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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产牛肉的价值创新和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王晶 1，細野賢治 1，宋敏 2*
（1. 广岛大学统合生命科学研究科，日本 广岛 739-8511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随着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东亚小规模农业如何在传统农产品价值基础上为消费者创造新价值，并
通过产品外部要素、情景和社会经济因素等情感营销手段，构筑与欧美大规模农业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成为
东亚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本文基于消费者价值理论框架，以日本国产牛肉市场为例，分析日本牛肉的多元
化价值创新，探讨其价值实现机制。研究表明，为了应对农产品市场全球化带来的低成本竞争压力，日本牛肉
产业通过品质提升、心理价值附加、社会功能充实和农耕文化挖掘等一系列价值创新战略，力争通过挖掘农业
的多功能性，创造了多元化的牛肉价值体系，弥补东亚小规模农业面临的高成本劣势。但在这些价值构成中，
一些价值存在隐蔽性，难以被消费者所认知、认可和支付；还有一些价值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消费者存在免费
搭车倾向。对此，日本通过构建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和采取公共品牌建设等政策措施，在增进消费者价值认知，
弥补支付意愿不足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对于同属东亚面临国际竞争压力的我国小规模农业，如何构建多元化农
产品价值体系克服成本竞争劣势，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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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value creation and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Japan’s domestic beef
WANG Jing1, KENJI Hosono1, SONG Min2

（1. Graduate School of Integrated Sciences for Life, Hiroshima University, Hiroshima 739-8511, Japan; 2.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mpet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how small-scale
agriculture in East Asia can create new value for consumers based on the valu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rough the emotional marketing methods such as product external factors, scenarios and socio-economic factors,
building a market competition strategy that is differentiated from the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consumer goods supply
system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a key to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onsumer value theory, this paper takes the Japanese beef market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diversified value creation of Japan’s beef and discusses its value realization mechanism.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low-cost competi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 market,
the Japanese beef industry is trying to utilize the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establish a diverse beef value
composition. A system to compensate for the high cost disadvantages faced by small-scale farms in East Asia. It is
found that the Japanese beef industry has created a diversified beef value system through a series of value creation
strategies, including quality improvement, psychological value addi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enrichment. However, some
of these values are hidden and difficult to be recognized and paid by consumers. There are also some values that have
public goods attributes and external benefits, and consumers tend to be free-riders. In this regard, Japan has promo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alue exchange mechanism centered on specialized beef grading and a diversified price form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market auctions and bidding. These policies and measures have made achievements in enhancing
consumers’ value cognition and making up for insufficient willingness to pay. For small-scale farms in China, which are
also under the pressure of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in East Asia, how to build a diversified agricultural product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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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to overcome the disadvantage of cost competition and enhan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power is instructive.
Key words ：food; value theory; cognitive value; beef market in Japan; price formation; emotional marketing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能否通过市场交换实
现价值，决定了产品及相关产业的生命。随着农产
品国际市场竞争加剧，与欧美大规模农业比较，东
亚小规模农业面临着成本竞争的劣势。如何在传统
农产品价值基础上为消费者创造新的价值附加，并
通过产品外部要素、情景和社会经济因素等情感营
销手段构筑差异化的市场竞争策略，成为东亚农业
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价值追求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基
本动力。根据 Maslow [1] 需求层次理论，消费品对
消费者的价值大致可以分为温饱类、健康与安全类、
自尊与人尊类、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类五个层次。
食用农产品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基本消费资料，最
初主要是满足人们温饱类价值需求，为人类生存和
发展提供能量源泉。随着现代农产品物质特性以及
生产消费过程的不断演化，如功能性健康农产品的
开发、参与式体验品鉴等，食用农产品的价值正在
向多层次深化，除了给消费者提供温饱类价值外，
还同时提供健康与安全、自尊与人尊、自我发展和
自我实现等心理、文化和社会的价值满足。
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实质上是在对消费品的价值
认知、认同的基础上，实现购买消费的价值追求过
程。按照 Ajzen [2]、Ajzen 和 Driver [3] 提出的计划行
为理论，消费者的行为取决于主观态度、主观规范
和行为控制认知。消费者一般基于对利益损失的感
知、货币成本和风险，确定对于消费资料的基本态
度。消费者在基本态度的引导下，可以对不同的消
费资料产生不同的选择倾向，最终选择购买对自己
具有正向情感的消费品 [4]。消费者的感知价值除了
取决于消费品本身的内在物质特性和外在附属属性
外，还取决于消费者的个体特性、所处的情景因素
和社会经济环境等。其表现形式复杂多样，描述和
度量方式也千差万别。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化都会
引起消费者对消费品价值判断的改变。
Holbrook [5] 在消费价值定义中强调消费者对产
品的认知、偏好、评价和感受，Sweeney 和 Soutar [6]
通过以零售购买情景的实证研究提出了四种消费价
值维度，王永贵等 [7] 利用顾客权益的价值导向型
CRM 框架，从情感价值、社会价值和功能价值三
个方面分析了不同维度的顾客价值和顾客满意的关
系，且对顾客满意具有积极的影响，而感知利益损
失对顾客满意具有消极的影响。原田将等 [8] 考察了
消费价值中功能价值、情感价值和社会价值三者之
间与品牌承诺的关系和影响，以及各个价值之间的

