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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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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集群具有抱团发展的优势，推进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式发展是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农

民依靠产业脱贫的有效途径。文章基于产业集群视角对振兴山西杂粮产业进行分析、总结，系统探讨山西
杂粮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现实意义、基础条件、发展机遇、存在的短板，最后提出推进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式
发展的战略路径。山西杂粮的优品质、多品种、多功能为山西构建杂粮产业集群提供了基础条件和未来发
展方向，具有很好的政策机遇，但也存在有产品优势而无产业优势、机械化程度低、技术水平滞后和产品
开发滞后等诸多问题。为推进山西农业高质量发展，做强地区特色优势产业，山西杂粮战略重点须转向杂
粮主食厨房和保健功能产品研发，集政府、企业、社会的资金力量，构建山西杂粮产业集群，重点打造龙
头企业，引领和带动山西杂粮产业的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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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杂粮之乡”，被誉为“杂粮王国”。
山西盛产杂粮与地理环境有关系，地处黄土高原
且境内丘陵沟壑遍布，干旱少雨和高原特有的冷

于山西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现实意义。

1

凉气候，物竞天择孕育了众多适应性强的杂粮品

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建设的现实意义
山西杂粮产业适合走集群化发展道路，是因

种。据统计，截止 2020 年底，山西现存杂粮种质

为吻合产业集群要求的产品产地集中、产业具有

种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前列，带动相关从业人

或原材料在生产地域的集中性、能降低交易费用、

资源样本 2 万多份，种植面积在 100 万 hm 以上，
2

员约 400 万人 。
[1]

共性或互补性的特点，这些关联企业具有因产品
扩大规模经济、发挥知识技能快速流动等集聚效

近年来，山西杂粮产业发展，得益于山西省

应[3，4]。山西杂粮产业集群是新型的农业产业组织

委省政府对其重视程度不断加强，在原有资源优

方式，它对促进贫困地区产业脱贫和乡村产业高

势和品种优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品牌意识，提

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升品牌美誉度，杂粮产业发展势头因此逐步向好，

1. 1

这为山西优化粮食供应结构、助力扶贫脱贫、提
[2]

推动山西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
山西集中优势资源扶持壮大杂粮特色产业，

升从业人员收入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山西杂粮

打造以精深加工产品为拳头，涵盖生产、加工、

产业发展也有很大局限性，如以小农户为主的生

流通、科技、旅游、服务等一体的产业集群，有

产经营模式导致种植比较分散，缺乏整体规划，

利于促进杂粮产业深度融合，有利于延长产业链、

并且产品质量难以保证均衡，杂粮精加工较少，

优化供应链、提升价值链，破解产业链条较短、

产业链很短，产品附加值很低。因此，推进杂粮

农业效益低下等关键问题，促进杂粮产业高质量

产业振兴，走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化发展道路，对

发展[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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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持续增收的现实需要

17

荞麦等主粮和杂粮资源优势为依托，重点打造糕

山西开展杂粮产业集群建设，把杂粮企业建
在农村，产供销一体化发展，能把更多的杂粮产

点食品产业集群。
2. 3

杂粮加工产业前景广阔，尤其是杂粮功能食

业收益留在农村，施惠于农民，能够有效提升山
[6]

杂粮产品特性与未来产业的发展相契合

西杂粮产区农业收益，促进农民增收 。同时，把

品的研发，研发杂粮功能主食的适口性和方便性

杂粮特色产业做成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大产业，

提升技术，有助于杂粮全营养利用与高附加值转

有利于巩固脱贫成果，探索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问

化[9]。据研究，杂粮富含食药两用的维生素，具有

题长效机制。

绝好的食补功能，如众所周知的低糖类食品燕麦

1. 3

片，其中内含的蛋白质、矿物质及不饱和脂肪酸

推动山西转型发展的重要抓手
山西培育杂粮产业集群，与现代农业产业园、

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含量均居谷物之首；再如

农业产业强镇等政策一起共同形成推动乡村产业

荞麦，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含量丰富，其中的黄酮

振兴“点、线、面”结合、功能有机衔接的格

类物质——芦丁具有软化血管、降低血脂和胆固

[7]

