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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网络信息技术对农

业的改造，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等政策决议。项
目通过借鉴相关经济理论，以“互联网+农业”发展的新趋
势和新实践为切入点，梳理农贸型小城镇产业规划的发展
实践模式，相关研究成果可为新农人、新型农业组织等“互
联网+农业”创新活动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为农贸型
小城镇发展规划提供实践依据。

2 产业发展及现状调查与分析
2.1 发展概况
西平坡满族乡位于绥中县城的北部，属经济欠发达地

区。主要生产收入以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为主；近几年
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棚菜成产和果业
有了飞速的发展，在未来发展中将占有重要比重。其城镇
性质可定位为全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棚菜生产、
果业生产为主导，集市贸易为龙头，其他农副业同时发展
的农贸型小城镇。

2.2 区位分析
绥中县位于辽宁西南部，属葫芦岛管辖县之一，是辽

宁省第一个省直辖县，素“辽宁西大门”之称。县城距离沈
阳 343.8公里，属于省域边缘县。西平坡满族乡为于县境
西北部，距县府 18公里。

2.3 影响产业需求的因素分析
2.3.1 优势资源。全乡交通条件优越，位于快捷的交通

网络之中，对外交通 306国道穿过整个集镇，便利的交通
条件为乡镇交通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同时，良好的生态

自然环境和农业产业基础为开展生态旅游奠定了良好的
资源基础。根据绥中县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可吸引投资人
来此投资，扩大产业链条，从而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

2.3.2 劣势。总体布局尚不完整，经济产业结构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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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绥中在葫芦岛的位置

图 2 西平坡满族乡在绥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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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镇名称 职能等级 职能类型 主要行业特色 资源

西平坡村
土头山村
沙金沟村
白杨沟村
东平坡村

集镇
中心村
中心村
中心村
中心村

综合型
农贸、旅游型
综合型
综合型
农业型

农业种植、服务业
农业种植、农贸业、旅游业
农业种植、旅游示范村
农业种植加工、旅游观光
农业种植、观光农业、畜牧业

棚菜、玉米、花生、黄瓜等
白梨、棚菜、核桃、林果等

棚菜、油牡丹等
棚菜、砬子山旅游资源
棚菜、畜牧养殖

表 1 集镇及主要中心村的职能分工

同时，基础建设相对薄弱。
2.3.3 机遇。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为西平坡满族乡发

展带来了新的机遇，特别是绥中县作为辽宁沿海经济带的
最西沿，是沟通环渤海经济的重要节点。项目把特色旅游
及集贸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结合乡村民俗和自然风光及
自然资源重点进行美丽乡村规划。

2.3.4 挑战。以实行"城"、"乡"发展双赢为目的发展格
局实现城乡统筹发展。通过吸引外来人口投资、人才集聚，
从而带动产业链条，培育新兴产业集群。借鉴山东寿光的
发展经验，加强蔬菜产业集群有效的空间集聚。通过市场
辐射、技术扩散和文化与信息交流。让产业集群形成机制，
结合现有的特色资源，打造独具魅力的“互联网+”产业。

2.4 现状调查与分析
2.4.1 区域环境要素
主要河流有黑水河、七里沟有一处小二型水库。全乡下

辖 10个行政村。乡域大小河流纵横交错，数目众多，较大的
一条为黑水河，防洪标准为十年一遇，向东汇入六股河。

2.4.2 自然环境要素
淤农业资源。利用农业果林种植优势从生产到加工再

到销售形成产业链条；农田水利基础设施以及农建工程相
对完善。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特色农业发展势头增强。主导
优势农业产业发展良好，玉米、蔬菜、花生、核桃、禽畜养殖
优势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于旅游资源。西平坡满族乡依托交通区位优势、生态
旅游和乡村旅游资源优势，旅游产业稳步发展。

