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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城镇化发展及其休闲农业为主的产业支撑调研
林鸿民
( 海南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研究院,海南海口 570203)
摘摇 要: 海南城镇化率低,但仍保留较好生态环境,为发展休闲农业提供了良好条件。 该文提出,海南城镇化
发展路径是通过在广大乡村地区发展种养业,在城镇内开发农产品加工业,为休闲农业提供旅游商品。 在这一过
程中,创造就业岗位,吸引劳动人口向城镇聚集,从而加速城镇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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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1摇 海南城镇化水平概况

内大市场较远,历史上没有工业根基,文化教育基础
较差,人才紧缺。 实践表明,那种以制造业为主导的

近代以来,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由传统农业社会

城镇化发展道路,往往带来生态损害、环境污染,人

至工业社会再发展至后工业社会阶段,相应伴随着

居条件变差为代价。 相反海南由于工业经济欠发

产业结构向高级阶段演进,人口由农村不断向城镇

达,城镇化水平较低,仍保留有较好的生态环境,为

或大城市转移,不断推高城镇化水平,这是社会发展

绿色崛起提供了良好条件,并且在城镇化过程中为

普遍规律。 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

发展休闲农业创造了优越生态环境。 正确认识海南

社会转化过渡阶段,面临加速城镇化发展机遇。 实

这种省情,有助于正确谋划推进海南城镇化及其以

现城镇化是社会发展必然,在当前,城镇化建设还被

休闲农业为主的产业支撑。

赋予扩大内需、培育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新的历史
使命。
海 南 建 省 以 来 ,城 镇 化 水 平 从1988 年 的

16. 99% 上升到 2011 年的 50. 50% ,虽然取得长足
进步,仍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52. 6% 。 但如果按实

质上的户籍人口测算,海南城镇化水平为 38. 12% 。

表明城镇化发育程度较低,城镇规模偏少,城镇基础
设施不完善。 2011 年设市 8 个, 平均城区 人 口 仅

29. 05 万人,不足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一半;平均镇区
人口仅 1. 12 万人。 海南城镇规模小,产业支撑弱

2摇 海南产业比较优势分析

2009 年 12 月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

战略,国家确定海南的五大任务之一是建成中国热
带高效现代农业基地,这是根据海南区位与资源禀
赋条件作出的科学决策。 全球地处热带的国家和地
区有 30 多个,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38% ,但海南作为

中国唯一的热带国土省区,面积占国土面积仅

0. 42% ,恰恰是中国最为稀缺的国土资源。 海南人

小,是影响和制约海南城镇化最主要问题之一。 海

均耕地面积 0. 06 公顷,低于全国平均的 0. 08 公顷,

南办特区 25 年来城镇化水平仍然较低,与深圳、珠

沛,气候温润,作物四季生长,植物生物量大。 依托

海特区相比,海南农业人口多,农村幅员大,推进城
镇化面临许多瓶颈问题,转移农村劳动力难度大。
这与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在全省产业格局中的重要地
位相关,与国内其他特区或省区省情况大相迥异。
海南没有条件像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那样,走一条以
制造业为主导的城镇化发展道路。 因为海南距离国
收稿日期:20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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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等方面工作。

更显弥足珍贵。 热带国土积温高,光照长,雨水充
热带国土的热带农业,包括热带水果、热带经济作

物、热带花卉、热带水产、热带林业以及冬季瓜菜、南
繁育种等种植业,都是中国市场紧俏产品。
海南已成为中国冬季大菜园与大果园,每年输
往内地冬季瓜菜 500 多万吨,热带水果 200 多万吨,
热带水产 100 多万吨( 含出口) 以及相当数量生猪、
鸡禽等。 海南还是中国天然橡胶、椰子、胡椒、槟榔

最大产地,咖啡、糖蔗、红茶、剑麻、腰果等重要产地,
这些都是市场紧俏无公害产品,为海南农民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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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经济收益,吸收了大批劳动力就业,对海南省

施绿色崛起所依托的生态资源,也是开发休闲农业

GDP 作出重要贡献。 海南热带高效农业比较优势,

的旅游资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正确处理好

还表现在商品率高、专业程度强方面。 据 2011 年统

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牢固树立保护生

计资料,海南农村家庭人均出售农产品数量都高于

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

全国平均水平:其中蔬菜高出全国平均 135. 3 公斤,

产力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

排名第三;水产品( 海淡水产品) 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闲农业的持续经营,直接体现了绿色发展、循环发

