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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该文分析了民族地区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条件和主要制约因素ꎬ针对民族地区休闲农业发展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ꎬ提出了发展休闲农业、推动民族地区快速精准脱贫的对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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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在国务院印发的« “ 十三五” 促进

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数民族发展规划» 中指出ꎬ突

１.２

民族地区主动脱贫意识强烈
近年来ꎬ民族地区积极构建“ 穷则思变” 的反贫

出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位置ꎬ对于

困文化ꎬ并重点培养致富带头人ꎬ宣传致富典型ꎬ极

补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短板ꎬ实现全面建成

大地激发了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意愿ꎮ 民族地区不

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ꎬ具

甘落后ꎬ积极进取ꎬ强烈渴望新知识、新技术ꎬ积极接

有重要意义ꎮ 然而ꎬ由于历史、自然区位和地理交通

受新的发展思维和创新理念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ꎬ迫

等原因ꎬ民族地区发展速度较慢ꎬ脱贫任务仍任重道

切希望摆脱贫困现状ꎬ真正实现脱贫致富ꎮ

远ꎮ 因此ꎬ如何转变固有思维方式ꎬ创新新型发展理

１.３

念ꎬ补齐民族地区发展短板ꎬ是目前推动民族地区快

生态环境优越自然景观多奇
民族地区主要位于中国西南云贵川藏地区及西

速精准脱贫的重要课题ꎮ 从国内外民族地区发展经

北地区ꎬ多处于远离大城市、受工业污染影响较轻的

验来看ꎬ发展休闲农业是民族地区解决经济社会发

山区及河谷等区域ꎬ大气环境中的污染物浓度低ꎬ空

展滞后ꎬ推进供给侧改革ꎬ实现新旧发展动能转换ꎬ

气质量指数基本上以优为主ꎬ拥有较好的环境基础ꎮ

提升产业发展层次水平ꎬ补齐基础设施建设短板ꎬ助

特殊的气候条件衍生出复杂多样的自然生态环境ꎬ

力民族地区解决贫困问题的一种新思路、新产业、新

山清水秀ꎬ森林茂密ꎬ蕴藏着大熊猫、藏羚羊、金丝

业态ꎮ

猴、羚牛以及珙桐、金花茶、水杉等种类繁多、组成复

１

杂的动植物资源ꎬ良好的自然生态资源为发展休闲

１.１

民族地区发展休闲农业的优势条件分析

农业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ꎮ 民族地区拥有云贵高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脱贫工作

原及滇南谷地的喀斯特地貌、青海柴达木盆地和新

党和国家始终高度重视民族地区脱贫工作ꎬ先

疆罗布泊周围的雅丹地貌、陕北、宁夏的流水地貌等

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

众多独特的地质地貌以及水系水生动植物等生态系

相关政策法规ꎮ 对少数民族地区ꎬ中央和各级人民

统的奇特景观ꎬ许多区域具备申报世界自然遗产的

政府结合各地区、各民族实际情况ꎬ因地制宜地积极

条件ꎬ更是发展休闲农业不可或缺的基础条件ꎮ

推进地区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发展ꎮ 对民族地区发展
提供专项财政预算和资金支持ꎬ采取减税、免税等政

１.４

策ꎬ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生产建设提供资金

致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各村镇发展水平不一ꎬ

贷款等措施ꎬ扶持少数民族发展ꎮ

民族文化丰富多彩
由于历史原因ꎬ山区地貌的分隔和交通不便导

许多少数民族习俗得以保留ꎮ 民族地区农业开发历
史悠久ꎬ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内涵丰富ꎬ蕴藏着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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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资源ꎮ 历史文化遗存丰富ꎬ土家族吊脚楼、侗
族村寨等具有独具特色的建筑ꎬ彝剧、侗戏、布依戏
等浓厚地方特色的戏剧ꎬ花鼓舞、丝弦舞、孔雀舞、象
脚鼓舞等民间歌舞ꎬ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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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花山节等各民族的节会等传统节日ꎬ独具一

