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第１期
２０２０年３月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Ｊｉｎｌ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４，Ｎｏ．１
Ｍａｒ．，２０２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０７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１７３１０９，７１４７３１２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７１８０３０７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

学研究规划基金青年基金项目（１９ＹＪＣ７９０１９０）；金陵科技学院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项目（ｊｉｔ—２０１８１９）
作者简介：赵丹丹（１９９０），女，黑龙江大庆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管理研究。

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１５／ｊ．ｃｎｋｉ．３２１７４５／ｃ．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６

农业生产集聚：影响研究及政策启示
赵丹丹１，李　霜２，马媛媛３

（１．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２．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０；
３．金陵科技学院财务处，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１６９）

摘　要：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提高，对于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利用文献分析法，分析国内外
农业生产集聚现状、演变趋势及影响因素。综述已有文献发现：我国农业生产集聚水平逐年上升，且生产重心发
生改变，表现出从东部、中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经济
增长和非农就业与劳动力价格上涨两个方面；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集聚的影响主要受自然因素和投入要素
的影响；技术进步中现代科技的发展及生产效率的提高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农业生产集
聚的发展呈现复杂的影响和结果。因此关注可能引发当地农业生产与实际需求之间矛盾的因素是发展现代农
业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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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聚”一词最早出现在产业领域，且多指产业
集聚。集聚表现为一个逐步推进的进程，而其从形
成到发展过程中，对当地经济的影响必会出现一个
变化过程，即集聚效应的动态性问题。不同类型、
不同时期的集聚效应会表现出拥塞效应和促进经
济增长的集聚效应，且在不同时期达到不同的均衡
状态［１］。产业集聚是指同一产业在某个特定的地
理区域内高度集中，产业资本要素在空间范围内不
断汇聚。目前，学界对产业领域集聚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人口集聚、经济集聚、产业链集聚等方面；对农
业生产集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集聚现象
的演变及变动趋势、生产集聚水平变动和农业生产
集聚影响因素等方面。

随着工业化、农业专业化服务组织和现代农业
的发展，农业生产集聚、作物集聚、农户联合生产、
区域集聚已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抓手和
发展方向［２３］。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我国农业空间
格局分布上已呈现出生产集聚现象，并有一定的规
律性。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农业空间格局出现了向

某一地区不断集中的趋势［４］。农业生产集聚水平
变动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在宏观层面主要受
国家宏观调控、自然条件、农业资源禀赋、地区经济
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５７］，在微观层面主要受农户
家庭特征、家庭劳动力数量、技术水平、收入水平等
农户行为变化的影响［８］。目前，农业生产集聚已成
为我国农业的重要发展趋势，且重要性逐渐显现。

一、农业生产集聚水平和历史演变趋势
（一）农业生产集聚水平发展趋势
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我国农业生产集聚水平从

０．６５上升到０．６７８，上升了４．１４％。在此期间，虽
出现过小幅度波动，但仍然处于上升趋势。但从不
同农业作物来看，农业生产集聚水平表现出作物间
异质性。首先，劳动密集型作物（如蔬菜等）生产集
聚水平从０．６８２１下降到０．６７７５［９］；而土地密集
型作物（大田作物、粮食作物等）生产集聚水平从
０．５６４９上升到０．５７２４。邓宗兵等运用区位基尼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３４卷

系数、产业集中率、地区平均集聚率和空间相关系
数测算了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我国种植业的地理集聚水
平，结果表明：１９７８—２０１１年我国种植业基尼系数
从０．３９３７上升到０．４１７４，谷物作物从０．３８２４上
升到０．４３８９，薯类从０．５９３０下降到０．４８４３，豆
类从０．６１４０下降到０．５７９，油料作物从０．４７４９
上升到０．５４６３，棉花从０．６９７５下降到０．６６６１，
麻类作物从０．６６４上升到０．７３６５，糖料从０．７６０２
上升到０．８１３３，烟草从０．７０７７上升到０．８３４６，
茶叶从０．７２２１下降到０．６８３３，水果从０．６１９２下
降到０．４６７２，经济作物从０．６６３７上升到０．６７８２，
粮食作物从０．５２９８下降到０．５００８［９］。贾兴梅等
利用基尼系数和区位熵指数分析了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
我国农业集聚水平，结果表明：１９８５—２０１１年，谷
物作物基尼系数从０．４上升至０．４６７，豆类作物依
然保持０．６０２，薯类作物从０．５６１下降到０．４８３，棉
花从０．７０３上升到０．８１９，油料作物从０．４６７上升
到０．５４９，麻类作物从０．６９４上升到０．７５０，甘薯从
０．８０１上升到０．９１４，甜菜从０．７７８上升到０．８８５，
烟叶从０．６６６上升到０．７３１，蚕茧从０．７５２下降到
０．７５０，茶叶从０．８２９下降到０．７１９，水果从０．５３５
下降到０．４６９［１０］。陈甜等利用区位基尼系数、区位
熵指数、产业集中度等测算方法，对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
我国粮食作物种植的分布进行测算，结果表明：粮
食作物基尼系数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３９４０上升到２０１２
年的０．５１２，谷物作物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４３４４上升到
２０１２年的０．５０７４，薯类作物从１９８０年的０．５９１５
上升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５２８３，豆类作物从１９８０年的
０．６３１下降到２０１２年的０．５８３［１１］。肖卫东根据基
尼系数对我国种植业地理集聚程度进行测度后发
现，种植业主要集中于河南、四川、山东、安徽和黑
龙江，且种植业生产集聚水平保持在０．４５１左右，
而粮食作物主要集中在黑龙江、河南、四川、山东、
安徽［１２］。
（二）农业生产集聚历史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得到迅猛发展，
且生产集聚趋势发生改变。粮食作物生产重心向
边缘地区转移，且趋势比较明显［１３１４］。粮食生产
存在明显的省份间高度相关、高度依赖性，即一省
粮食生产规模的扩大会诱发相邻省份粮食生产规
模的缩减，粮食产出具有较高的空间溢出效应。就
不同作物而言，小麦正向北部和中部地区集聚，玉
米等作物则向东北和中部地区集中，而水稻作物则