在全国名列第三;水果高出全国平均 56. 51 公斤,也

碳发展冶 。 依托海南热带农业与热带林业资源的休

41. 6 公斤,在全国名列第一。

展、低碳发展的要求。 海南第一产业优势与其劳动

海南第三产业比较优势体现在海南作为中国热

力结构相适应,需要保持相应劳动力在现场劳作。

带海岛省区,优越生态环境和丰富旅游资源,为开发

城镇化建设与产业结构态势相协调推进,需要发展

热带滨海旅游业创造了得天独厚条件,建设成为中

农业生态经济与生态文明村建设,避免农村衰落,产

国度假休闲旅游胜地。 2011 年海南省接待国内外

业空心化。 因此不应把城镇化率当作评判一个地区

全省第三产业的 28. 37% ,占全省 GDP 的 12. 92% ,

提升城镇化率不能大干快上,也不能搞一窝而上,运

旅客 3061. 34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326. 04 亿元,占

经济社会发展唯一标尺,作为考核官员政绩的工程。

突显海南第三产业以旅游业为支柱的现代服务业在

动式推进。 必须统筹进行土地流转、城镇户籍、教育

全国范围具有重要优势,成为建设国际旅游岛依据。

医疗、社会福利保障制度配套改革。 既要有政府基

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要依托自身区位与资源

础设施投资,又要开辟市场融资渠道。 推进城镇化

条件,选择比较优势产业,扬长避短,参与全国市场

面临复杂问题,因此贵在尊重村民主体地位,不强求

竞争与分工合作。 在大力推进海南新型城镇化过程

统一模式,也不宜追求单纯进度,审慎推进,探索统

中,不能放弃海南热带农业比较优势,片面追求加快

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

城镇化进度,人为制造农民 “ 被进城冶 假象。 也不能
为了发挥农业比较优势而放弃推进城镇化建设。 必
须兼顾城镇化发展与发挥热带农业比较优势相协
调,稳妥安排,有序推进。 海南热带高效农业大多是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大批劳动力现场操持。 在

3摇 海南城镇化及其休闲农业为主产业支撑
建议

摇 摇 城镇化建设要与产业发展协同推进,要与就业
统筹考量,要与社会服务协调发展。 海南要走非制

农业生产诸多环节,如垦植播种、中耕除草、剪枝套

造业为主导,构建农产品加工业为依托的新型城镇

袋、打药除草、田间采摘,灌水施肥、胶林开割以及投

化发展道路。 贯彻利用生态优势,不污染环境,产业

喂饲料等方面,都必须大批劳动力。 因山地或丘陵

构建与生态文明村建设相结合思路。 推进城镇化不

作业条件制约,难以实现机械化操作。

是简单的农民流入城镇居住,农民变居民身份。 首

即使今后海南城镇化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海

先要转移人口在镇区有工干,住得下来,有经济收入

南热带农业仍然是重要产业和基础产业,规模不会

并能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留在农村人口,重

因此而缩小,只会向精细化、集约化、产业化升级转

组优化生产要素,实行集约化经营,使农业生产与休

型,从业人员相对减少一些。 海南产业结构态势表

闲农业可持续发展。

明,海南仍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阶段。 三

休闲农业是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结合生产、

次产业中农业从业人口 292. 14 万人,占从业人口总

生活和生态功能,紧密连结农业、农产品加工、服务

数 459. 22 万人的 63. 62% ,是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口

业的新型农业产业形态和新型消费业态。 随着国民

最多产业,折射出海南作为农业大省严峻现实。 海

经济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城乡居民对休闲消费需求

南产业结构与劳动力结构不相协调,预示着海南实

高涨。 休闲农业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目前中国已

现城镇化要经历较长时段,不能照搬内地。

有 农 家 乐 休 闲 农 业 单 位150 万 家 , 农 业 休 闲 园 区

海南生态环境优势主要在广大农村与山区,热
带森林是海南最大碳汇载体,热带农业的经济林和
各种农业植被也是贮碳吸收器和缓冲器,是海南实

1. 8 万家,年接待游客人次约 4 亿人次。 海南休闲

农业发展也方兴未艾,成立了“ 海南休闲发展局冶 ,
统一管理休闲农业发展事宜。 截止 2011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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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的海南省休闲农业示范点单位共 33 家,近年来