别贫困户缺乏主动脱贫意识ꎬ缺少脱贫致富的主观

格的民族服饰ꎬ银饰、蜡染、玻璃吹画等格调独特的

能动性ꎮ 民族地区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ꎬ人口整体

民族手工艺品等ꎬ每一种文化都独具韵味ꎬ展现了多

文化素质不高ꎮ 休闲农业从业文化素质和管理水平

姿多彩的民族风情ꎮ

偏低ꎬ缺少技术专长ꎮ 休闲农业项目经营者和从业

２

者均未接受过正规的环境保护培训ꎬ环保意识匮乏ꎬ

２.１

民族地区发展休闲农业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ꎬ不能切实将

基础设施落后

环境保护的要求落实到项目开发活动中ꎬ一些项目

现阶段ꎬ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已经成为制约民族

开发导致污水和垃圾得不到有效处理ꎬ严重制约了

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一方面ꎬ由于民族

民族地区休闲农业的进一步发展ꎮ

地区地形复杂多变以及经济发展长期滞后等原因ꎬ

３

民族地区交通运输系统建设严重落后ꎬ民族地区休
闲农业项目无法与城市客源建立方便快捷的交通联
系ꎬ也无法充分发挥民族地区原有风景名胜对周边

３.１

促进民族地区休闲农业发展的对策
加强政策支持ꎬ科学规划引导
应结合民族地区实际情况ꎬ因地制宜ꎬ尽快完善

休闲农业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民族地

和细化当地休闲农业发展经营主体的行业标准和规

区现有休闲农业项目的水、电、网等公共基础设施仍

范ꎬ形成规范化的管理和标准化的服务ꎮ 将休闲农

有待完善ꎬ餐饮、住宿、卫生和安全设施等方面缺乏

业发展纳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ꎬ加强

相应的标准规范ꎬ使得民族地区休闲农业项目服务

对休闲农业的指导ꎮ 加大建设资金投入ꎬ完善民族

质量难以保证ꎮ

地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加大财政扶持力度ꎬ对休闲农

２.２

缺少政策引领

业项目予以适当的税收优惠ꎮ 做好民族地区休闲农

目前ꎬ多数民族地区没有出台发展休闲农业相

业项目的宣传推广工作ꎬ搭建电子商务平台ꎮ 落实

关规划ꎬ仅有少数地区出台了促进休闲农业发展的

休闲农业用地政策ꎬ科学规划ꎬ加强地区休闲农业优

相关指导性意见ꎬ在休闲农业专项政策扶持和资金

势项目发展ꎮ 民族地区发展休闲农业要摒弃粗放发

支持方面仍缺少可操作、可落地的措施ꎮ 在休闲农

展方式ꎬ结合当地自然资源、人文风情、交通和产业

业的管理方面ꎬ缺乏统一协调指导ꎬ各相关部门的政

状况ꎬ因地制宜ꎬ一事一议ꎬ一地一特色ꎬ一地一规

策缺少协调性ꎬ基本上是各行其道ꎬ尚未形成合力ꎬ

划ꎬ特色引领ꎮ 要深度挖掘本民族文化内涵ꎬ丰富产

对支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效果有待提高ꎮ 此外ꎬ休闲

品类型ꎬ提高服务质量ꎬ加强民族地区休闲农业个性

农业经营者自有资产积累和留存收益不足ꎬ各级政

化发展ꎮ 着重打造特色品牌ꎬ建造示范基地ꎬ特为

府对休闲农业的扶持资金不能及时到位ꎬ受到资金

先ꎬ力求精品ꎮ 要注重休闲农业区域化、规模化发

缺乏的限制ꎬ民族地区开展休闲农业项目规划及深

展ꎬ加强“ 一、二、三产业融合” ꎬ形成区域联合发展

度开发面临困难ꎮ
２.３

的产业发展格局ꎬ形成产业优势ꎬ提高产业融合综合

产业形式单一

效益ꎮ 在政府构建的平台下ꎬ以企业为主体ꎬ加强市

一方面ꎬ民族地区现有休闲农业经营主体产业

场化运作ꎬ解决资金和技术难题ꎮ

形式单一ꎬ文化消费项目较少ꎬ对农耕文化和民族民
俗传统文化内涵挖掘不足ꎬ对田园风光和人文环境

３.２