交互作用。Biswas 和 Roy [9] 将消费价值作为中介变
量，提出态度、情境因素和消费者创造性如何通过
影响消费价值来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与溢价支付意
愿。長命洋佑和広岡博之 [10] 分析了日本女性消费
者购买牛肉行为及消费意识影响因素，认为受产地、
生产者信息、品牌和肉质新鲜度等外部价值影响。
张蓓和林家宝 [11] 分析了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冰
鲜鸡消费者购买动机的影响，认为质量安全性、保
鲜度、口感和创新性对购买动机具有积极影响，习
惯会负面影响冰鲜鸡的购买动机。消费品所具有的
客观价值与消费者的感知价值并不完全一致。因此，
如何通过价值交流引导消费者充分识别价值、认同
价值，影响情感和购买意愿，使食用农产品的隐形
价值被消费者所认知和外部性价值内部化，构建反
映食用农产品完全价值的价格形成机制成为普遍关
注的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
日本具有独特且历史悠久的牛肉消费市场，能
比较完整地映射出传统农产品市场向现代市场的形
态演化过程 ；日本国产牛肉市场具有从大众化普通
牛肉到世界顶级高品质和牛的立体化产品构成，可
以很好地考察消费者对食用农产品不同层次的价值
追求 ；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日本牛肉多元化的价值
追求，日本从产地、企业经营者和关联企业组织进
行了大量产品价值交流机制创新的尝试，积累了一
系列可供借鉴的经验。对此，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运用 Maslow [1] 提出的消费者价值理
论框架，以日本国产牛肉市场为对象，结合日本牛
肉的品质提升、心理价值附加、社会和文化充实等
多元化价值创新实践与不同价值属性，分析日本牛
肉供给体系的多元化价值创新，能否最终通过市场
交易价格得到消费者认知、认可和支付，借此总结
日本成功经验的同时，提出构建多元化农产品价值
体系，为提升我国农产品竞争力提供政策依据。

1 日本国产牛肉供给环境变化原因
近年来，日本国产牛肉供给体系及其经营环境
面临着竞争力低下、产地萎缩，供给链拉长和对安
全安心的规制强化等巨大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因
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牛肉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国
际竞争加剧 ；二是疯牛病（BSE）
、肠管出血性大肠
杆菌 O157 等安全事件带来的牛肉安全监管制度的
变化 ；三是牛肉消费的多元化和外食化等消费形态
的改变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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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牛肉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国际竞争压力剧增
1988 年签订的日美贸易协议规定，从 1991 年
开始逐步取消牛肉进口限额和降低关税。要求在 3
年过度期内，每年扩大 6 万 t 进口，关税第一年降
至 70%，第二年 60%，到第三年降低到 50%，由
此引入了牛肉关税紧急措施制度，并且按照之后的
WTO 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要求到 2000 年关税
进一步降低至 38.5%。2020 年新的日美贸易协定签
订生效后关税进一步降至 26.6%。这项政策的实施
彻底打破了日本牛肉供给的国内封闭体系。在 1988
年之前，牛肉进口主要是作为日本国内畜产振兴的
市场供需调控手段而进行的。当市场上牛胴体价格
上涨时，向市场投放进口牛肉，价格低迷时收储牛

肉

[12]

。
牛肉贸易自由化以后，进口冷冻和冷藏牛肉都
出现了大幅度增加。日本国产牛肉自给率从 1988
年的 60%，降低到了 2000 年的 32.6%（图 1）
，仅
仅十余年间减少了 27.4 个百分点。受 BSE 等风险
因素和日本国内牛肉产业振兴政策影响，2007 年牛
肉自给率最高恢复到了 43.5%，之后又开始出现逐
年降低的趋势，到 2019 年再次降低至 35% 以下。
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压力，如何保证日本国内农业
持续健康发展成为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关注的焦
点 [13]。采取肉用子牛生产者补助金、肉用牛肥育经
营安定措施等对策振兴国内牛肉产业成为日本农业
政策的主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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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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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牛肉市场供给状况
Japanese beef market supply situation