的特色种养业。 依托上述农村种养业产品,在城镇

业单位入选 5 星级。 海南休闲农业规模逐年壮大,

场提供消费品,而且也为旅游业提供各种旅游商品。

步显现。

切入,形成一镇一品,错位发展。 充分利用海南建设

又有新的发展。 经农业部审定,海南有 5 家休闲农

开发农产品加工业,建设各种加工厂,不但为城乡市

产业类型日趋丰富,品牌影响不断扩大,产业效应初

各个乡镇根据自身资源特点,选择各自加工业

根据海南省城镇发展战略规划确定,全省总体

文明生态村成果,大力推进休闲农业旅游发展,走出

上作为一个大城市来考虑。 做大做强海口、三亚、琼

一条解决“ 三农冶 问题路径。 海南农业( 乡村) 旅游

海、儋州、五指山重点城市建设,强化各个县城幅射

根据各个乡镇自然及人文资源不同,可以开发果园

作用;加快风情小镇建设步伐,打造重点特色村庄。

观光采摘型、田园风光欣赏型,农业劳作体验型、农

目标是 2020 年全省打造 50 个特色鲜明的风情小

家乐休闲型、垂钓休闲型、民俗风情型、农业高科技

镇,100 个风情村,10 个旅游名镇,20 个旅游名村。

型、渔村休闲型、森林休闲型、温泉疗养型等等。 海

全省以省会及县城为中心,以风情小镇、旅游名镇、

南休闲农业旅游将与滨海度假旅游、森林生态旅游

旅游名村为基础,打造海南新型城乡一体化格局。

一起构建成海南三大旅游产品体系。

城镇化推进要以人为本,建成海南人民幸福家园,全

在规划的风情小镇推出反映当地特色的历史人

国人民旅游度假胜地。 城镇化必须与农产品加工业

文、民俗文化、侨乡文化、渔村文化、民族风情等旅游

紧密结合,利用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契机,构筑为海

项目。 并通过乡村绿道的连接,将各个乡镇串联成

南旅游业配套服务的新型城镇体系。

自行车或徒步休闲旅游路线,让游客既能观赏美丽

热带农业与旅游业是海南比较优势产业,两强

田野风光,又能领略特色小镇风貌。 通过“ 政府+农

整合,联动发展,派生出休闲农业旅游新业态。 旅游

户冶 “ 公司+农户冶 、“ 合作社+农户冶 “ 农户+农户冶 多

业是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产业,发展旅游业对当地

种模式建设休闲农业旅游经营实体,正在一些风情

经济社会发展有事半功倍作用。 实际上开发滨海观

小镇出现。 它有利于调动农村及城镇社区群众参与

光度假旅游、森林生态旅游、乡村旅游、民俗文化旅

发展休闲农业旅游积极性,供应餐饮食品原料、地方

游、购物旅游有就地出口( 销售) 风景、就地出口( 销

土特产品、热带珍稀水果、旅游休闲食品、旅游工艺

售) 商品、就地出口( 销售) 文化功能。 通过发展休

品。 开设餐饮饭店、家庭度假旅店、工艺品店、咖啡

闲农业达成农民由农产品生产者向旅游商品供应

店、水果店、土特产品店等,提供旅游服务,创造就业

者、旅游产品服务者转变。 传统农业资源就地转化

岗位,改善城乡居民生活,使休闲农业旅游业获得当

为旅游资源,粗浅副产品就地形成旅游商品。 推动

地居民支持,自觉维护该地旅游形象,积极投入休闲

农业内部结构优化,培育农村市场经济机制,改善农

农业旅游的开发。

村基础设施建设,推进生态农业和现代农业升级,促

以往招商引资重点引进大公司大项目进入,这

成农民持续增收。 乡下人进城观光,城里人下乡休

是必须的,但也应重视一些中小投资项目。 上述农

闲,城乡互为产品、互为市场,带动城乡之间客流、物

产品加工产业大多是惠及民生,推进城镇化构建以

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合理流动。

休闲农业为主的产业支撑的中小项目。 在编制城镇

因此在推动海南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紧密围绕

化总体规划同时,也要谋划城镇产业布局规划,并把

休闲农业配套服务,构筑产业发展框架。 实施在广

二者结合起来。 海南农产品加工业是一块短板,菜

大农村地区发展传统种养业,在城镇区内开发为农

贱伤农、果贱伤农时有发生,极大打击农民积极性。

业服务的加工业,延长产业链,形成种养业、加工业、

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规避风险,提高附加值,提供旅

运输销售业三次产业联动推进。 拓展产业发展空

游商品、丰富旅游市场大有裨益。

间,为休闲农业增添新活力。
海南热带农业不同于内地温带农业,其地域性
特色鲜明,产品丰富。 构成具有竞争力的农业体系,
在广大农村开发包括:天然林林业、生态种植业、生
态畜牧业、土特产品、特种动物养殖、水产养殖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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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in Hainan Province and
its Major Supported Industry of Leisure Agriculture
LIN Hongmin
( Hainan Construction Project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e, Haikou Hainan Province570203, China)

Abstract: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Hainan is low, while its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ble to be preserved,

which provides favorable conditions to develop leisure agriculture in Hainan.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right urban鄄

ization path for Hainan is to push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ing and bleeding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as well
as th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in cities and towns, in order to provide tourist commodities for leis鄄
ure agriculture. With this process, more jobs can be created, population can centralize into the city, and finally ur鄄
banization can be accelerated.

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 Hainan province; leisure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products processing indu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