向东北地区扩展［１５、９］。中国蔬菜的生产布局由“郊
区”向“农区”转移［１６］。对种植业进行深入研究后
发现，东中西三大区域生产集聚水平存在明显的下
降梯度分布特征，并且与种植业生产率表现出同步
下降趋势［１７］。朱启荣利用江苏省２００１—２０１１年
面板数据，运用产业集聚方法中的重心转移法、区
位基尼系数法和莫兰指数法测算了种植业空间集
聚程度，结果表明：江苏省种植业重心快速向西北
方向移动，集聚水平不断增加，苏北、苏中、苏南种
植业集聚程度具有明显的地域梯度特征［１８］。在粮
食作物方面，陈甜等利用专业化指数和基尼系数等
研究方法，对我国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粮食作物时空特
征和生产集聚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
我国粮食作物整体上空间集聚程度较高，但不同作
物地理集聚存在较大差异。同时还发现，粮食作物
的生产集聚趋势表现出从东部、北部逐渐向西部转
移的趋势，薯类作物表现出从东部向西部转移的趋
势，谷物作物表现出向东北地区集中的态势，但东
北地区主要集聚作物仍然是大豆作物［１１］。此外，
从棉花生产集聚情况来看，自１９８０年以来，我国棉
花空间布局表现出从南向北的转移趋势，并逐渐转
移到山东、河北和河南等省份，再由这些地区逐渐
转移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１８］。

二、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集聚水
平的影响
（一）推动区域经济增长

农业产业集聚与农业经济增长具有互相促进
的内在关系［１６、１９］，其还促进农业各部门的经济增
长［１０］，是提高农业区域竞争力的有效手段［２０］。农
业产业集聚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促进作用［１９］，但
不同行业间产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２１］。这是由
于，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鼓励发展农业机械化和农业
自动化，通过农机补贴政策、种植大户补贴等形式
鼓励农业机械化发展［２２］，并不断更新优良品种和
转基因技术，优良品种数的推广促进了粮食单产和
粮食规模的扩大，进而不断提高生产集聚程度［２３］。

随着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社会经济发展成
为农业产业集聚的变动因素，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其作用机制体现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非农就业比例就越高，进而能够更好地盘活土
地流转市场和新型经营主体，进一步促进生产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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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农业现代化［２４］。农业产业
的集聚有利于技术水平的提高。李博伟等以淡水
鱼养殖为例分析生产集聚对农户技术采纳行为的
影响，结果表明：养殖集聚能够促进技术信息的传
播，并且促进技术使用强度的提升［２５］。
（二）非农就业与劳动力价格上涨

随着非农就业水平和劳动力价格的不断提高，
劳动力市场不断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然而，劳动
力的外出并未使粮食作物的种植减少，仍保持现有
种植规模不变，这提高了人均家庭农业劳动力耕地
数量［２６］，人均耕地资源对生产集聚水平的提高具
有显著的促进作用［２７］。此外，比较效益也是影响
生产集聚水平的因素。比较效益的高低直接影响
农业生产种植积极性的高低，进而影响地区生产集
聚水平。替代作物净收益的差异是生产布局变化
的直接原因，资源约束和制度改革也是重要的影响
因素［２８］。顾丽莉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我国各省
（市）粮食生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畜牧业发
展状况、经济效益对粮食生产集聚水平的提升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２３］。朱启荣通过对棉花产业布局
变动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后发现，我国棉
花生产布局变化受比较效益、非农就业的影响
较大［１８］。

