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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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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业产业化是乡村振兴视域下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对推动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乡村振兴
战略,为农业产业化发展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而农业产业化的高效发展,为乡村的全面振兴提供了动力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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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ding up the pac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promoting all-round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Xuejing Zhang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hangtu County Committee
[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of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view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lays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provides
a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while the efficient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provides motive support for the overall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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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农业产业化的内涵与发展的
制约因素

大县。无论是是国家重大战略需要还是
从我县实际情况出发,实现农业产业化

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

1.1农业产业化的内涵

高效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工作的意见》发布。这是2022年的中央

所谓农业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

有效解决“三农”问题都将会成为我县

一号文件,也是21世纪以来第19个指导

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主导产业、产

“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党中央认

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

为,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推动

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

系列的发展成就,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

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必须着眼国家

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

不断变化,自身发展条件的制约,我县农

重大战略需要,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

形成种养加工、产供销、贸工农、农工

业农村的一些发展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

“三农”工作,接续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商、农科教一体化经营体系,使农业走上

短板,农业产业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存

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收、农

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我约束、自我

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给予

村稳定安宁。

今后工作的重点内容。
回顾过去几年,我县虽然取得了一

调节的良性发展轨道的现代化经营方式

高度重视,对发展思想进行科学优化,推

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对乡村振

和产业组织形式。这种经营模式从整体

动农业产业化效果的提升,进而推动乡

兴战略进行了概括,乡村振兴是包括产

上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是

村的全面发展和全方位振兴。

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

加速农业现代化的有效途径。

1.3我县农业发展存在问题

兴、组织振兴的全面振兴,我们只有把

1.2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三农”工作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我县下辖33个镇、425个行政村,盛

部分农村还存在着以家庭为单位的养殖、

把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期有

产玉米、水稻、花生、大豆、马铃薯、

种植模式,这种生产经营模式下,极易造

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抓手,才能促

胡萝卜、榛果等农产品,素有“辽北粮

成农产品的生产与销售脱节,此外,此种

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

仓”、
“畜牧大县”之称,是全国重点商品

“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很难带来规模性

全面发展。

粮基地县,农业特征显著,是典型的农业

收益,制约了农业产业化的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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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生产经营模式方面。当前,我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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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生产经营主体方面。农民是农

而且大大改变了传统农业仅限定在粮食

化所带来的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明显,

业产业化是生产经营主体,我县的农民

生产的局限性,同时还改善了农业生产

这些积极因素促使农业和农村日趋成为

还存在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现象,虽然国

和经营的投入机制,进而能够促使资本、

社会资金流向的重要领域.随着资金、信

家在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质

劳动、农技、机械化设备等有机地融入

息和技术的进入,农业产业化经营可逐

量与城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另一方面,

到农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和领域,使

渐壮大自身规模,完善投融资和利益分

由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工作机

农业从小规模、分散化、不连片的经营

配制度,进而激活农业、农村金融信贷市

会、生活保障等各方面条件明都显要比

逐步向适度规模下的连片式生产经营转

场,活跃农村经济。

农村好很多,近年来,虽然我县不断地采

变,有效提升农业的产出效率、土地的集

取措施,吸引大学生到农村就业,但是真

约化水平,以及提高农民的素质。不仅如

正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大学生却寥寥无

此,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能够在不改变农

几,这样一来,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

户与村集体之间土地承包关系的情况下,

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最基本要求是生产者

农民就出现了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难

为农民直接进入各类农产品市场创造更

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安排生产规模和产品

以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此外我

多的条件。与此同时,大力发展农业产业

种类,适时合理调整生产时序,并通过规

县还有部分农民存在着科技文化素质不

化,可以使农业生产过程中大规模地应

模化、集约化生产降低成本,增强农业生

高,接受和应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能

用科技有了现实的可能。因此,发展农

产资料和农产品议价能力,稳定农民收

力较低。由于地区文化差异,我县一些村

业产业化,能够更好地使科技兴农战略

益,防止出现类似“谷贱伤农”现象的发

的农民仍抱有“小富即安”的思想,再加

在实践中加以落实,提高农业的科技贡

生,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市场体系

之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等多种因素的影

献率,为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创造更多

的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所需的各种物

响,部分地区存在农民接受新技术的主

的条件。

资、服务、技术能够通过市场渠道进行

动性不强,农村科技力量薄弱,农技推广
难度较大等现象,导致我县的一些地方
只能以出售低附加值的初级农产品为主,

2.2能 够 有 效 提 高 农 民 的 上 收 入
水平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我国农

