加。当贫困地区小农户收入提高、

式，贫困人口在这种情况下不但不能摆脱贫困，甚

人力资本和心智模式得到改善时，扶贫效果被评定

[33]

至还会导致新的贫困

。所以，贫困的循环实际上

为高度有效。据此，得出盘草村茶叶供应链不同发

很大程度源于精神的贫困。Ansari 等学者提出能力

展阶段的包容性增长及其扶贫效果（表 3）。结果显

更强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机会

[34,35]

。为

示：在松散的茶叶供应链阶段，没有产生扶贫效果

此，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采用小农户收入、

和包容性增长；在半紧密的茶叶供应链阶段产生了

人力资本和心智模式改善三个维度衡量扶贫效果。

中等的扶贫效果和包容性增长；在紧密的茶叶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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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阶段产生了比较好的扶贫效果和包容性增长。同

能力，但由于资源在区域和阶层之间的制度性扭曲，造成

时，随着公平贸易组织、省茶叶公司、合作社与小

市场分割和缺乏社会流动导致的机会贫困；二是指“有机
会无能力的贫困”，尽管区域和阶层之间不存在市场分割

农户合作的加强，供应链核心节点（如省茶叶公司

和社会流动约束，但制度扭曲致使社会资源在不同区域和

与合作社）的资源整合能力增强，能更好地增加小

群体的不公平分配造成个体缺乏劳动技能而出现的能力

农户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改善心智模式。

贫困[8]。

据此，我们还可以得出命题 3：内、外生包容

③ 联合国在 1990 年《人文发展报告》和 2012 年《全球幸
福指数报告》中分别提出人类发展指数(HDI)和幸福指数

性增长的程度越高，供应链扶贫效果越明显。

(GDH)，将贫困缓解从强调收入的单一维度拓展为收入、
教育和健康多个维度。在此基础上，世界银行提出了“基

四、结论与启示

于广泛基础的增长”，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了“有利于穷
人的增长”和“包容性增长”[8]。

上述研究表明：一是公平贸易组织加入供应
链，加强了供应链组织间契合程度，使小农户与供
应链节点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供应链组织间不断

④ 数据来源：http://www.guzhang.gov.cn/zwgk/xzfxxgk
ml/gzdt/bmdt/201807/t20180712_911393.html
⑤ 各地标准不一，盘草村脱贫要求：1、人均收入达 3800

耦合，增强了供应链上游小农户的学习能力、提升

元；2、医疗、教育、住房、饮水有保障。

其人力资本、改善其心智模式，实现了贫困村内生

⑥ 盘草合作社于 2009 年成立，为湖南省级专业合作社示范

包容性增长。二是公平贸易组织加入供应链，增强

社，有可采茶园 3200 亩，社员 321 户。合作社现有理事
长 1 人，副理事长 2 人，监事会 2 人，会计 1 人，秘书

了供应链节点的资源整合能力，降低了供应链上游

1 人，业务员若干。

小农户的交易成本，实现了贫困村外生包容性增

⑦ 2009 年，盘草、高峰、红石林三个村，一起以高峰有机

长。三是内、外生包容性增长的程度越高，供应链

茶叶协会的名义加入公平贸易组织。盘草合作社理事长

扶贫效果越明显。

罗其龙兼任高峰有机茶叶协会会长。

理论上，本研究通过结构化理论框架和单案例

⑧ 由于公平贸易组织规定返款不能对小农户直接进行现金
补贴。因此，盘草合作社将返款用于合作社业务发展、

研究法揭示了公平贸易组织与供应链扶贫的机理，

小农户或当地农村社区发展。

在此基础上解析了内、外生包容性增长的机理，拓

⑨ 2017 年，盘草合作社共使用 57.6 万元返款，其中补贴

展了包容性增长理论内涵。实践上，本案例综合了

重大疾病费用 5 万元，建医务室 2 万元，聘请医生 6 千

现有扶贫方式的三大优势（内、外生包容性增长和

元，修路 50 万元。2018 年，盘草合作社共使用 23 万元
返款，其中补贴重大疾病费用 7 万元，建图书馆 15 万元，

引入市场机制），对创新现有扶贫模式与机制亦具
有重要的政策启示，为解决长效扶贫、包容性发展

教育支出 1 万元。
⑩ 例如有机肥料的配比，茶园培管技术，用生物、物理手

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新途径。
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深化：第一，构建

段除病虫害的方法等。
⑪ 即“统一用肥、统一施药、统一采摘标准、统一加工程
序、统一贮藏保鲜”。

包容性增长的量化指标体系，通过大数据实证研究
检验内、外生包容性增长程度，比较其差异；第二，

⑫ 交易风险是指交易中其他参与方避免其约定职责的可能
性[36]。本文根据公平贸易组织是否会一直保持与小农户

开展多案例研究，通过横向对比解释公平贸易组织

的合作关系，以及供应商（省茶叶公司、合作社）对未

与供应链扶贫之间内在机理差异，并识别主导要

来关系的期望来衡量交易风险。

素，以增强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力。

⑬ 协调成本是指农户在决策过程中交换和利用信息的成
本，通过评估小农户交易障碍或抑制的影响因素可以有
效衡量协调成本。例如，减少小农户交易壁垒的指标包

注释：

括合作社是否已经开通了银行账户，获得了税号。

① 据调查，公平贸易组织已与我国 23 家茶叶合作社合作，
其中湖南 8 家、浙江 1 家、云南 7 家、江西 4 家、湖北
3 家，与其他农产品合作社（如花生、蜜、苹果和其他
农副产品等）合作约 7 家，共约 30 家。（通过参加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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