局 ，这有利于山西调整农业结构、构建更符合山

醇的功能，对预防高血压、心血管疾病也有独特

西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有利于将山西的地

的功效[10]。

理优势、资源优势转换成产业优势和特色农产品

2. 4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历史文化悠久，如面食

优势，从而推动山西产业转型发展。

2
2. 1

杂粮产业集群具有品质优势和发展机遇
具有形成杂粮产业集群的基础条件
山西杂粮的优品质、多品种、多功能为山西

构建杂粮产业集群提供了基础条件。长期以来，
山西杂粮旱作种植多采取与大宗粮食作物轮作倒
茬、粮豆轮作方式，大多数品种抗旱、抗病、抗
逆性强，是山西有机旱作的典型模式，同时有利
于土壤培肥，恢复地力，能够减轻病虫害防控压

文化、黄河根祖文化、大槐树始祖文化、晋商文
化等，这些文化底蕴契合杂粮产业集群构建所需
的文化根植性特点。山西杂粮产业集群有很强的
文化根植性，地方文化色彩浓厚，如晋西北的莜
面、大同的黄糕，应县的苦荞凉粉等，都是享誉
“三晋”的传统美食。

3
3. 1

力，减少地下水汲取，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符
[8]

杂粮产业集群构建的文化根植性

山西杂粮产业集群发展存在诸多短板
山西杂粮种植分散，机械化程度低
山西杂粮种植大多分布在山西各地的偏远山

合农业绿色发展的要求 。

区和丘陵区，这些地区同时也是集中连片的贫困

2. 2

地区，二者重叠度很高。杂粮作为贫困地区的主

政府为杂粮产业集群建立提供了政策优势
为促进山西杂粮产业发展，2012 年山西省委

要农作物，杂粮收益的好坏直接决定着贫困地区

省政府提出山西省杂粮产业振兴工程，2018 年印

人群的收益，并且这些地区土地较为贫瘠，杂粮

发 了 《山 西 省 打 造 优 势 产 业 集 群 2018 年 行 动 计

产量很低。杂粮虽然营养价值高、品质优良，但

划》，行动计划中明确将围绕太行山、吕梁山等六

产量和价格双低的话，就会导致农民种植收益微

大农业区域，发挥杂粮等比较优势，全力培育打

薄，精细化种植的积极性不高，这会造成杂粮因

造杂粮等六大产业集群。支持长治建设太行有机

为生产管理不善而造成的品质下降或产量减少，

小米特优区，扎实推进静乐杂粮、岚县马铃薯等

进一步加剧杂粮种植户的收益降低[11，12]。因此农户

产业园创建。2019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

缺乏杂粮种植积极性，杂粮产量和质量缺乏稳定

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发

性，这是杂粮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最大短板。

展乡村特色产业，积极推动现代农产品加工业的

3. 2

发 展 ， 促 进 农 产 品 加 工 产 业 集 群 。 2020 年 3 月 ，

无产业优势制约杂粮产业集群的构建
尽管山西杂粮品质优良，但限于宣传不到位，

山西省政府下发 《关于加快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

除了个别品牌外，大多山西杂粮在市场上并没有

十大产业集群发展的意见》，提出以小麦、小米、

太大竞争优势，这导致山西杂粮的经济效益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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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精细化管理的积极性不高，更多是顺其自然，

工产品品牌化、杂粮产品精细化、产品市场瞄准

没有成为让农民脱贫致富的优势产业。由于在食

化和消费人群细分化、众多企业的链条化等方面

用上较为复杂，市场占有率和产品附加值较低，

发力。

产品优势没有成为产业优势。

4. 1

3. 3

产业技术水平滞后于加工消费需求

杂粮主食厨房和保健功能产品的研发
山西在过去几十年的粮食生产发展中，为解

从国际农业品牌的竞争来看，实际上是“尖

决粮食安全问题，主抓大宗粮食生产，“重大轻

端”与“特色”的竞争，“尖端”体现于产业技术

小”，对杂粮的重要性和在整个农业生产中的作用

水平，“特色”带有浓重的民族文化。山西不缺文

重视不够，小杂粮没有成为大产业。目前消费者

化，短板在“尖端”的科技创新。山西杂粮产业

对食物多样性、营养性、保健性和安全性的需求

的技术水平滞后体现在科技创新机制不通畅，技

意识日趋增强，绿色、安全的杂粮消费市场日渐

术储备不足，杂粮科技项目少，品种选育落后于

增大，但以山西小米为代表的杂粮仍然没有走向

生产需求，专用品种或特性不能满足加工、消费

全国，此种状况与山西杂粮发展战略不清关系极

的需要。

大。杂粮产业相较于大宗粮食产业，发展起步晚，

3. 4

产业的战略规划要有别于大宗粮食产业的道路，

产品开发滞后影响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延伸
山西杂粮多以原粮或粗加工产品形式出售，