很难使农业发展成为产业化生产经营模

民的收入总体水平在逐年增长,但涨幅

式等等,这些因素都将成为农业产业化

仍相对有限,我县与城市相比,城乡二元

高效发展路上的“绊脚石”,需要引起我

结构仍然存在,甚至是农民与城市居民

们的高度重视。

2.4农业产业化能够增强农业抵抗
风险能力
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风向标”,

流通,市场能够对大宗采购和销售提供
适宜的市场容量,从而规避农业生产所
具有的脆弱性和敏感性,提高农业抗风
险能力。
2.5能够调整农业产业结构,拉长产
业链

的收入差问题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而

农业产业化打破了农业单一的产业

1.3.3流通环节方面。目前,我县农

发展农业产业化,能够通过促进整个农

结构,将制造业、商贸业金融业等多种产

产品的销售市场还只是以农村大集、批

村地区经济横向和纵向的延伸,增加农

业形态与农业相融合,构成农业产业联

发市场及本地的农贸市场为主,加上生

业的附加值和比较利益。这在顺利推进

合体。另一方面,农业产业化可调整地区

产经营主体信息的缺失、不对称极易造

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也为农民

的农业产业结构,根据地势、气候、水土、

成农产品的地区性过剩或者一些好的有

非农业收入的增长创造了更多的条件。此

市场等资源基础,单一的种植业可经过

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相对过

外,发展农业产业化,还可以通过在产业

调整变成以某特色衣产品为主,多种农

剩,农产品销售不畅,制约了农业产业化

化经营组织与农民之间建立起利益上的

产品联合发展的立体农业,增加土地产

的高效发展。

联结机制,使参与产业化经营的农民分

出效益。

2 农业产业化高效发展的重要
意义

享到除种养外的诸如加工、销售等环节

3 实现农业产业化高效发展的
有效途径

从我县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

的利润分成。
2.3能够促进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

虽然我县在农业生产经营方面取得

农业产业化发展还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挑

了一些成绩,但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

相比工业和服务业,农业生产投资

战,但是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对于繁荣

大、见效慢、收益低,特别是在过去很长

财政穷县”的面貌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

农村地区经济、有效解决我县“三农”

一段时间内,由于农产品价格“剪刀差”、

观,要想早日摆脱尴尬走出困境,实现农

问题、实现城乡同步一体化发展,促进农

农村投资环境欠佳、国家发展战略倾向

业产业化的高效发展是一项非常有效的

民收入水平更快增长、建设现代农业、

等问题的存在,农业和农村“缺血”现象

推动措施。

都具有意义重大。

严重,成为制约农村地区发展的经济“瓶

一是找准定位,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2.1能够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

颈”。相比之下,农业产业化经营具有政

实施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以来我国

产业化条件下的农业经营机制,不

府部门积极地政策导向,能够得到税收、

农业的发展实践经验表明,农业龙头企

土地、信贷等方面的优惠和支持,为产业

业具有开拓市场、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

仅突破了土地、村组和所有制上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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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的能力,尤其是带动农业结构战略

信息的能力。

我县是典型的农业大县,是全国商品粮

性调整的关键要素之一。对于农户而言,

首先要广泛开展面向农村居民的信

基地县,因此我们要坚决扛起粮食安全

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与内容,

息技能培训。政府相关部门应充分调动

政治责任,从源头抓起,加强种子研究推

不仅仅意味着企业自身对于初级农产品

社会各界的积极性,组织教育教学资源,

广,积极打造绿色粮仓、绿色菜园、绿色

的需求,而且也是市场需求信息的反映

广泛开展针对农村居民的专业技能培训,

厨房。其次是做强二产,我县一些农村还

和传递。即便是未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

推动新型职业村、农民与互联网深度融

只是以生产经营农业的初级产品为主,

信息化水平有显著的提升,也很难完全

合发展；鼓励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等

农产品附加值低,农民增收困难,因此我

避免农民获取市场信息滞后和不完善的

领域互联网企业向农村群众提供学习培

们要在做精、做深农产品精深加工上加

情况,加之农业生产周期长,一旦作出生

训的机会；引导投资机构、中介组织、

大力度,拉长农业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

产决策和行为,在周期内就无法改变。发

专家学者等支持新型职业农民创业创

附加值。最后更需要做活三产,“酒香也

展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实现其与农户的

新；其次要提升农村基层干部的专业技

怕巷子深”,就算有再好的农产品,如果

结合与对接,可以有效降低农户因获取

能。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体是农民,但是

没有与之发展相匹配的第三产业,那么

市场信息滞后而导致自身面临较大的市

需要农村基层干部的带领,要发挥第一

农产品的销售渠道也会不通畅,也会出

场风险,故而减少了农户生产经营的盲

书记、驻村工作队人员、大学生村干部

现农产品的积压,因此,我们要把握机会,

目性,避免了整体农业生产经营结构的

等主体的作用,特别是提升村支部书记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做好网红经济、流量

调整偏离最优轨道的风险。此外,农业龙

等农村基层干部的专业技术素养,带动

经济、数字经济的成果转换。

头企业因集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

本地居民提升专业技能水平。

4 结束语

素于一体,故其本身也是构成现代农业

四是健全保障机制,完善农产品市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

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之一,更是发展农

场体系。农产品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多功

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重要带动力量,只有

业产业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能的初级农产品市场,还包括多层次的

切实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高效发展才

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这些市场

能推进我县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全方位振

在市场经济中,主导产业往往决定着一

互相联结与渗透,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农

兴,推动我县经济高质量发展！

个地区产业集聚、产业化经营的主体方

产品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必然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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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电子商务平台的步伐,避免因信息

决策信息,2007,(02):24-25.

水平与农村居民信息意识和信息能力息

化落后于产业化而造成价格扭曲,有效

息相关,要着力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

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经营的新型农村居民。要加强对农村居

五是推进三产融合,扎实做好结构

民的系统培训,大力提高农村居民获取

调整“三篇大文章”。首先要做优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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