图 4 白梨图 3 棚菜
2.4.3 产业情况调查
根据调查显示，全乡产业资源富饶，优势明显。根据规

模等级结构规划，确定集镇及各村庄职能分工与特色资源
如表 1。

淤特色农作物。
沙金沟村种植着大规模经济作物———油牡丹。油用牡

丹是一种新兴的木本油料作物，具备突出的“三高一低”的
特点：高产出（五年生亩产可达 300公斤，亩综合效益可达
万元）、高含油率（籽含油率 22%）、高品质（不饱和脂肪酸
含量 92%）、低成本。“牡丹油”被世界上称为“液体黄
金”，具有观赏价值，不仅可以给农户带来切实的收入，也
可以种植其他果木，实现更高的经理价值。

于畜牧业。

东平坡村与黑水汀村各自存在一些小规模的畜牧养
殖场。未来可以集中发展大规模、现代化的养殖基地，不仅
可以解决现有的散养对环境的污染，也更加方便管理。

盂旅游业。
全乡有着丰富的自然山峰资源，在西北方向，拥有山

脉资源，十分适合发展旅游业。沙金沟村拥有着大规模的
油牡丹种植，这种植物可以榨油，而盛开的时候十分美丽，
非常适宜观赏。未来乡内大面积的棚菜种植区域可以发展
为具有特色的油牡丹采摘园，把西平坡满族乡打造成一个
以满族特色、生态环境自然优美、以旅游和农贸为特色的
宜居宜游的田园特色村庄。

3 野互联网+农业冶背景下的西平坡满族乡产业发展
对策

3.1 目标定位
李克强总理在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电

子商务进农村”。规划从市场需求出发，充分挖掘当地自然
资源、原始的民俗风情、以农贸型产业特色为导向，以宜居
宜业宜游建设为出发点，以重点发展“互联网+农业”、温泉
旅游、物流运输为落脚点，打造互联网+农业”示范区、温泉
旅游养老基地、农业科技博览中心、物流运输产业基地。

3.2 产业发展创新模式
项目积极借鉴山东寿光的发展模式，抓住农业市场化

的发展机遇，走出一条农业现代化驱动的发展道路。发挥
初始农业比较优势，提倡创新农业生产方式，以农业培养
工业、以工业提升经济，靠“互联网+农业”富民、靠工业强
市，实现工农互助、城乡互动、工业和农业共同繁荣、城市
和农村协调发展（如图 5）。

因此，项目产业模式构建主要采用了以下的三种方式：
淤专家+示范基地（园区）+农户模式。以科研单位专

家和示范基地作为新技术成果以及新品种的展示平台，通
过示范基地的辐射带动作用，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
业经济增收。

于专家+合作社（协会）+农户模式。该模式把分散的
农户进行有机的结合，通过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以及组
织培训的效能，增强与外界市场的竞争力，让广大的农户
积极的参与其中，对于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也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盂专家+涉农龙头企业+农户模式。依托科研单位专
家资源科技指导为首要特色，由涉农龙头企业荣利批发蔬
菜市场、北方牧业有限公司引导带动的农业推广模式，使
周围农户接受现代科技的指导，会对大棚蔬菜的推广起到
很好的助推作用。

目前，北方牧业有限公司以现有形成的产业为支撑，
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示范园区的建
设，便于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一产“互联网+

生态农业”创建农业科技博览中心，二产有

机绿色的食品加工业，三产温泉旅游养老

基地、物流运输产业基地的产业结构体系。

3.3“互联网+农业”背景下的产业发展
规划

3.3.1 产业发展选择
产业规划未来重点是现代生态农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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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加工业，引入“互联网+农业”的现代农业模式，发展生
态种植，养殖基地等业态，利用现状的千亩原料种植和万
头生态黑猪养殖。重点发展现代化的特色健康绿色食品加
工基地，形成年产 2000吨速冻食品的生产能力。

淤“互联网+农业”：重点发展特色农业、精品农业、设
施农业、无公害农业；同时发展生态养殖、花卉培育、杂粮
种植等现代农业。

图 6 生态农业 图 7 特色农业
于有机农业食品加工业：重点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

