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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思维下产业融合发展乡村经济的路径探索
——以五华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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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同时乡村经济发展成为了国内经济关注的重心之一,
现阶段乡村经济发展的也越来越好。2021年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但部分乡村仍存在返贫问题。因此
本文通过在整体思维下推动乡村产业融合来探讨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以五华县为研究对象。
分析了五华县在整体思维下促进乡村产业融合的现实状况,并根据实际调查情况以及分析情况,为促进
五华县的乡村产业融合提出了建议,以期推动五华县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的进程,促进五华县的经济稳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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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Develop Rural Economy under the
Overall Thinking
—— Taking Wuhua Coun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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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become one of the focuses of domestic economy. At present,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getting better and better. The 2021 has fully accomplished its task of fighting poverty, but the problem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still exists in some villages. Therefor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mea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by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under the overall thinking,
taking Wuhua Coun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Wuhua County under the overall thinking, and based o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advances some suggestions for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industry in Wuhua County, with
a view to promot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industries in Wuhua County and promoting the stead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Wuhua County.
[Key words] holistic thinking, industrial integration, rur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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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发展经济的重要方法。

象。在乡村经济发展中,将特色产业和红

1 整体思维下产业融合的内涵

色旅游产业当成单一部分的话,乡村产

1.1整体思维的含义

业发展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在整体化

兴与经济发展的整体发展下,乡村产业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

思维下,红色文化产业作为整体内的部

融合发展是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有力助

体是将各个部分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

分与特色产业拥有较为强的联系才能促

手,同时乡村产业融合也越来越成为乡

来的,需要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

进产业的发展。如红色文化+农业,可以

在全面脱贫攻坚策略背景下,我国
各大乡村经济发展趋势向好,在乡村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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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旅游景区中设置“军民鱼水情”