注 ：数据来源于日本畜产业振兴机构数据（https://www.alic.go.jp/livestock/index.html）
（分割肉）
。

1.2 BSE 等安全事件带来的牛肉安全监管制度的变化
2001 年 9 月 BSE 事件的发生，引起了消费者
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关注。确保安全、安心成为重构
牛肉供给体系的重要内容，使得以牛肉为代表的食
用农产品除了内在的物质特性外，还必须附带各种
安全安心标识、品牌和认证等信息，借以满足消费
者对食用农产品的安全、安心的价值追求。由此促
进了日本农政从生产环节向更多关注消费环节的方
向转变，通过政府、产地、企业经营者和关联企业
组织等多方的协同，保障食品的安全安心。主要政
策措施包括 ：一是打破行政条块限制设立食品安全
委员会，建立保障食品安全安心的行政组织机构 ；
二是修订《日本农业标准法》
（简称 JAS 法）
，规定
市售的农渔产品皆须标示 JAS 标识和原产地等信
息。对牛肉等生鲜食品建立了原产国标识的强制义
务，同时加强对虚假标识的取缔和打击力度，恢复

消费者对产品标识的信赖 ；三是 2003 年 5 月出台
了《食品安全基本法》
，规定食品从“农田到餐桌”
的全过程管理，明确风险分析方法在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中的应用，并授权内阁府下属的食品安全委员
会进行风险评估 [14]，推行建立食品履历追溯系统，
强化生产者、饲料配方和经营渠道等信息的透明度，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图 2）；四是日本农林水产省制
定了肉牛农场的生产卫生管理操作手册，包括农场
管理体制的整顿，设施卫生管理标准和预防传染病
的发生和蔓延对策等 ；五是引入实施消费者评价机
制的日本品牌战略，具体包括支持消费者评价活动，
同时根据消费者的评价结果支持发挥地方优势的特
色农产品生产开发，同时鼓励通过信息化，促进农
业生产、流动效率化 [12]。
1.3 牛肉消费的多元化和外食化等消费形态的改变
日本经济进入高速成长期以后，生活水平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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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日本牛肉追溯系统流程
Japanese beef traceability system process

注 ：根据日本肉类市场协会资料（https://mmb.jmma.or.jp/market）整理。

提高的同时，外源文化大量涌入日本。受其影响，
在牛肉消费方面，除了传统的和式料理外，中华料
理、西餐、印度料理和巴西烤肉等特色菜谱也越来
越成为日本人日常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各式
特色餐厅随处可见，而且这些外来食谱也成为家庭
餐桌和学校配餐的必选，体现出牛肉消费形态的多
元化特点。同时从消费场景来看，烤肉店、汉堡快
餐、便当等家庭外部消费在不断扩大，家庭内食消
费不断减少，从 1975 年的 70% 左右降到 2019 年
30%（图 3）
，平均每人每年购买的牛肉数量也从
1995 年的 3.6 kg 下降到 2019 年的 2.2 kg [15]。消费外
食化带来了供给链拉长和供给主体的多元化。牛肉
消费的外食化主要受高级偏好、多样性偏好、便利
偏好和健康偏好四个方面的影响 [16]。一般而言，外
食和加工食品可以品尝到由专业厨师和技师烹制加
工的美味食品，同时根据不同场景和喜好，选择不
100

家庭消费

加工

同菜系进行搭配，不仅可以达到营养均衡，还可以
减少家庭内制作的时间消耗。随着消费者收入的增
加和自己料理加工时间的机会成本上升，外食化的
消费需求不断得到释放，不仅表现为对加工品和外
食消费比例的增加，而且从食品获取的各个环节都
表现为从家庭内食向外食化的转化。在家庭消费牛
肉的许多加工、调理环节也逐步转为依赖外部提供
的半熟食、组配菜和半加工品。
早期日本的牛肉流通主要是由家畜商、牛肉店
作为主体参与收购、屠宰、加工和销售的单一纵向
串联式流通模式，牛肉最终消费主要是家庭内食消
费，餐厅等外食产业很少。如图 4 所示，1960 年日
本政府通过建立中央批发市场、产地家禽市场，以
及产地肉类购销中心，特别是全国农协和肉类加工
厂的参与，形成了以批发交易市场为纽带，多渠道
并存的牛肉流通体系，在产地牛肉收购环节，农协
其他（业务用、外食等）

消费构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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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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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图 3 日本牛肉消费构成比例
Proportion of beef consumption in Japan

注 ：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历年产业关联表（https://www.soumu.go.jp/toukei_toukatsu/data/io/）
、日本农林水产省历年食料供需表（https://
www.maff.go.jp/j/tokei/kouhyou/zyukyu/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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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本国产牛肉市场流通体系
Japanese beef market circulation system

注 ：根据日本肉类市场协会资料（https://mmb.jmma.or.jp/market）整理。

的集体出栏和产地畜禽市场的建立，使家畜商的流
通主体地位大幅度下降，打破了产地商人一统天下
的局面。在牛肉终端消费市场，为了满足消费者对
牛肉的多元化和外食化的需求，肉类加工商、超市
和餐厅等在牛肉供给体系中的角色功能日益凸显。

