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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中主导产业选择方法研究及实例分析 

— — 以江 苏连 云港 市为例 

陈海霞，亢志华，马康贫，刘华周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江苏南京2loo14) 

摘要 按照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选择的标准和要求，确定了现代农业规划中主导产业选择方法，以江苏省连云港为例，对连 

云港现代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主导产业的选择进行了分析，给出了连云港目前优势产业中具有主导产业潜力的产业排名，以期为主导产 

业的确定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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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e1ecti0n standards and requirements of leading industry in industIy planning of m0dem 雒 culture，the selection 

methods weIle decided．Taking Ljanyungang City 0f Jiangsu Pmvince as an example，selection of 1eading industry in the pmcess 0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was analyzed． CuⅡent advarltage industries which had the leading industry p0tential in Lianyungang City were I_anked，so as to 

pmvide reference f0r the dete珊 in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ead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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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代农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选择方法 

1．1 主导产业选择的必要性 现代农业是农业发展的方 

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首要任务。产业是现代农业建 

设的重要内容，一个区域内一般存在多种优势产业，但并不 

是所有的产业都能成为主导产业，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分清 

产业主次，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主导产业是区域经济的核心，它决定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方 

向、速度、性质和规模，并体现特定区域在全省甚至全国地域 

分工中的地位。对于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选择 

来说，它应是根据当地的资源条件、经济状况、技术水平和市 

场潜力等诸多因素综合评价所确定的农业生产部门发展的 

先后顺序，能起到推动农业产业化快速健康发展、形成良性 

循环的作用。因此，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和 

标准。在主导产业选择理论的指导下，笔者对江苏省连云港 

市现代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主导产业的选择进行了定性和定 

量分析，以期选出符合现代农业产业发展要求的主导 

产业 。 

现代农业要求主导产业“生态、外向、高产、高效”，而目 

前主导产业的选择多以传统农业的概念为参考，现代农业产 

业规划中主导产业的选择方法和指标体系有待进一步明确 

和完善。 

1．2 选择方法 

1．2．1 主导产业选择的原则。根据现代农业产业规划中主 

导产业的内涵和特征，选择方法应遵循以下原则：内生增长 

力强、需求弹性大、科技含量高、关联强度高、生态友好。 

1．2．2 主导产业选择的范围。笔者以农业发展 中现有的农 

林牧渔4大生产部门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时分为粮食、杂 

粮、水果、蔬菜、生猪、家禽、林业、水产等 8类，为了简化计 

算，将不可能成为连云港主导产业的杂粮产业淘汰，在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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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7个主要产业中选出适合连云港发展的主导产业。 

1．2．3 一级指标体系的设置。根据主导产业选择的基本原 

则，将连云港主导产业的一级指标定义为5个方面：市场优 

势指标、产业关联性指标、科技应用指标、规模优势指标、生 

态环境指标。 

1．2．4 二级指标体系的设置。将一级指标分解成 10个具 

体的二级指标：用需求收入弹性指数衡量市场优势；用影响 

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衡量产业关联性；用资本技术水平、比 

较劳动生产率和单产指数衡量技术应用优势；用产业集中指 

数、专业化系数和产值比重衡量规模优势；用成本纯收益率 

衡量产业经济效益优势。 

1．3 指标值的计算 

1．3．1 市场优势指标。市场优势用需求收入弹性指数表 

示。需求收入弹性是指需求量对收入变动的相对反应，是判 

断一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和对经济拉动程度的重要依据，用需 

求收入弹性系数表示。需求收入弹性指数越高表示这个产 

业的产品市场发展前景越好，对经济的拉动性越强。其计算 

公式为： 

产品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弱 
从表 1可以看出，主要农产品中需求收入弹性系数最高 

的是水果，其次是蔬菜，水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指数高于猪 

肉。虽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指数呈现负值，但在农业结构调 

整过程中，往往会大幅度削减粮食生产面积，作为战略性资 

源 ，粮食安全已成为全社会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1．3．2 产业关联性指标。产业的关联度可以通过计算其影 

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来判断 j。如果一个产业的感应系 

数和影响力都高于其他产业，那么就是主导产业的最佳选 

择；如果只有一个值高于其他产业，表示它有可能成为主导 

产业；如果两个都不高，则该产业难以成为主导产业。 

(1)影响力系数，的计算公式为： 

，=∑6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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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部门个数；∑6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系数的第 列的 

