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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农业产业化为支点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赵光宏
(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400067)
摘摇 要:该文分析了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性,提出了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措施,包
括加强龙头企业建设、基地建设、市场建设和充分发挥政府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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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差距、城乡差距

1. 2摇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农冶 问题。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近几年对

新化、生产管理企业化、生产组织集团化、劳动生产

和社会各阶层的差距日益突出,其核心问题是“ 三
“三农冶 问题经验的总结,也是解决“ 三农冶 问题的发
展战略依据。 “ 三农冶 问题是 相 互 联 系、 相 互 贯 通

农业产业化要求生产手段机械化、生产技术高

率和商品率最高化,而这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生
产规模化。 随着农业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农村

的,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必须推进涉及“ 三农冶

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装备水平,

问题的各项改革,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

延缓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面对人多地少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创建新型现代化农村,建立城乡

的现实条件,根据科学的发展观,“ 三农冶 问题应当

互动、良性循环、共同发展的城乡一体化体制。 要实

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格局,

现城乡一体化,现实的选择是要实现农业产业化、农

把城市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结合起来,以联手解决

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 在这一过程中,农业产业

城乡统筹发展的难题。 同时,通过创新农村组织形

化是关键一环。

式实现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联接起来,逐步发

1摇 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必然性

展专业户、专业村、基地乡,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

1. 1摇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地促进了

生产,从而促进农村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 改变传
统农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使农业向生态农业、信息农
业和品牌农业的方向发展,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

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

城镇化的发展。

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但是,在市场化
进程中,农户作为农村经济的微观组织,作为农业生

1. 3摇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 三农冶 问题的必然要求

产的主体,比较分散,在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应对

结构的矛盾趋于强化。 农村人口的非农化和城镇化

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弱,一旦市场波动,将影响农民的
利益和生产的积极性。 农业产业化为解决这一问题
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独到之处在于:在家庭经营的
基础上,通过组织创新,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等形
式,引导农民发展当地有优势、有市场潜力的产业或
产品,解决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生产的盲目性,增强
农民生产的预见性。

目前,我国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

进程缓慢,农民人口比重过大,导致农业相对劳动生
产率过低,这是“ 三农冶 问题的症结所在。 因此,从
根本上解决现阶段 “ 三农冶 问题, 不能就农业论 农

业、就农村论农村,必须重点解决制约农业和农村发
展的体制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下形成的城乡分治的各种制度,积极推进农业产业
化的发展,加快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农村二、三产业。 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解决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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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效,农民增收缓慢的问题,发挥城市对农村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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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和促进作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以增加就业机

要从事农业产业化、工商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会来实现农民向市民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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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摇 农业产业化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必然要求

下,最多只能出售原材料,增值部分不能留在农村,

产后形成一个整体参与市场竞争,实行一体化的生

业就不能实现产业升级。

农业产业化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产前、产中、

留给农民;没有龙头企业农业产业体系就不完善,农

产经营。 农业产业化要求生产手段机械化、生产技

在建设龙头企业过程中,要找准产业定位,努力

术高新化、生产组织集团化、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率最

提升城乡产业的融合度。 龙头企业要以市场为导

高化,而这些,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统一的商品市

向,立足农业资源的比较优势,瞄准城乡产业的结合

场、生产要素市场随着农业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

点,紧扣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攻方向,依靠技术进

农村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严重影响了农业技术装备水

步,着力提升壮大一批、培育发展一批、引进嫁接一

平,延缓了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面对人多

批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实现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