2 日本牛肉的价值创新
2.1 日本和牛肉的消费者价值
从图 5 牛肉的消费者价值来看，和牛肉除了提
供人类生存发展的能量供给，满足温饱类价值追求
外，对和牛养殖和流通的严格风险评价、风险管制
和风险交流等安全信息附加，同时提供消费者健康
与安全的价值追求。政府通过区域团体商标保护、
地理标志登记、产业振兴资金支持和海外品牌营销，
加上养殖农户、产地协同的质量规范和生产过程管
控、区域风土特色产品挖掘，联合打造神户牛肉、
产地保护、生产扶持

政府

松阪牛肉、宫崎牛肉等享誉世界的和牛品牌社会影
响力，带来的美誉度和显示度能够很好地满足消费
者自尊与人尊的价值追求。另外，日本依托牛肉产
业链延伸的礼品赠答、特色餐饮是消费者建立和维
护社交网络的有效载体，同时日本和牛历史悠久，
肩负着传统产业传承、乡村振兴等社会价值，购买
和消费富有区域特色的国产和牛成了消费者贡献乡
村、热爱故土和守护乡愁，追求自我发展与自我实
现价值的重要媒介。
2.2 日本牛肉的价值创新
近年来，日本为了缓解进口牛肉对日本国产牛
肉带来的竞争压力，创造出不同于进口牛肉的差异
化价值，通过影响消费者的主观态度和购买意愿，
最终实现消费购买成为振兴日本肉牛产业的关键所
在。对此，日本围绕影响牛肉品质、心理、社会和
文化价值的四个要素推进牛肉价值创新（表 1）
。

乡村振兴，环境保护使命
文化传承愿景

自我实现

标准监督
独立第三方

自尊他尊
认证背书

信息追溯
安全安心

私人定制、品牌彰显、氛围营造、宴请赠答

农户+产地

屠宰加工

储运配送

批发零售

加工餐饮

品质特征、形态结构、时空环境
Fig. 5

消费者价值

温饱价值

图 5 牛肉的消费者价值及价值创新链
Consumer value and value creation chain of be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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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牛肉的消费者价值要素
Table 1 Consumer value factors of beef
品质价值
心理价值
社会价值
文化价值

乳用牛
其他

进口冷藏牛肉
进口冷冻牛肉

40

价值内涵
特定的品种、饲养方法、产地环境 ；
营养成分等内在物质特性
质量上的安全和安心保证、标识、品
牌等外在情感属性
伦理道德、环境义务和社会责任、历
史使命等社会经济环境属性
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及价值认同等感
召心灵的情景因素

1）品质价值。传统日本牛肉市场主要包括高
品质高价格的和牛、品质次之的乳用牛两大类。贸
易自由化后，乳用牛直接受到大量进口牛肉的冲击。
为了避免和廉价进口牛肉陷入价格竞争，差异化品
质竞争成为日本国产牛肉市场竞争的主要策略。对
此，日本的牛肉品质价值创新策略主要包括保持和
牛品质不降低与提升乳用牛肉品质。牛肉品质取决
于品种、饲养方式和产地环境等因素。在产地环境
一定的情况下，
牛肉品质价值创新途径是从品种（血
统）和饲养方式入手。首先在子牛品种方面，日本
和牛主要有黑毛和种（中部地区）
、无角和种（山
口县等地）
、日本短角和种（岩手县等地）
、褐毛和
种（熊本、高知等地）四种，其中黑毛和种约占总
饲养头数的 90%，是日本和牛的代表性品种，其余
三种为地方特定品种 [17]。
为了保证高档黑毛和牛品种的血统纯正和绝对
优势，日本在国内实施了和牛品种提纯复壮计划，
并通过农协建立肉用子和牛繁育站进行子牛统一供
给 [18]，防止传统品种退化杂化 ；同时，还制定了防
止和牛精液等遗传资源出口流失的保护政策 [19] 。乳
用牛主要采用的是外来的荷斯坦牛，为了避免与进
口牛肉形成同质化竞争，采取了用进口乳用牛与和
牛杂交的 F1 牛生产来提高牛肉品质的措施。在饲
养方式上，一方面保护和培育传统和牛养殖主体和
饲养产地，传承和式饲养方式 ；另一方面，针对乳
用牛建立和推广了有机、非转基因等特色饲养方式。
通过这一系列品质提升和差异化措施，日本和牛占
居的高端市场基本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市场份额，从
1988—2019 年的 30 余年间产量基本处于平稳状态
（图 6）
。同时，2010 年和牛杂交 F1 品种的导入，
填补了乳用牛减少的市场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
了进口牛肉的大量进入，稳定了国产牛肉在部分低
端牛肉市场的份额。
2）心理价值。随着食品来源和选择的多元化，
加之受新闻媒体对 BSE 等食品安全事件的放大报道
影响，消费者尤其是日本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风险变

供给量（万t）

价值构成

和牛
杂交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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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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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日本国产和进口牛肉市场供应量
Japan’s domestic beef production and import
quantity