业有限公司,梅州市松岗嶂绿色生态茶

资源规划发展中缺乏吸引力,难以给游

类型的农业体验活动,让游客参与到农

园等五华县实体特色经济产业在支撑着

客留下深刻印象。

业活动中,深刻的体会革命奋斗精神,同

五华县基础农业发展,推动五华县贫困

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业发展中因青壮

户全部达到退出标准,全面脱贫稳步发

3 乡村经济在整体下发展产业
融合的对策

年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劳动力短缺情况。

展。尽管五华县保存有大量丰富的红色

3.1整 体 性 建 设 乡 村 数 字 经 济 产
融园

1.2产业融合的含义

旅游与特色文化产业资源(米酒,红色文

产业融合指的是各种不同的产业或

化,茶叶产业),但是乡村产业资源整合

数字经济产业融合园作为产业融合

不同行业(在同一产业中)之间互相交流,

状况不尽人意,产业之间较为分散,乡村

数字化发展的承载,可以在当地特色产

互相联系,最后以融合的形式成为一个

产业融合发展程度较浅,且乡村产业发

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引导作用。通过

整体,渐渐变化成新产业的发展过程,这

展仍处于较后的位置,以目前来看,主要

五华县当地政府与企业合作与建设,整

是资源之间的优化与再生,促进产业的

有以下问题：

体化收集五华县现有的乡村经济产业信

系统性发展,如今,产业融合是一种现代

以整体性的角度来看地理位置,在

息,并从政策、产业行业、营销渠道等多

是发展走向,更是促进经济发展与产业

产业融合的过程中,五华县处于地理劣

个维度综合形成数字化系统,整体性规

发展的需要。乡村经济中产业融合则是

势,市场范围小,产业融合的范围小。五

划分析关于五华县乡村经济,产业行业,

将不同行业的产业进行结合运用发展与

华县乡村产业融合资源(红色旅游与特

产业融合的实体平台项目,从而建设数

沟通,如今农村经济发展的现状是青壮

色文化产业资源)大多处于偏僻的老区,

字化产业融合分析规划园。五华县可以

年劳动力不足,而产业知名度低,附加值

旅游景点之间距离较远外,产业之间的

通过政府与企业联合沟通建设从而在产

不足。而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相结合

距离也较远,同时因交通的实际情况,对

融园中实现合作,通过平台数据与产业

的产业结合模式,可以缓解农村经济发

外沟通交流处于劣势,没有形成一条系

基础制定规划多元化的产业融合形式。

展问题,以产业带动产业的方式,推动经

统的整体性的红色旅游区与产业资源销

济的发展。例如：第一产业的采茶业和

售相结合路线,不能够有效促进经济的

酒业,可以结合当地的采茶戏和酒香节

发展。

3.2加强乡村经济产业多维度开发
的整体规划
五华县乡村产业融合存在发布散,

等节事活动以及红色资源,打造第一和

整合五华县产业融合资金来看,产

凝聚力差的问题,因此加强乡村经济产

第三产业融合的旅游路线以及体验式旅

业融合发展的资金不足。虽然政府较重

业多维度开发的整体规划成为当务之

游,提高当地产品品牌知名度,提高多产

视产业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整体

急。特色文化产业作为乡村经济的基础

业经济活力。

性的融合产业项目,但景区知名度低,产

支撑性产业,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在产业

1.3整体思维与产业融合的关系

业产品品牌宣传力度不够,收入来源少,

融合中,打破原有产业界限,可以将红色

在整体思维下进行产业融合,能够

缺乏经济支持,同时开发乡村产业经济

旅游与特色文化产业的结合开放纳入到

从全面性地去思考产业融合的整体情况,

(红色旅游资源与特色文化产业)时也有

当地工作计划中,同时建设销售特色产

更快速有效地发现产业融合过程中所存

政府资金支持不足、五华县内外企业投

品、文创产品(茶叶包装、米酒包装、景

在的问题,更能系统性地针对问题进行

入资金少等问题,阻碍了五华县乡村产

区周边)等店铺,在增强红色文化渲染力

整合与分析,并通过问题科学地解决问

业融合发展的进程。

的同时提升五华县的经济水平。同时五

题,从而有层次而又有逻辑地观察产业

整体性思维的视野下看,产业融合

华县可以结合一村一品的政策,根据各

融合的发展,满足产业融合的需要。在乡

产品发展情况,五华县融合产品单一,缺

村落不同产业发展程度,整体规划,把茶

村中将产业作为整体组成的部分个体,

乏创新性开发,即关于产业融合(特色文

叶文化(天柱山茶、乌舌茶、单纵茶,园

通过政府以及工作小组形式,推动产业

化产业开发与红色文化之间的融合)仍

唇茶,梅粘茶)、红色资源(古大存故居、

融合,从而形成整体化经济,打造乡村集

然不够紧密。资源融合利用效率有些,

竹山阻击战遗址,黄国梁故居等)与酒文

体规模化经济。

没有打破固有的产业经营思想,如红色

化(非遗客家粮酒。长乐烧酒、米酒)结

2 整合乡村产业促乡村经济发
展的现实状况

旅游展示内容不能够很衔接的和特殊文

合,可以尝试通过(采茶戏酒会、酒香节)

化产业联系一起、方法单一,难以达到通

节事活动,整合发展乡村经济发展产业,

以五华县为例,在五华县中拥有许

过红色资源与特色产业融合的方式,来

推动当地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提高当地

多的红色资源,如古大存故居,黄国梁故

提高五华县产品知名度以及提高经济效

经济收入,推动青年返乡创业,促使当地

居,竹山战斗遗址等革命遗址,并且保留

益的目的。整体行业规划发展中,对特色

经济良性稳定发展。推动脱贫攻坚成果

有五华采茶戏、酒香节等节事传统等等,

产业的发展难以形成差异化,与市场同

巩固。

为五华县红色旅游打下坚实的基础,同

类行业相比同质化严重,产业产品缺乏

3.3政府整体性引导乡村产业融合

时也有像堆金积谷酒厂,五华县良园实

足够的吸引力与实用性,红色景区以及

五华县政府可以从政策、规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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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业联动这四个方面出发,整体性引