地少的现实条件,根据科学的发展观,“ 三农冶 问题

条龙,推进产品、产业结构的换代升级,提高市场竞

应当与城市发展统一结合起来,形成统筹城乡发展

争力,从而切实解决好农产品“ 卖难冶 问题。

的新格局。 通过创新农村组织形式实现产业化经

建设龙头企业可以采取四种方式:一是挂靠外

营,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逐步发展专业户、专业

地大型知名的龙头企业或引进龙头企业。。 二是自

村、基地乡,形成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从而促进

筹资金建设龙头企业,就是把项目资金、财政资金、

农村生产资料的优化组合。 改变传统农业的生产经

信贷资金、工商资金、民间资金或单独或打起捆来建

营方式,使农业向生态农业、信息农业和品牌农业的

设龙头企业。 三是用土地做股份与投资者结合创建

方向发展,从而加快农业现代化和城镇化的进程。

龙头企业。 四是对老企业进行改造,对小企业进行

综上所述,实施农业产业化可以使有知识、有技
术的农民自动向城镇集聚,转变思想观念、生活习惯
和生活方式,融入崭新的城市生活,成为市民,实现

扩充或联合。
2. 2摇 加强基地建设

基地是农产品进入市场的依托和载体,是龙头

城镇化;可以使农产品走向市场,提高商品化率和转

企业稳定生产的可靠保障。 基地与龙头企业遥相呼

化增值率,催生和扩大市场农业份额,使土地、劳动

应,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力等生产要素与市场有效对接,在城乡之间实现市

在基地建设中,首先要在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

场化最优配置,提高市场化水平;可以使农民在产业

客观实际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确定本地区的主导

化过程中拓宽非农劳务的工资性增收渠道,同时农

产业和重点产业。 其次要加强基地的基础设施建

民减少也可促进增收,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

设。 加强生态建设,改善生产环境和生存条件,走生

距,实现收入统筹;可以促进农村加工、流通和服务

态农业之路;加强水利设施建设,提高基地的产出水

业的发展,有效启动农村消费市场,扩大内需,带动

平;加强交通建设,确保货畅其流;加强农村电网建

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实现产业统筹;可以转移农村

设,增加农业动力;扩大农村通讯网的覆盖面,促进

剩余劳动力,造就产业工人队伍,扩大就业领域,拓

横向经济联系;提高农村电视的普及率,增加收视频

宽就业门路,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实现就业统筹;可

道,满足农民对各类信息的渴求;加强棚圈建设,配

以使农民受惠于农业产业化带来的利益,带动农村

套饲养设施,提高饲养水平;推广应用农业机械,提

教育、合作医疗、社会保障条件的改善,提高生活质

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强度。 第三是加强科技普

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统筹;可以吸引农产品加工龙

及工作,提高农民的科技素质。 目前,科技在农业的

头企业向城镇、县城和城市周边集群布局,形成规模

增长中所占的比例较少,农业通过科技获得发展的

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

潜力很大,因此,要加强对农民的科技培训。 实施种

2摇 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推进农业产业化

子工程,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改进饲养方式
和种植模式。

2. 1摇 加强龙头企业建设

2. 3摇 加强市场建设

心地位。 龙头企业是“ 纲冶 ,其余都是“ 目冶 ,“ 纲冶 举

是农业产业化的主要内容。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

在农业产业化推进的过程中,龙头企业处于核

“目冶 张。 没有龙头企业,农产品在适销对路的前提

市场化既是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前提条件,又

产是由市场带动的,农业要发展,就必须建立市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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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境。 第一,要加强本地区的专业市场建设,为本

信息服务,建立农产品价格和需求信息网,方便农民

地的农民和外地的客商提供农产品交易的环境,加

免费查阅。 三是完善市、县、乡镇三级组织管理体系

速农产品流通,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 第二,要不断

和网络,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技能培

拓展外埠的市场空间,不仅要开拓农村市场,还要开

训中心,搭建起劳动力统筹就业的平台,提高农民整

拓城市市场,不仅要开拓国内市场,还要开拓国际市

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为进城农民在城镇找到生存和

场。 第三,要治理经济环境,整顿市场秩序。 市场经

发展空间提供帮助。 要降低就业门槛,维护农民工

济是竞争经济,也是诚信经济,要想赢得市场、占领

进城就业的合法权益。 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

市场,不仅要有充足的、货真价实的农产品,还要有

念,按照建立公共财政体制要求,对农村“ 村村通冶

良好的信誉和童叟无欺的市场秩序。 第四,要培育

工程、中小学危房改造、供水改水、通电、通广播电

本地的拳头产品、特色产品,打造名牌产品,让品牌

视、合作医疗等市场失效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加快

成为本地的代名词,创造品牌效应。 第五,要培养壮

推进农村低保和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为改善农民生

大经纪人队伍。 经纪人是流通渠道的生力军,是产

产生活条件提供保障。 五是建立区域性科技创新中

需双方的联络员。 第六,应用现代科技手段建设网

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着力解决产业化的共性问题,

络市场。

努力突破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加快产业升级。

2. 4摇 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在农村,农村发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展的中心是农业,农业发展的突出动力是实行农业

服务的。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政府应转变职

产业化,以企业发展带动农村的建设正逐步成为我

能,充分发挥公共服务的作用。 具体表现为:一要树

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条新思路,而制度建设

立城乡一盘棋思想,统筹城乡发展规划。 立足实际,

对于产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因此,我国应及时

突出特色,编制好城乡统筹总体发展规划和产业、用

吸取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的经验。 调整农业产业化

地、基础设施、社会事业、小城镇和村镇建设专项规

政策,优化农业产业制度,保障农民利益,实现农业

划,超前谋划,克服盲目性,避免“ 单打一冶 ,走出城

的可持续发展。

乡分离、人为分割城乡内在联系的误区。 二要搞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