注 ：数据来源于日本畜产业振兴机构数据（https://www.alic.go.jp/
livestock/index.html）统计制作。

得越来越敏感和严苛。为了挽回消费者对牛肉安全
的信心，构建牛肉供给体系，为国产牛肉附加安全
安心价值，成为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主要内容包括政府对食品安全法及其食品安全行政
实施的改革 ；社会团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协会等第
三方推进构建的可追溯系统，以及食品规格、标识
和认证制度的完善 ；牛肉生产经营者积极开展的安
全生产方式革新等。
1995 年日本对食品卫生法进行了大修，主要包
括修订了食品添加剂管理制度、肯定列表制度中的
兽药残留标准、新设对综合卫生管理过程的承认制
度、加速进口手续办理、对公共检测机关引入良好
实验室规范（GLP）的业务管理标准、放宽餐饮店
营业许可限制、推进食品管理的地方分权制、规范
营养成分标识等。通过这次修改，一是推动了 2003
年《食品安全基本法》制定，实现了从更高层级对
食品安全问题的综合治理，并且制定了《关于牛个
体识别的信息管理及传输的特别措施法》
《包装食
品安全相关法》等配套措施 ；二是实施了监督检查
机构对食品分析评价、分析管理和风险交流的功能
重组，结合《食品安全基本法》设立了食品安全委
员会，主要负责食品分析评价和交流，保证风险分
析的透明度和独立性，风险管理主要由厚生劳动省
和农林水产省负责 ；三是加大了生产经营主体建立
和充实自主卫生管理体制的主体责任，建立了危害
分析重要管理点（HACCP）体系的综合卫生管理制
造过程制度，并于 1996 年开始实施 HACCP 管理体
系认证制度，对实施 HACCP 管理体系的食品经营
主体通过书面审查和实地调查，对达到标准的设施
由厚生劳动大臣给予认可 [20]。同时根据食品卫生的
国际标准化，日本肉类生产技术开发中心还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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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场所对不同部位的牛肉（部位肉）处理的
HACCP 卫生管理的加工操作步骤 [21]。
为了挽回因虚假标识带来的消费者对食品全行
业的信用危机，通过提供安全信息、真实性保障，
让消费者获得安心等心理价值，首先日本农林水产
省出台了《食与农再生计划》
，要求在牛肉流通的
各阶段必须建立履历可追溯系统。期间涌现了大量
由牛肉产业界探索创立的各种可追溯系统典型案
例。为了保证可追溯系统的有效运行，配套的规格
标准（功能、成分、制作加工、调理、保存等标准）
、
安全审查和检查、标识和认证等制度机制也相继建
立完善。针对食品标识，日本的 JAS 法经过多次修
改完善，目前形成了非常完善的制度体系。1950 年
制定的一般规格 JAS 制度，主要是确定品位、成
分、性能的品质规格，经过认证后的企业可以使用
JAS 标志销售其产品，但是这种标志只能发挥防止
质量低劣产品，并不能发挥差别化的特色规格功能。
1970 年在一般规格 JAS 制度的基础上，针对部分
食品追加了品质标识标准，2000 年修改扩大成为涵
盖所有加工食品、转基因食品、大米和生鲜食品的
品质标识制度 ；1993 年创设了针对生产方式的特定
JAS 规格制度，特别是 2000 年将有机规格纳入 JAS
标识制度强制管理，规定只有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
后的生产者才能使用有机标识 ；作为生产信息公开
的 JAS 标识，2000 年对生鲜农产品建立了原产地标
识强制制度，对进口畜产品必须标注原产国名，并
且针对原产地虚假标注问题，大幅度修改了 JAS 法
的处罚措施。2004 年制定实施了由第三方认证的关
于生产信息正确传递的 JAS 规格，并在牛肉履历追
溯法中规定了提供生产信息的责任与义务。
生产经营者通过国家、都道府县等第三方机构
或评级机构，基于检查鉴定给与评级后，可以贴附
相应的 JAS 标识销售产品 [22]。2000 年对 JAS 规格
认证制度进行了进一步修改，一是把国家认定机构
调整为独立行政法人农林水产消费技术中心 ；二是
允许民间企业参与评级业务，同时建立了制造业者
和生产工程管理者自主检测评级制度，对于认定的
制造业者和生产工程管理者通过自主合规检查后，
可以直接使用 JAS 标志销售 ；三是创设了农产品认
证制度，包括产品认证和生产过程认证。期间涌现
了大量民间机构开展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和
一些地方政府开展特产认证。通过第三方认证监督
和信誉背书，增强了消费者对牛肉安全的信心，实
际上附加了对牛肉放心的心理价值。
同时，为增加安全安心附加价值，在农林水产