产品。在经济发展宣传中,不断地加入贴

有助于给乡村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与经

导乡村产业融。政府可以抓紧国家“原

合现代化传媒宣传的手段,例如：五华县

济潜力,推动经济有序发展,让更多年轻

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和省“促进粤

可以在抖音、微信、微博、快手等媒体

人愿意到五华县发家致富,进而五华县

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政策”以及乡村经

平台发表小视频或文章宣传五华县,同

有更多的人才为产业融合助力,有利于

济扶持等经济发展政策,获得一定的扶

时可以邀请知名导游、网红或明星通过

五华县产业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促进

持资金,并基于整体化角度,科学规划五

直播的方式为五华县做宣传。在经济发

经济发展。

华县乡村产业的经济发展,并坚持规划

展中,五华县同时需要打造出当地的知

先行。根据农村功能定位和实际情况,

名特色产品,建设五华县系列知名产业

基于整体化思维以及产业融合角度

因地制宜,确定并设计产业融合科学计

融合产品(五华县红色文化茶叶、五华县

下考虑,目前五华县虽然在发展中积累

划,明确产业发展目标,增加农村收入,

红色文化米酒、五华县产业融合旅游纪

了深厚的红色资源与特色文化产业并且

让农村国家的繁荣,经济发展得更好。同

念品)以在各大购物网站(淘宝、拼多多)

拥有丰富的地域特色的节事活动与非遗

时五华县政府可以给相关加入产业融合

宣传销售,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资源,但资源合理开发与整合与系统性

的企业一些优惠政策,减轻企业在产业
融合时的压力,促进产业融合。

3.5产业融合整体性促销带动乡村
经济发展

5 总结

结合发展中仍然存在不足。因此,在基于
目前五华县的产业基础与经济基础上,
通过合理的产业协调与整体规划发展,

五华县政府可以积极引导企业加入

五华县不同行业企业可以加强经济

产业融合,适时给予资金帮助,形成“红

与产品合作联系,通过合作打造五华县

打造经济发展多元化特色化的旅游路线,

色旅游+农业”思维,加快红色旅游与特

产业融合品牌,利用市场营销手段进行

巩固产业基础,可以帮助五华县固化脱

色文化产业(茶叶、红色文化、米酒)融

促销,如红色旅游景点打卡促销,游客打

贫攻坚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调节青壮

合发展,多企业共同开发红色旅游资源

卡一个红色旅游景点,便获得一次五华

年劳动力外流以及产业同质化严重的情

与特色文化产业,充分结合五华县其他

县产业融合产品的抽奖机会,打卡的地

况。帮助五华县在目前基础上,提高自身

旅游资源,综合性、整体性开展活动,例

点越多,抽奖的概率越大,吸引更多游客

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促进五华县

如政府鼓励多企业发展“红色旅游+农

的到来,为五华县增添收益,另外企业可

产业更好的融合发展,整体性促进五华

业”时,可以鼓励企业增设“红色旅游+

以联合政府举办五华县创意产业融合促

县经济发展,让五华县的经济发展越来

农业”实体店,像红色文化与米酒相结合,

销策划大赛,集思广益,使产业融合促销

越好。

红色米酒实体体验店；再像红色文化与

更有创新性,丰富消费者的购买体验感,

茶相结合的实体店,将在茶馆里融入五

促进乡村经济的发展。

华县的红色文化历史,让游客们在喝茶

4 整体思维下产业融合发展对
乡村经济的意义

创业项目《整体思维下五华县红色旅游

让游客充满“新鲜感”同时可以销售五

五华县的产业融合通过整体性的视

(项目编号：2022ZKYDCA57)；2022年

华县的产品；另外,政府可以开展企业

角,可以整体化宣传红色文化,利用了有

“攀登计划”湛江科技学院大学生科技

间的联动,丰富游客体验感,将五华县

效果的市场营销策略,满足了旅客和消

创新培育项目《整体思维下五华县红色

特色文化产业厂区(米酒场地,茶叶产

费者的现实需要,为乡村经济发展助力。

旅游与特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研究》(项

园)与红色旅游资源结合起来,设计观

整体性发展产业融合是五华县人民致富

目编号：ZJKJXYPDJHA202205)。

光线路,满足游客多种需求,进而增加

的途径,目前五华县有许多红色旅游景

五华县的整体收益,整体性地带动五华

点与特色文化产业,但产业融合不够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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