黑猪屠宰、养生食品（速冻食品、有机榨油）等产业。
盂生态旅游、物流运输产业：温泉养老、生态农业观

光、果树采摘、滨水休闲娱乐等。
3.3.2 产业发展策略
淤第一产业———“互联网+现代生态农业”。通过将绿

色农业做大、设施农业做强、观光农业做精。积极发展附加
值高的农业新品种，如“油牡丹的栽植与深加工”。同时加快
棚菜种植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
实现农民增收，发展果蔬采摘、花卉培育等现代农业。积极
发展智能农业、利用农业的基础要素推进“互联网+农业”在
农业生产和流通中的创新应用，发展智能农业和电子商务。

于第二产业———生态农业食品加工。通过区域合理的
布局、完善园区管理、形成渐进式发展模式。规划农产品加
工产业园区，重点发展养生食品加工和有机农业产品包装
冷藏等产业。

盂第三产业———农业科技博览中心、生态旅游养老示
范区。依托温泉旅游、休闲养老、农业科技、物流运输，打造
农业科技博览中心和生态旅游养老示范区。

3.3.3 产业基地建设
淤生态食品现代化种养和加工基地。重点发展有机蔬

菜种植、生态养殖、育苗培育等产业。以东平村为例，发展
无公害绿色生态蔬菜生产基地，发展生猪屠宰，速冻食品、

熟食加工等产业。
于生态食品现代化商务基地。重点发展智慧农业、电

子商务、网络营销、现代物流等产业。
盂健康教育、医疗、保健基地。依托优势自然资源，建

立健康医疗、老年教育培训、医疗保健等产业。与省内多个
专业大学联合办学建设分校，成立北方老年健康创业教育
中心，免费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榆健康餐饮、生态娱乐休闲基地。重点发展健康餐饮、
休闲农业、温泉疗养等产业。借助北方牧业有限公司生产
加工无公害绿色健康食品的优势，开发特色健康餐饮业，
并与田园餐桌联合开发，面向全国招募连锁加盟发展健康
餐饮业。通过建设示范区，开发温泉旅游养老餐饮，建设温
泉游泳馆、四季垂钓园、四季采摘园、温泉理疗中心。利用
温泉资源，开办对外休闲养生基地，既为外来旅游度假养
生的人服务，又为老年人提供了养生养老的好去处。

虞农业科技博览中心、物流运输基地。依托优势现代
农业资源，结合“互联网+农业”的发展基础，利用西平坡满
族乡荣利蔬菜批发市场有限公司，通过智慧农业、电子商
务、网络营销、现代物流的引入，规划建设东北地区最大的
农业农业科技博览中心和现代物流运输基地。

3.3.4 产业规划建设
结合示范区的现状特点，规划将示范区分为六个功能

片区，包括：乡村生活体验区、满足风情体验农庄、现代农
业采摘篱园、山水人家养老养生基地、生态湿地体验区、生
态食品加工区。

淤乡村生活体验区。本着农民闲置院落旅游功能化的
复活、农民闲置资产资本化注入和美丽乡村建设等原则进
行建设，建成后村民以入股形式负责酒店经营、管理和客
源市场等。依托原有淳朴老瓦、老砖、老窗，外观保持整洁
院落，尊重传统建筑文化、保持原有建筑风格、针对都市人
的度假生活需求，打造“外朴内秀”的乡村度假服务酒店。

于满足风情体验农庄。深入挖掘满足历史，完善满足
传承，开展以满家乐、满族文化表演、满族特色饮食为主的
满族文化体验项目。

盂现代农业采摘篱园。以设施农业为基础，形成农业
观赏园、采摘园，体验“蓬勃生机”。形成以现代高效生态农
业、设施农业为基础，为游客提供感受当地风土民情、亲近
大自然的场所，采用“互联网+农业”的形式，以某项农作
物、养殖业定制化种植为卖点，给消费者提供更人性化、智
能化的种植模式。

图 8 乡村生活体验 图 9 民宿体验
榆山水人家养老养生基地。利用现有独特的水资源环

境，在新堤坝与老堤坝之间建设生态旅游、养生养老项目。
包括：老年公寓、老年保健中心、老年大学等。

虞生态湿地体验区。在新堤坝和老堤坝之间打造湿地
公园、滨水休闲区，并形成组团式布局的结构。湿地公园内

图 5 农业现代化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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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当今社会环境下，正确解决城市发展带来的诸多问