三、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集聚水
平的影响
（一）自然因素

农业资源禀赋是影响粮食作物生产集聚的首
要因素，生产集聚地区进一步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又
进一步促进了生产集聚水平的提高。在集聚影响
因素方面，众多研究结果表明，自然因素为我国农
业产业集聚的基础因素［２９］。生产集聚最初的形成
受自然资源（如气候、水资源等）的影响［３０］，而自然
因素中的自然灾害也是影响生产集聚水平的重要
因素之一。黄修杰等基于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我国各
省（市）粮食生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成
灾面积与生产集聚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成灾面积越
大，农户越会种植多样化品种以规避风险［２７］。
（二）投入要素因素

除自然因素外，资本存量、劳动力数量、耕地数
量等对生产集聚均产生影响。实证分析表明，农业
劳动力、化肥使用量、有效灌溉面积、水稻单产、耕

地面积显著影响我国水稻生产空间集聚布局变
动［２６］。孙浦阳等对１９４９年以来粮食生产布局进
行观察后发现，人地矛盾和市场与运输条件是我国
粮食生产布局变化的原因［３０］。而骆亚琳通过对
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有关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粮食单
产、复重指数对粮食作物生产集聚影响尤为显
著［３１］。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地形直
接影响着要素替代程度，对农业技术的使用产生深
远影响。由于农业技术直接影响着粮食作物的连
片作业和生产［２８］，因此，可以说地形对生产集聚产
生负面影响。

四、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
影响
（一）现代科技推动农业生产聚集发展

农业技术进步给农业带来了深刻变革，同时也
对粮食变迁、生产集聚带来了深远影响［１８］。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劳动力大量外出，土地流转
变革不断深化，而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缓解了农业
劳动力大量外出对农业生产的冲击［３２］。技术进步
推进了农业规模化生产，其中，科技进步和市场需
求是影响生产集聚的重要因素［３］。Ｃｏｌｉｎ等通过对
棉花产业布局变动影响因素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
发现，技术进步是影响棉花产业集聚的主要因素之
一［５］。现代科技水平的提高，不仅有利于农业产业
集聚的形成，而且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品
牌知名度、共享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等途径来实现
农业规模经济［３３］。生产集聚化和连片化迅速推
进，农业项目区建设、优势特色农产品产业带建设
等将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方式［３４］。
（二）提高生产效率

在产业领域，产业集聚带来的拥堵效应和集聚
效应在不同时期可能处于不同的均衡状态，集聚初
期的拥堵效应占主导地位不利于经济发展，而之后
促进劳动生产效率提升的集聚效应逐步占据主导
地位［３０］。Ｃｉｃｃｏｎｅ对产业集聚对地区生产效率的
影响进行了分析，并用就业密度作为产业集聚的代
理变量，研究结果显示：就业密度每上升１００％，地
区劳动生产率会提高４．５％［３５］。在农业领域中，种
植业集聚对种植业产业增长具有促进作用［９］，生产
集聚与省域经济发展水平相互依赖［３６］。例如，骆
亚琳探讨了花木产业集群对农机发展的影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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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花木产业的集聚年产值与ＧＤＰ、农民人均收
入具有显著的相关性［３１］；卫龙宝等利用空间基尼
系数和区位熵指数对广东省农产品区域布局与农
业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业
产业集聚度与区域农业经济增长之间互相促进、强
化且互相依存［３７］。

五、研究述评
本文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对农业生产

集聚现象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综述已有文献，多
数学者的研究聚焦于农业生产集聚的现状、历史变
迁、农业生产集聚制约因素等方面，并在此基础上
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
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以及技
术进步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综合现有研
究成果发现：我国农业生产集聚现状中农业生产集
聚水平逐年上升，且生产重心发生改变，表现出从
东部、中部向西部转移的趋势；社会经济发展中，区
域经济增长和非农就业与劳动力价格对农业生产
集聚水平产生影响；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集聚
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自然因素和投入要素的影响；
技术进步中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
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具有促进作用。

就研究本身而言，当前大多数有关农业生产集
聚的研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都基本为定性研究，主
要利用测算方法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进行测算，利
用描述性分析方法来获得研究结论。因此，建议融
入定量分析方法，用以准确评估农业生产集聚的影
响及动态变化趋势；同时可以借助ＧＩＳ技术和空
间利用计量模型为农业生产集聚影响因素的动态
变化特征提供基本信息。

就研究结果而言，社会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集
聚水平的影响、农业资源禀赋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
的影响和技术进步对农业生产集聚水平的影响是
复杂多样的。农业生产集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农
业现代化、科技化发展。因此，尽管目前农业发展
过程中还仍然存在各种问题，但并不是说我国现代
农业不能实现快速发展。因此，要正确认识农村土
地三权分置与农户权益保护之间的动态关系，重视
农户作为微观主体的重要作用，对农业现代化发展
进行科学规划、可持续管理与评估，从而保障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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