和；音手手6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系数的列和的平均值。 
(2)感应度系数 G的计算公式为： 

6 
， 

式中，∑6 为列昂惕夫逆矩阵系数的第 行的和；音∑∑6 为 

列昂惕夫逆矩阵系数的行和的平均值。 

畜牧业的影响力系数最大(1．09)，高于农业各部门(种 

植业 1．O55，渔业 O．979，林业 0．800)的平均影响力水平 (F 

= 1)，说明畜牧业增加单位最终产品时，要求协作部门提供 

的投入量最大。 

感应度 系数的 比较结 果是：种 植业 (1．75)>畜牧业 

(O．914)>渔业(0．776)>林业(0．761)。这表明，随着国民 

表1 连云港市2006年农业主导产业选择指标 

Table 1 sdection index 0f agricllltural leading indllstry 0f Li粕y岫gaI C-ty iIl 20o6 

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个部门对畜牧业的需 

求日益增大，从而推动了畜牧业的发展，也必然会带动农民 

收入的提高。 

1．3．3 科技应用指标。科技应用优势用资本技术水平和比 

较劳动生产率指标表示。 

(1)资本技术水平。它表示某个产业物质消耗和劳动消 

耗的比值，比值越高，则该产业资本和技术含量越高。其计 

算公式为： 

甘 立 Ⅲ ．次 + 壮  某产业物质消耗与折旧之和 某产业资本技术水平
=  

[ 寿 
连云港市产业资本技术水平测算结果显示，养殖业的资 

本技术水平高于种植业，其中，生猪、家禽、水产的资本技术 

水平分别为 14．6、22．0、5．4，粮食和蔬菜的资本技术水平均 

小于 3。 

(2)劳动生产率。它是指某一产业按农业总产值(或增 

加值)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其计算公式为： 

比较劳动生产率= 摹 等 
从表 1可以看出，养殖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大于种 

植业。 

1．3．4 规模优势指标。产业规模指标是衡量一个产业优势 

度、成熟度和发展前景的指标，用产业集中指数、专门化系数 

和产值比重表示。 

(1)产业集中指数。农业主导产业的产值一般在农业总 

产值中应占有较高的比重，产值规模与江苏省相比的比较优 

势可用产值集中指数来反映。该指标值大于1表明产业具 

有规模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产业集中指数： 篆 肴薹 
连云港市农业产业中水产品和优质鲜果的产业规模相 

对于江苏省具有明显的规模优势(表 1)，养猪业、林业和粮 

食与江苏省规模水平相当，家禽和蔬菜的规模有待壮大。 

(2)专业化系数。这是用来表示农产品商品生产能力的 

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甘 立 Ⅲ ，士 Ⅲ ，， 石 舳 某产品区域内人均占有量 某产业专业化荸数 罢 券 
专业化系数越高，表示该产业的产品在江苏省同类产业 

中专业化生产程度越高，由表 1可以看出，连云港市水产品、 

优质水果和优质粮食的商品生产能力在江苏省处于优势 

位置。 

(3)产值比重。该指标用来反映某一农业生产部门在该 

区域内的产业优势，其计算公式为： 

某产业产值比重=而二惹蠢 
从表 l可以看出，水产和粮食种植业是连云港的优势产 

业，占农业总产值的58％。水产发展主要得益于连云港优越 

的区位及丰富的海洋和淡水资源；种植业发达是因为连云港 

地处苏北，历来以种植业为主。 

1．3．5 产业经济效益优势。经济效益用成本纯收益率来反 

映，成本纯收益率的计算公式为： 

某产业成本纯收益率=粟 簦 7I ， 业， UU帆 jH 
蔬菜和水产品的成本收益率较高，但低于粮食产业(表 

1)。这是因为近年来实行了种粮补贴政策，粮食种植本身投 

入基数小，使得粮食在各产业中成本收益率最高，但其收益 

值并不会大于其他产业。 

2 指标的量化处理 

2．1 指标权重的确定 运用美国学者萨迪教授于20世纪 

7(】年代初提出的层次分析法(AHP)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根 

据总目标的要求，通过计算，主导产业选择模型各层次权重 

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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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单产指数数据来源于2O0l6年《江苏省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下表同。 