强化科普教育ꎬ夯实人才资源基础
民族地区要加大技术和人才引进力度ꎮ 实施精

关注不够ꎬ使休闲农业所承载的乡村旅游难具特色ꎬ

准脱贫ꎬ要人才智力和本地相结合ꎬ加大教育投入ꎬ

难以发展形成品牌ꎮ 另一方面ꎬ缺少以休闲农业为

改“ 输血” 为“ 造血” ꎬ强化培训活动ꎬ推进当地民族

核心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方式ꎬ产品业态比较单

大学产学研相结合推广ꎬ借助当地高等院校、学会和

一ꎬ难以打通上下产业链ꎬ形成产业规模ꎬ阻碍致富

产业基地等资源ꎬ对休闲农业管理者和服务人员开

增收ꎮ

展自上而下的分层次培训ꎬ提升从业人员管理服务

２.４

发展理念较为落后

水平ꎮ 加大对民族地区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

一些民族地区安贫守旧思想严重ꎬ对外开放程

和贫困户子女技能培训帮扶力度ꎬ落实贫困家庭学

度较低ꎬ具有一定的排他性ꎮ 扶贫返贫现象严重ꎬ个

生就业促进计划ꎮ 结合民族地区生产经营状况ꎬ开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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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定向订单” 式培训ꎮ 建设农业科技馆ꎬ使民族地
区青少年能获得更多参与科普活动的机会ꎬ尽早接
受科技教育ꎮ 培养科普带头人ꎬ增强贫困户自我发

族地区农民致富增收ꎮ 要充分利用 ＰＰＰ 模式、ＢＯＴ

模式、ＴＯＴ 模式、“ 互联网 ＋ ” 模式等新型融资模式ꎬ
拓宽融资渠道ꎬ助力民族地区休闲农业项目建设ꎮ

展能力ꎮ 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农业专业技术协会ꎬ

要通过互联网等新型渠道对本地区休闲农业精品项

提高少数民族科技致富能力ꎬ助力“ 一村一品、一乡

目进行宣传推广ꎬ扩大民族地区休闲农业的知名度

一业” 扶贫行动ꎮ 大力推进校园优秀少数民族文化
教育ꎬ充分利用现有的社会实践和产学研旅游示范

和产业影响力ꎮ 利用“ 互联网 ＋ 休闲农业” ꎬ优化调

整生产要素配置、构建新型业务体系和商业模式ꎬ完

基地加强对民族地区学生的国情乡情以及民族文化

成休闲农业优化升级ꎮ 民族地区要充分利用新型通

教育ꎮ

信技术ꎬ打造互联网平台ꎬ加强互联网与休闲农业的

３.３

产业深度融合ꎬ创造新的产业形态ꎮ 民族地区要通

重视生态保护ꎬ促进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发展休闲农业要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

合ꎬ要坚持以农为本促进少数民族增收ꎬ要坚持“ 四

过“ 互联网 ＋ 市场” 强化需求市场对接ꎬ利用互联网
获取先进的技术信息ꎬ通过大数据掌握最新的农产

化同步” 、“ 五位一体” ꎬ坚持“ 农耕文化为魂ꎬ民族风

品价格信息ꎬ决定农业生产重点ꎮ 通过互联网电商

情为韵ꎬ生态农业为基” 的发展理念ꎮ 要通过保护

交易平台减少农产品交易的中间环节ꎬ切实推动民

为主、适度打造民族特色景区的方式来规划休闲农

族地区精准脱贫、可持续发展ꎮ

业产业布局ꎮ 要充分体现民族地区风貌和民族风
情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民族特色和自然景观来吸
引游客ꎬ从而推动民族地区农业产业结构改革ꎬ拓宽
农业功能ꎬ延长农业产业链ꎮ 民族地区休闲农业建
设切忌大拆大建ꎬ要尊重自然、贴近自然、拥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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