题，是智慧城市建设与治理的重要环节。陨月酝公司对智慧
城市的定义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其管辖的环境、公用
事业、城市服务、公民和本地产业发展中，充分利用信息通
信技术（陨悦栽），智慧地感知、分析、集成和应对地方政府在
行使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职能
的过程中的相关活动与需求，创造一个更好的生活、工作、
休息和娱乐环境[1]。”同时随着智慧城市的提出，对于改变
传统治理模式，寻求新型治理模式的需求越来越强烈。并
且基于当前快速发展的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
高信息化环境下，智慧城市治理逐渐发展应用，此间出现
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城市多元共治。城市多元共治是指
通过政府、市民、企业、其他组织多方协同参与并利用一定

的基础技术手段和管理方法对城市各种事务进行科学高

效的智能治理模式。

1 智慧城市治理研究综述
学者约翰斯顿（允燥澡灶泽贼燥灶）与汉森（匀葬灶泽泽藻灶）提出，智慧

治理依赖相关基础设施使用的反应性、公开度、责任性 [2]，
这些基础设施实现数据替代、服务融合和通讯交流。国内

学者杨冰之等将智慧治理并入到智慧城市的应用体系中，

或者以“智慧管治”替代“智慧治理”，缺乏从治理视角出发

对智慧城市进行完整构建的研究[3]。通过与传统治理模式
的对比研究，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分析多元共治模式的结构

特点及整体优势，论证这一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应用的可行

性。智慧城市多元共治的目的在于降低城市经营风险，推

动城市可持续发展[4]。多元共治模式的研究是一种城市治
理模式的更新换代，是基于传统治理模式上的创新突破。

将会改变以往固有的治理态势，消除陈旧治理模式在治理

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弊端，提出新的治理结构，优化

各种治理途径和管理方法，围绕以人为本的中心原则，对

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要
作者简介院周盛世（1964-），男，浙江浦江人，青岛理工大学副教

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垃圾循

环利用、建筑供应链管理、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建设苇塘、荷花池、垂钓园、摄影基地等休闲景观项目。
愚生态食品加工区。以北方牧业有限公司为基础，结

合牧业广场形成生态食品加工、冷藏区。重点发展精品食
品加工，订单农产品制作。规划完善产业链条，形成生态种
植、生态养殖为基础，实施“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运用
“互联网+农业”的销售模式，依托智慧农业、农业电子商
务、社群支持农业，打造区域性高标准、现代化的绿色健康
食品加工示范基地。

4 结语
西平坡满族乡的产业未来要向产业化、规模化、科技

化、市场化、生态化、循环化、信息化、国际化方向发展，最
终达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芝的成效。在“互联网+
农业”背景下西平坡满族乡产业发展模式是产业内在要
求，也具备有力的外在条件。因此，产业融合、城乡一体、经

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融合的大潮中，应该起到核心的组织
作用与龙头带动作用、其自身也能在这种大融合中获得更
加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互联网+”现代产业发展中最为
耀眼的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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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下新型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
Research on New Urban Governance Model under Smart City

周盛世 ZHOU Sheng-shi曰张宁 ZHANG Ning曰张晓娟 ZHANG Xiao-juan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青岛 266520）

（School of Management，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Qingdao 266520，China）
摘要院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人们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如何进行城市治理上，通过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科学的治理模

式，来代替过去传统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通过综合对比，提出了城市多元共治的模式，讨论了多元共治新型治理模式与传统治理模

式的异同，并在大数据时代下对未来治理结构模式进行了科学选择。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mart city, people gradually moved on to the city governance, looking
for a more effective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mode to replace the traditional government led governance model. Through comprehensive
comparis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ity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model, discuss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model and the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 and makes scientific choice for the future governance model in the era of big
data.

关键词院智慧城市；传统模式；多元共治；模式选择
Key words: smart city；traditional model；pluralistic co-governance；model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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