N0Ie：The data 0f unit yield index c0me fmm Jia“ u AgricuItural pmduct c0St relum in】-0lTIlati0n compilation，the same as fnllows 

2．2 指标的极差标准化 为了使各指标可在相同口径下比 

较，将各产业的各个指标值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具体公式为： 

=芒 
式中， 为 行业 指标标准化后的值； 为 行业 指标标 

准化前的原值； 为各个行业中指标 的最小原值； ～ 为 

各个行业中指标 的最大原值。经过标准化后，各指标值最 

大值为l，最小值为0。 

3 主导产业的选择结果和讨论 

3．1 主导产业的选择结果 经过极差标准化后将各产业的 

指标值和权重加权求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连云港主导产业选择计算结果 

TabIe 3 I1Ie ch0ice caIcIllated reslllb of leading．mdllstry-n LiaIlyungang 

粮食 G n 生猪 g 家禽 P0u1try 蔬菜 Ve table 水产Aquatic 林业 F0rest 水果 F it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Demand income elastic coe硒cient 

感应度系数 

Sensitivi【y c枷 icient 

影响力系数 

Innuence coemeient 

专门化系数 

Specialized m0dulus 

产业集中指数 

IustriaI concenn·ati0n index 

产值比重 0utput rati0s 

资本技术水平 

C印ital techn0l。 level 

单产指数 

U nit yield index 

比较劳动生产率 

C0mparative lab0r productivity 

成本纯收益率 

C0st net retum mte 

综合得分 

C0mprehensive scores 

O．00 14．97 l6．27 l6．77 l6．19 l5．o4 17．0o 

3．4J0 O．52 0．52 3．4o O．o5 O．oo 3．4o 

14．6o 16．6o l6．6o l4．6o 10．25 O．0o 0．0o 

4．32 2．29 0．0o 1．14 6．9o 3．85 4．19 

1O．02 8．67 O．oo 0．27 l6．79 8．67 19．50 

3．1O 

O．o9 

O．87 

0．91 

O．74 

1．4o 

O．87 

O．03 

3．60 

0．30 

0．oo 

O．oo 

O．37 

0．08 

0．25 1．99 4．30 O．o2 0．72 2．96 0．o0 

0．oo 4．3O 1．O1 O．49 O．01 O．07 0．12 

8．1l O．o0 O．8l lO．00 1．89 O．54 8．38 

43．89 51．12 41．66 47．59 56．7O 31．13 53．05 

注：个别数据是根据相关研究结果估算所得。 

N0le：S0me indj、，idual data come flmm estimation of relative reaseach resuhs 

(下转第139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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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采取多品牌战略模式，必须从组织上提供保证，否则该模 