应采取高起点的绿色、营养、保健、特色功能产

多样化、方便化、功能化、营养配方等产品开发

品发展战略。提升杂粮的地位，深度挖掘杂粮保

滞后，产业链条较短，这与山西杂粮产业的产品

健功能价值，将原粮深加工向主食厨房和保健品

研发、销售、推广环节不够深入有很大关系。由

领域进军，在利用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开发传统食

于繁育一个品种需要时间长，推广一个品种不仅

品的风味的同时，借助主粮大船开发混合米、混

时间长，而且风险较大，因此品种更新慢，加之

合面、营养餐、方便餐；利用杂粮中的植物化学

原有品种退化、混杂严重、商品质量下降等，影

物，研究开发高技术含量的杂粮保健功能的产品，

[13]

响了杂粮产业链、价值链的发展 。

实现裂变式生产扩展与增长。

3. 5

4. 2

需地方政府强力推进的系统工程

集政府、企业、社会的资金力量振兴杂粮产业

产业集群建设是个系统工程，现在无论国家

集政府、企业、社会的资金力量，打造山西

层面还是地方政府都已出台了有关方面的指导性

杂粮加工上市龙头企业，加强三个对接引领和带

文件，但政策落地却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需要

动山西杂粮产业全面振兴。企业家是市场的创新

地方政府的强力推进。具体到山西杂粮产业集群，

主体和产业化主要驱动力量，山西杂粮产业集群

无论是从事杂粮生产的农民个体还是加工企业，

式发展，总体上缺少龙头企业的带动，要培育杂

自身都不具备召集和整合能力，这需要政府部门

粮精深加工的龙头企业，将杂粮精深加工产品加

牵头，采用企业联合为主体，集聚生产、加工、

入到未来产业的发展行列中，是打造杂粮产业集

经销等一系列的人员，推行统一标准，打造统一

群的关键环节。龙头的培育可采取“引龙”“育

品牌。

兽”“养雏燕”3 种方式，以建设杂粮产业集群为

4

目标，通过企业的联合和整合，形成以龙头企业

杂粮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思考

为引领、杂粮产业分工细化的杂粮产业集群，各

产业集群建设是现代产业的发展趋势，能显

企业集群术业专攻，抓好产业主导方向的拓展和

著提升系统优势和集体效率，并且能有效提升产

延伸。引入科技创新，使企业集群在设备、资本、

业的价值链和附加值。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竞

产品等方面展现“硬核力”，同时也要重视企业集

争力分为主要决定因素和附加决定因素，主要决

群在管理、信誉、品牌、服务、理念等方面的

定因素包括生产要素、需求要素、相关支撑要素
[14]

“软竞争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和企业自身要素，政府和机遇为附加要素 。山西

要依托“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农户”，成立

杂粮产业集群化发展需杂粮初级产品优质化、加

产业创新联盟，让种植、加工、销售、研发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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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结，做好大数据预警机制，形成利益共享、风
[15]