省革新技术政策扶持下，牛肉生产经营者主要从采
取更加安全环保的饲养方式等方面发力，其中包括
资源循环型经营、HACCP 过程管理、GAP 认证和
可追溯系统导入等。尤其是利用现代互联网、物联
网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养殖户进行个性化的
产品开发和采用更加安全的饲养方式提供了可能。
3）社会价值。日本在依托农林水产省、农畜
产业振兴机构、县和市町村地方政府四类机构与团
体实施的畜产业振兴措施中，重点推出了彰显区域
特色的农产品品牌战略。2006 年在已有商标制度体
系下，建立了区域团体商标制度。2015 年建立了专
门的地理标志保护制度，对特定区域的具有传统生
产方法、历史文化背景、气候、土壤等产地特征和
独特品质的农林水产品与食品实行知识产权保护，
形成了商标 + 地理标志的区域品牌保护制度体系，
共同为区域农产品，以及区域整体品牌化建设保驾
护航 [23]。以鹿儿岛县为例，品牌和牛的生产成为当
地饲料业、运输业、肉类加工和流通业等产业集群
的中心，为当地居民提供了宝贵的就业机会 [24]。同
时通过农产品区域品牌建设为包括牛肉在内的地方
特色农产品附加地方传统文化和乡村振兴等社会文
化价值，利用乡愁乡情的心灵感召力获取追求自我
实现与发展的消费者。
4）文化价值。农耕文化是区域居民在长期农
业生产、乡村生活过程中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杰作，
既是人类长期改造自然适应环境的智慧结晶，蕴藏
着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内在机理，也是心灵感召、
价值认同和身份辨识，寄托着人们的乡愁乡情的文
化纽带。推进并将农耕文化作为农业文化遗产认定
保护成为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发展乡村旅游、打造
区域名片和农产品品牌的重要途径。例如基于农业
景观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组成内容的基本理念，日本
文化厅将熊本县阿苏牧草景观等农业文化景观选定
为重要的国家级文化景观，而且正在争取申请登记
为世界文化遗产。在以褐毛和牛放牧为特征的阿苏
文化景观中，和牛不仅是促进农业文化景观系统进
化的参与者，也是连接生活、生产等人类活动与自
然环境的历史文化载体。通过国家和世界文化遗产
登记保护，旨在唤起人们共同参与维持（创造）作
为区域资产的文化景观价值的意识，并通过消费者
对牛肉内涵文化价值的认同和支付，履行传承农耕
文化的责任和义务 [17]。

3 牛肉价值交流与价格形成机制
牛肉价值是决定消费者感知价值的基础，而消

第5期

841

王晶等：日本国产牛肉的价值创新和价格形成机制研究

费者的主观态度和消费意愿直接取决于消费者的感
知价值。由于消费者的个体特征和价值交流方式不
同，对于同样牛肉的消费者感知价值可能不同。
3.1 牛肉价值交流方式
日本牛肉供给体系关联各方在不断努力创新和
赋予牛肉新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特征大多具有隐
蔽性特点，消费者往往不能通过实物外观特征直接
认知，需要供需双方之间建立有效的价值交流方式。
随着牛肉供给体系的变化，供需双方之间的价值交
Table 2

流方式也在不断演化。传统的牛肉店销售、集市交
易时，主要是通过买卖双方的直接交谈，让消费者
认识、认同价值，实现交易。随着牛肉供给体系的
复杂化以及交易过程无人化与在线化的演变，牛肉
价值信息传递和交流方式越来越需要借助标识、标
签、品牌和追溯系统等信息载体。由于各种载体在
传递价值信息的局限性，因此矩阵式的信息载体 +
立体化传递方式成为牛肉等农产品市场营销的基本
手段（表 2）
。

表 2 牛肉价值信息交流路径及载体
Beef value information exchange path and carrier

价值信息传递途径

终端消费者消费方式

载体

价值内涵

实体

部分品质价值

产地直销

专卖

超市

○

○

○

加工品

交谈

综合价值

直播带货

牛肉等级评级

物理质量价值

○

○

○

JAS 一般标识

部分品质价值

○

○

○

JAS 特定标识

特殊品质、安全等价值

○

○

○

○

认证标志

品质、安全等价值

○

○

○

○

生产者个人品牌

品质、安全、文化等价值

○

区域公共品牌

品质、社会、文化等价值

○

○

○

追溯系统

个性化综合价值

○

○

○

○

○

由于农产品生产都必须依赖自然生命过程，不
可能像工业品那样标准化生产实现产品的规格化。
农产品的规格大多是在生产结果出来后，通过分级
来确定，同样的生产流程可能同时产出不同规格的
农产品。因此，在牛肉价值交流方式中，日本建立
的牛肉评级机制发挥着重要的核心功能。为了建立
统一的标准体系来客观反映牛肉品质以及给予生产
者和买卖者双方提供客观的交易标准，确保交易的
公平公正，日本在 1961 年设定了牛肉、猪肉的规
格等级，确立了肉类价格的流通制度。依据畜产品
价格安定相关法律建立了日本肉类协议会，作为日
本的肉类评级机构，开始在中央肉类交易市场进行
肉类规格评级业务，然后逐步推广到了地方交易市
场和肉类中心。1978 年设立了专门的肉类评级机构
负责肉类评级业务。2011 年实施国家公益法人改革
后，建立了日本肉类评级协会负责评级方法的建立
和实施。该协会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肉类交易市场内
设有事务所，并拥有特定的评级员。
牛肉规格等级设定后，实施牛胴体评级标准。
1971 年、1976 年、1979 年和 1988 年又先后对评级
标准进行了修改，形成的牛肉评级标准包括质量级、
产出量级及按质量和产出量确定的最终级别 [25]。严
格按照 6~7 肋间横切面脂肪交杂程度、肉质颜色、
肉的紧实程度和脂肪色泽 4 个标准来判断质量，每