式也难以达到效果。其次，从能力上看，我国的化肥企业缺 

少科学的品牌建设体系保障，而品牌战略模式的设计、实施 

都需要具备一定的品牌知识 ，因此采取多品牌战略要求化肥 

企业要不断提升其品牌建设知识水平。尽管如此，多品牌战 

略仍是未来我国化肥企业品牌战略的优先选择模式之一。 

2．4 品牌并购战略模式 品牌并购战略模式和品牌国际化 

战略模式都是化肥企业跨区域扩张时可以采取的品牌战略 

模式。所谓品牌并购战略模式 ，即化肥企业通过企业间的并 

购以达到品牌跨区域扩张的目的。转轨时期，我国化肥行业 

的典型特征就是市场集中度较低，具体表现为化肥企业数量 

众多，目前我国的化肥企业达到500多家，并且单个企业的 

规模和产量都相对较低。我国化肥企业的品牌都是典型的 

区域品牌，即某个品牌是某个区域内种植农户的首选品牌， 

但是在其他区域却缺少种植农户的品牌认知，结果导致我国 

的化肥企业被限制在某个区域内而无法实现跨区域扩张。 

此外，我国化肥企业长期采取的价格战模式也是造成化肥企 

业很难跨区域扩张的原因之一。由于采取低价竞争模式 ，导 

致我国的化肥企业很难突破跨区域扩张过程 中的巨大的运 

输成本，而运输成本已经是构成我国化肥企业生产成本的重 

要组成部分。根据品牌经济学基本原理，品牌是突破区域空 

间距离和运输成本的有效工具和手段。因此通过品牌并购 

战略模式，可以使某些具有较高品牌信用度的化肥企业对其 

他地区的化肥企业进行并购，以实现跨区域扩张。化肥企业 

在品牌并购后的运作可以采取两种形式：①若被并购的品牌 

的品牌信用度较高，则并购企业可以考虑继续保留并使用并 

购品牌；②若被并购的品牌的品牌信用度较低，则并购企业 

可以采取自身的品牌进行生产销售。 

随着原材料成本和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升高 ，．以及政策优 

势 的逐步丧失 ，我国的化肥行业必将面临行业的重组与调 

整 ，因此品牌并购战略模式必将成为当前我国化肥企业所必 

须考虑的品牌战略模式。然而，采取品牌并购战略模式对化 

肥企业来说存在很大挑战，主要体现为并购后的企业间整合 

问题，尤其是品牌建设体系的整合问题 ，为此要求采取品牌 

并购战略模式的化肥企业必须从整体上考虑企业的品牌战 

略与品牌建设体系，否则会导致并购失败。 

2．5 品牌国际化战略模式 从企业的发展 阶段视角，我国 

的化肥企业必将从国内走向全球市场。尽管当前我国的化 

(上接第 l3873页) 

从表3可以看出，主导产业的优势顺序是：水产 >生猪 

>水果 >蔬菜 >家禽 >粮食 >林业。连云港的主导产业选 

择根据各县市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分配，规划发展和优先扶持 

优势较强的县、市发展相关主导产业 ，如连云区和赣榆县适 

宜发展水产产业，东海县发展生猪养殖产业的基础好，赣榆 

县适宜发展鲜果产业，灌云县和灌南县适宜发展蔬菜产业。 

3．2 讨论 任何指标体系都不是通用的，在实际应用过程 

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变通和完善，如连云港市是江 

苏省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市，应添加外向性指标，但由于没 

肥企业处于转轨时期，但是仍需要在立足国内市场基础上， 

采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通过跨区域扩张进入全球市场， 

在这一过程中，品牌国际化战略模式就是我国化肥企业所采 

取的重要的品牌战略模式之一。此外，化肥企业的品牌国际 

化战略也是国内市场带给化肥企业的压力所造成的。处于 

转轨时期的我国化肥市场竞争激烈，企业的利润已经非常微 

薄，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国的很多化肥企业纷纷通过出口以 

提高销量与利润。但是在行业过剩的经济条件下，化肥企业 

若想成功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品牌将成为有效地手段与工 

具。因此转轨时期的化肥企业应该放弃在国内市场采取 的 

价格战模式 ，转向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 

由于国际市场上已经存在很多的强势品牌，这些品牌将 

会通过“品牌壁垒”对后来的中国化肥品牌进行挤压，排挤 中 

国企业。为了能够使我国的化肥品牌在国际市场成功应对 

与避开强势品牌的竞争，化肥企业在实施品牌国际化战略中 

应该利用品牌经济学中的“对立定理”，通过构建与在为强势 

品牌的品类相对立的品类，即对立品类来避免对与其正面冲 

突。尽管目前我国的化肥企业仍处于转轨时期，国内市场是 

其主要的市场，但是未来中国的化肥企业必将以全球市场为 

舞台，与世界化肥品牌展开激烈的竞争。因此，对于处于转 

轨时期的我国化肥企业来说，必须利用转轨的有利时机，认 

真研究国外强势品牌，确定对立品类，为未来的品牌竞争做 

好准备。 

3 结论 

笔者在回顾品牌战略理论基础上，总结与归纳出可供转 

轨时期我国化肥企业选择的5种基本战略模式：采取品牌延 

伸的单一品牌战略模式、主副品牌组合战略模式、构建品牌 

组合架构的多品牌战略模式、品牌并购战略模式、品牌国际 

化战略模式，并从优点、缺点与使用条件对这五种基本战略 

模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处于转轨时期的我国化肥企业 

来说 ，可以根据自身情况 、发展阶段等，选择适合 自己的品牌 

战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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