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

Economics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1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我国农业产业集群与县域经济发展
刘红娜
哈尔滨商业大学
DOI:10.12238/ej.v4i2.668
[摘 要] 农业产业集群是农业发展的一种新兴形态,是产业集群的一种专业化模式。农业产业集群通过
向农产品深加工及服务业的扩展,可以促进县域的一、二、三产业发展,从而壮大县域经济。农业产业集
群要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条件,形成具备地区资源优势的特色产业集群,不仅能够有效地提高农业发展
水平,还能够带动县城其它产业,为地区经济增长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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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luster and County Economic Development
Hongna Liu
Harbin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luster is an emerging form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a specialized
model of industrial cluster. It can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y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through the extens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and service industry, so as to strengthen the
county economy, so as to expand the county economy.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clusters sh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 resource conditions of the region to form characteristic industrial clusters with regional resources advantages,
which can not only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but also drive other industries in
the county seat and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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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或企业,以及这一农产品的若干个

相关的第二产业发展,使县域工业恢复

乡村振兴战略是目前我国促进农村

加工企业,相关的市场、服务组织,乃至

活力,为县域发展提供建设资金。

发展的一大战略举措。乡村振兴的基础

支撑体系,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1]。农

是农业,而农业增长和增收的方式一定

业产业集群通过对农产品从生产到市场

要通过建设现代农业来实现。农业产业

的各个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延长了产

集群作为一种创新的农业产业组织形式,

业链条,并以支柱产业为依托,形成各自

对现代农业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通过

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在品牌效应的影

集群化发展,农业产业内部专业分工日

响下,能够对整个地区各个产业起到宣

益细化,外部则形成链式开发,这种以产

传和带动作用,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业链为基础的农业集群,能有效地降低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是县域产业

交易成本,能够提高农业产业的整体竞

的主体,农村面积在县域地区占据较大

争力和实现农业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

比例,只有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才能

由于农业产业中许多单个的、竞争

在创造区域农业竞争优势等方面有着广

有持续的发展,县域二三产业与农业进

力较弱的中、小农业企业和专业农户抵

阔的应用前景。

行有效的链接后,农村与县城会进入良

抗风险能力差,在市场中很难形成竞争

1 农业产业集群对县域经济发
展的影响

性互动的状态。但是,长期以来,农业和

力,通过与主导产业的结合,或者进行小

农村发展缓慢。农业产业集群通过延长

企业间的联合,从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

所谓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一个区域

产业链,不仅扩大了农业生产,提高农业

节进行整合及共享,形成一个发达的区

内,生产某一主导农产品的较大数量的

技术水平,促进第一产业发展,也会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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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群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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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优势的集群竞争力。另外,城市和产业

2.3特色产业选取的方法

区域比较优势指标是某一地区形成

规模的扩大,可以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劳

建立农业产业集群的特色产业评价

动力转移,并吸引人才聚集,从而在整体

指标体系(如图2),主要选取产业关联

还包括科技的发展程度,以及市场需求

上提高县域经济水平。

度、产业集中度和综合比较优势三个指

等因素,是一项综合指标,需要运用评价

2 农业产业集群中特色产业的
选择

标,并赋权重1/3,通过计算进行分析,选

指标体系综合分析,可以通过一些软件

择特色产业。

或者专家评定的方法测定。

产业集群所具备的区位条件及资源禀赋,

特色产业的选择需要具备三个条

3 地方政府在农业产业集群中
的作用

件：第一市场前景；第二规模开发的优

由于我国农户规模小,农民知识、技

势；第三生产要素的聚集手段。一种产

术水平和意识还普遍低下,通过农户自

2.1特色产业选择的标准

发形成产业集群的可能性还很小,因此,

业如果具备在地区发展的优势,但是没
有市场前景,或者具有市场前景,但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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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产业选取的指标体系

农业产业集群离不开政府的引导与扶

形成规模,缺乏产业所需要的上下游企

产业关联度表述一个产业与其它产

持。在政府的推动和打造下,会形成一些

业,也不能开发成产业集群的模式。农业

业之间的连接的密切程度。计算公式为

具有地方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农业产业集

产业集群要打破行业和地区的界限,进
行横向和纵向的联合。利用产业合作、
地区合作,把本地区的农业产业链条扩
大,与其它地区进行优势互补,形成大市

群。政府也必须提前做出规划,进行主导

n

LF(i) =  X ij / X i

,

LF(i) 为 i 产

j=1

3.1制定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业的前向关联系数,主要是指与产品供
给相关的产业, X i 为i主导或特色产业
的产出, X ij 为i主导或特色产业对j供

广泛,能否与一些成型的产业进行有效

际情况,是否具备集群的条件,做出充分
的调查,并用科学的手段进行分析,对社

的程度。在选择集群产业时,应考虑所构
建的农业产业在横向和纵向的扩展是否

划和引导作用,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吸
引企业集聚。政府应根据农业资源的实

一是产业关强度最大原则。产业关
联度,是不同产业之间相互关联和相关

产业集聚的形成需要政府、市场和
企业共同发挥作用。政府起到积极的规

场、大流通,工农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2.2特色产业选择的原则

产业的选择和集群的构建。

n

给产业的投入。LB( j)

=  X ij / X j ,
j=1

连接,并向其他产业和部门扩张能力强,

会效益、经济效益等全面做出评定,从而
制定出切实可行和符合当地发展的农业
产业集群。政府在打造农业产业集群的

LB( j) 为j产业的后向关联系数,主要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当地的资源情况、

是指与产品需求相关的产业, X ij 为j主

造成土地资源和资金的浪费。在政府统

步形成了一些产业结构,包括在长期的

导或供给产业的产出,为j主导或供给产

对企业进行调节,从而形成适宜当地的

发展过程中,依靠资源特色,形成了当地

业从i需求产业中获得的效益。

农业产业集群。

能够对区域农业和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作
用的项目。
二是支柱产业和优势产品优先原
则。一些地区在农业发展过程中已经初

的支柱产业,这些产业不仅有较大的生
产规模,还有较好的销售市场。这类产业,
可以按照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要求,向
其它产业链条延伸,向规模化发展。另外,

产业集中度表示某一产业在地区中
的规模化生产程度,在计算结果中显示
集中度越高,则表明生产的专业化程度
高,生产规模也越大。产业集中度可用公
式Z＝Ui/Uj,Z表示集中度,Ui＝ X i /Gi,
其中 X i 表示某区内某产品产值,Gi表

业政策。在选择某一区域的农业主导产
业时,还需要考虑资源情况、市场需求情
况、以及经济效益和产业关联度,还需要
考虑技术情况、生产规模、地方特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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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需要当地硬件设施的投入。由于一些农
村地区基础设施较差,县城不够发达,远
成本较高,很难吸收农业产业集群的配
等各个环节都要在节约成本的基础上,
才能持续进行,并促进农业生产进一步

和确立农业产业化经营项目,需要避免
国家限制发展的产业,要符合国家的产

3.2加强集群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

套产业入驻。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

在选择的过程中要优先考虑,进行评价。
三是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原则。选择

一合理的规划下,通过市场的作用机制

离大城市,导致企业生产、存储和销售的

某些农产品需要在特定的区域进行生长,
具备着环境、气候、资源与历史的优势,

生产情况和市场情况,不能盲目地开发,

示产区内农业总产值比重,Uj= X j /Gj,

向优势区域集中。因此,政府应对硬件设

X j 表示上一级该产品产值,Gj表示农

仓储配套的生产服务设施。

业总产值比重。

施进行资金投入,包括交通、通讯、市场、
3.3打造区域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地方政府在打造农业产业品牌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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