餐饮
○

○

○

○

○

○

○
○

○

○

○

○

个指标由低到高划分为 1~5 级，是由 4 个标准中最
低的一个来判定。按照出肉率来区分 ：72% 以上为
A 级，69%~72% 之 间 为 B 级，69% 以 下 为 C 级。
出肉率是以 6~7 肋间眼肌面积、肋部肉厚、左半冷
胴体质量和皮下脂肪厚度来预判产出量。按照牛胴
体的牛肉肉质和产出量分为 15 个等级（表 3）
。
3.2 牛肉价格形成机制
商品的价值最终通过交易价格得到实现。刘庞
芳等 [26] 认为农贸市场中的均衡价格是以批发交易
市场价格和行业利润率为基础，市场供需状况为决
定因素形成的。不同的商品流通方式形成不同的价
格形成机制，最终影响价值的实现方式和程度。在
现有的牛肉供给体系下，针对不同交易对象和环节，
日本牛肉的价格形成机制主要有市场竞价定价法、
市场竞价 + 成本定价法、成本定价法三种。
从交易对象来看，市场竞价定价法主要是对
杂交牛和乳用牛等大众化低价牛肉所采用的定价方
法。一般通过牛肉批发交易市场拍卖竞价形成牛胴
体价格，并以此为基础确定零售价格。在这种定价
机制下，牛胴体拍卖价格受下游牛肉消费市场行情
的影响，进而最终影响上游牛的出栏价格，养殖户
创造的价值受市场竞争关系的影响，不一定能通过
价格得到全额实现 ；当然，这种价格信息传递可能
存在时间滞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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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产出量等级
A

出肉率（%）
>72

B

69~72

C

<69

表 3 日本牛肉肉质等级
Grade of beef quality in Japan

肉质等级

脂肪交杂程度

肉质颜色和光泽

肉质紧实细腻程度

脂肪色泽和品质

5

非常多

非常好

非常好

非常好

4

较多

较好

较好

较好

3

中等

中等

中等

中等

2

较少

一般

一般

一般

1

非常少

较差

较差

较差

注 ：根据日本肉类评级协会牛肉评级标准（www.jmga.or.jp/standard/beef）制作。根据牛胴体的 3 级产出量等级与肉质的 5 等级组合，最终
形成 15 级牛胴体综合定级，作为拍卖交易的定价基础。

销售季节和牛肉用途等都会影响精肉成品率，和牛
（黑毛和种）分割肉的平均精肉成品率约为 75%，
雄性乳用牛约为 79% [28]。通常销售利润率也会受季
节、需求、区域、店铺等因素影响而产生较大差异
和波动，一般按照设定的进货牛肉的整体平均利润
率 [29]，算出零售单价。同样，通过加工品和餐饮方
式提供消费的情况下，一般也是采用进货价格（分

割肉价或业务用精肉价）+ 加工或餐饮环节成本、
利润的方式确定最终价格。也就是说，牛肉的最终
零售价格实际上是由市场竞价 + 成本定价法确定的，
市场行情主要是通过影响牛胴体拍卖价并最终影响
上游养殖户的出栏价格，而不会影响下游各环节的
成本累积转移。
图 7 是日本牛肉分割肉批发价格变动趋势，虽
然在最高端的 A5 和牛肉与低端的 B2 乳用牛肉之
间存在约 3~4 倍的价差，但是整体价格变动趋势基
本保持一致，表明在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之间存在
一定的联动机制。高端和牛的生产者成本定价大多
会参考低端牛肉市场成交价格信息，受市场竞价机
制的影响。而在牛肉竞价拍卖过程中，牛胴体的价
格主要受规格等级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以牛肉质量
等级为基础，其他要素为溢价因素的牛肉价格形成
机制。
由此可见，在日本牛肉的多元化价格形成机制
中，牛胴体拍卖价是整个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和基
础。牛胴体拍卖价格随市场行情波动，使得牛肉价
格波动的市场风险主要通过牛胴体拍卖价格变动转
移给上游的饲养农户承担，而处在供应链下游的加
工、销售等环节大多数采取成本附加的定价方式，
牛胴体拍卖价格波动并不影响这些环节的附加值实
现。对此，在日本畜产振兴政策体系中，重点实
3000
2500
批发价格（日元/kg）