19

作品牌做大。依据不同杂粮作物的生态适应性和

险共担的产业新格局 。加强科企对接，通过设立

山西省各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合理调整布

研究实验基地，鼓励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

局杂粮生产，选择最适宜种植区，划定道地的、

研究从产品加工性能和要求出发，对整个产业链

正宗的优势区。保证在地理上的集中，要按照作

的技术进行攻关，包括种子、栽培、机械作业、

物生产规律，保护杂粮生产的区域性和特色化，

加工、仓储、品牌运作等等。加强品种培育与加

使之成为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都具有话语权和竞

工对接，通过加强杂粮品种选育，满足加工专用

争力的一个新兴产业，成为全省产业转型和新兴

品种的需要，建立科学家下沉到企业一线机制，

产业发展的一张“名片”[16]。推进“三品一标”认

推进杂粮品种选育与产品精深加工需求对接。加

证，走中、高端产品技术路线，控制原产地规模，

强产品与市场对接，通过开发杂粮大市场，按照

保护好“金字招牌”。

不同的消费人群、不同的消费习惯和不同的消费

4. 5

多措并举激发杂粮产业科技创新动能

地域生产销售适销对路的杂粮产品，从杂粮包装

建立功能食品联合实验室，组建优势产业技

规格、杂粮产品形态、杂粮颜色、杂粮发挥的功

术联盟和公共技术平台，激发杂粮产业科技创新

效等方面细分市场。设立杂粮地方标准，绿色认

新动能。山西杂粮产业化需以科技为先导，广招

证补贴，品牌荣誉补贴。

人才，稳定科研队伍，提高杂粮生产、加工的科

4. 3

技含量，建立杂粮研究中心、杂粮市场交易中心

提升杂粮价值链
山西杂粮产品多、品牌少，普通品牌多、知

和杂粮企业联合会，瞄准和跟上功能食品研发技

名品牌少，缺少品牌中的领军者、市场的开拓者。

术和生产技术发展的国际前沿，与世界著名综合

国内如王老吉凉茶、“千家茶企不敌一家立顿”，

大学或研究机构建立功能食品联合实验室，提高

均是一个品牌红遍全国、红遍全球成功案例。着

我省功能食品研发的技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尽

力推广信息化、数字化和可追溯技术，保护优质

快形成山西杂粮功能食品产业体系。
一是促进由大型企业牵头，联合科研院所、

产品的高附加值；培养区域公共品牌，打造杂粮
产业绿色品牌集群，如 11 个地市打造 11 个专属的

大学、质量安全检测单位等组成山西杂粮产业技

打造 2 个杂粮上市公司等措施，在细分市场上占领

问题，研究制定产业技术路线图，开展品种、产

地域公共品牌，11 个产业集群，集中资金在全省

术创新联盟，解决制约杂粮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

全国制高点。

品评价及杂粮开展技术合作，掌握一批核心关键

4. 4

技术，形成产业标准。二是建立杂粮公共技术平

实现杂粮优质优价
实施适度规模发展的质量优胜战略，防止

台，利用“山西农谷”创新高地、产业高地、人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山西各地市政府在

才高地、开发高地优势，创新机制，实现创新资

引导与宏观布局上要以全国市场着眼，控制与避

源的细化分工与合作衔接，鼓励杂粮企业成立研

免低成本、同质化、无序化竞争。杂粮在产地布

发研究 （院） 所，吸收国家级、省级科技人员下

局、加工园区建设、销售品牌、营销战略等方面

沉到企业一线，采取奖励与企业联合申报专利、

要从全国市场、国际市场着眼，全省一盘棋，规

课题、成果等，推举发明人、宣传发明人、宣传

模发展要遵循质量战略优先的战略原则，把小、

科学家等措施，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运用，提

杂、散变为强、优、特，真正将山西杂粮有机旱

升产业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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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ri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has the advantage of development by clannishness. I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promote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for enhanc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getting rid of poverty of poor farmers in poor area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 this paper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the revitalization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in Shanxi,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ic conditions, developing opportunities and existing weaknesses of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in Shanxi. Finally, the strategic path to promote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in Shanxi was put forward. The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excellent quality, multispiecies and
multi-function of coarse grains provide basic condition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for building the cluster of

coarse grains industry in Shanxi, which had a very good policy opportunity.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still many shortcomings in the cluster development of coarse grain industry in Shanxi, e.g. there was the advantage
of products but no industrial advantage, and low mechanization degree, backward technology level and backward
product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Shanxi agriculture and strengthe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the priority of Shanxi's coarse grain strategy must be shifted to

the R&D of coarse grain staple food kitchen and health care functional products,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gather
the capital power of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society to build Shanxi's coarse grain industry cluster and
focus on building leading enterprises, so as to lead and drive the comprehensive revitalization of Shanxi's coarse
grain industry more quic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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