市场竞价 + 成本定价法主要是对于有机等特殊
饲养方式肥育生产的牛肉，一般采取参照同类牛肉
拍卖形成的市场价格作为基础，加上采取特殊饲养
方法等措施增加的成本确定价格，例如非有机杂交
牛肉的市场拍卖价是 A，采用有机饲养方法比非有
机要增加 B 单位的成本，那么有机杂交牛肉的价格
就是 A+B。在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下，采取特殊措施
创新的价值可以全额转移给消费者。
成本定价法主要是针对高档和牛形成的卖方市
场，供应方通过产销直供的方式将所有的成本累计
定价，由消费者全额支付。这种价格形成机制下，
生产者可以完全主导价值创新，并全部转移给消费
者。当然，在进口牛肉替代品存在的情况下，后两
种定价机制下的成本转移会受消费者免费搭车动机
的影响。例如，对于一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质的社会
和文化价值创新而增加的国产牛肉成本，消费者可
能采取选购同类低价进口牛肉的方式，来规避对这
部分成本的支付。
从供给体系的不同环节来看，对于采取市场
竞价定价法的牛肉来说，并不是所有的交易环节都
通过拍卖竞争来确定价格。一般只有牛胴体价格是
通过肉类市场拍卖竞价的方式确定。批发商、零售
商通过竞价购入牛胴体后，批发商根据冷藏冷冻要
求和用途等，再把牛胴体分成若干部分（分割肉）
，
零售商把牛胴体以及分割肉加工成精肉销售。销售
价的确定一般先利用计算方法对各个部位的原价进
行评估，然后将进货成本平均到各个部位，再把运
输费、加工费、耗材费、利润等加算起来决定分割
肉和精肉的价格 [27]。同时零售商（肉店，超市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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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日本牛肉批发价格走势
Beef wholesale price trend in Japan

注 ：数据来源于日本农林水产省历年畜产品流通统计（分割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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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了畜产价格安定对策事业（肉牛养殖户补助金）
，
设定保证基准价格，当平均成交价低于合理目标价
时，通过基金补贴养殖农户。

4 借鉴启示
研究表明，面对日益激烈的牛肉国际竞争，日
本牛肉产业通过一系列价值创新战略，在巩固牛肉
的核心品质价值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和附加安全安
心等心理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但是，在牛肉供给
体系创造的这些多元化的价值构成中，一些价值容
易被消费者所认知、认可和支付 ；一些价值存在隐
蔽性，难以被消费者识别和认知，需要专门的价值
交流方式和营销手段，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价值 ；还
有一些价值具有公共物品属性，消费者存在免费搭
车倾向，需要相应的政策措施，弥补消费者的支付
意愿不足。日本一方面推进构建多元化牛肉价值创
新体系，充分发挥牛肉产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等
多功能性 ；另一方面，积极构建多方主体参与的价
格形成机制，畅通价值交流渠道，促进消费者对牛
肉的多元化价值的认知与认可，增进支付意愿，积
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我国农业具有与日本相似
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家庭小规模经营特点，随着农业
国际化竞争加剧，同样面临国外大规模农业的低成
本竞争压力，为了探索构建多元化农产品价值体系，
克服成本竞争劣势，提升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尤其
是以下几个方面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需要进一
步深化研究和重点突破。
4.1 注重食用农产品的公共价值实现
食用农产品除了提供消费者的私人价值之外，
同时还提供环境、文化等社会公共价值。如果通过
简单成本定价法将这种公共价值创造成本通过价格
转移给消费者负担，势必提高食用农产品的整体价
格水平，影响低水平收入人群的基本需求。因此，
日本在产地保护、区域品牌化、品种改良等方面的
公共资源投入政策同样值得我们借鉴。但是要注意
公共资源投入的方式和度量，避免扭曲市场公平竞
争带来的对社会资源投入的基础效益。
4.2 防止食物供给系统内部的免费乘车问题
食品安全和质量涉及到众多环节与因素，从
原材料的选取、储存，到运输、加工等环节都存在
各种人为或自然因素而对食品安全和质量造成影
响 [30]。食品产业链上、中、下游之间存在成本、效
益溢出等外部性导致的免费乘车，使得牛肉安全安
心价值创新不足。日本建立的跨行业食品风险评价
管理与交流体制、第三方评价机制和生产经营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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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责任等制度措施尤其对我国具有现实借鉴意义，
但是需要创新政府职能和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防
止裁判员和运动员的角色混同。
4.3 建立高效的消费者价值交流机制
消费品价值是客观的，但是消费者的认知和最
终的消费决策是主观的。生产者实施的产品价值创
新，最终能否通过价格得到实现，关键取决于消费
者对消费品的价值认知、认同基础上产生的支付意
愿。日本针对牛肉建立的立体化价值交流渠道和信
息传递载体值得我们借鉴。但这套体系也存在运营
成本较高的问题，需要结合我国实际，借用现代信
息技术优势建立更加高效的供需双方信息交流和情
感营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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