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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 6 省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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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130118）

［目的］ 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是用来衡量区域农业产业发展规模的一项指标。通过对东部 6 省特

色农业产业集聚度进行研究，寻找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区位优势，并对特色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理论指

导。［方法］ 文章以东部六省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度为研究对象，选取 2010—2017 年相关数据，通过空间基

尼系数和区位熵值指数测算法，分别从聚集综合得分、农业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层面对东部六
省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进行比较分析，寻找东部 6 省特色农业产业集聚差异所在。［结果］（1） 因各省拥有

不同的区域特征、经济水平和农业资源导致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其中，
山东省特色农业产业聚集水平最高，依次是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2） 东部 6 省的
特色农业产业对各省贡献程度不同，对各自省份的经济增长、第一产业值的带动效应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

级所起到的作用存在差异，而其共性特征便是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均随着各项措施的深入，不
断朝向更高的聚集程度、更大的产业规模化前进。［结论］ 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尚存在区域性差
异性，为实现其产业的集聚度提高和可持续高效发展，建议加强相关政策支持、资金投入以及技术指导的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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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色农业是指某一地域自身依靠其独特的区位特征、地理环境、特色资源等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

作物产品[1]，结合现代农业发展技术将其转化为具有其地方韵味的特色产品。特色农业的关键之点就在于
“特”，是指能够区别于其他地域而与众不同的特色农作物产品[2]。特色农业产业种类丰富，如中药材、水
产业、茶叶、果蔬等，市场需求量充足，因此发展特色农业对于打造地域产业知名度，提高市场份额具
有重要意义[3]。东部 6 省地理位置优越并存在一定的区位差异性，气候环境、自然资源、土壤条件等各具

不同，因此其特色农业也有着明显的差异性，如山东以烟台苹果为主的水果产业、蔬菜产业、食用菌产
业以及茶叶和中药材产业[4]；江苏省的特色水产养殖业、水稻等产业[5]；浙江省的果蔬业、中药材等；福
建省的武夷山茶叶、永春芦柑等；安徽省的六安市六安瓜片、合肥龙虾等；江西省的泰和乌鸡等。总之，
东部 6 省各区域的特色农业产业各具鲜明色彩，具有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只有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达
成一定的产业聚集效应，才能更好地促进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周奕[6]表示集聚是指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所形成的一种聚合或集中，是经
济活动参与者 （企业、个人等） 为了获取某些优势条件或利益而向特定区域聚集的过程。王亦龙[7]认为产
业集聚是指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相关产业向某个特定地域的集中与聚合，是产业生产要素在空间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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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汇聚的过程。集聚可以提高生产者或者是整个产业的生产率 （这种集聚效应被称为集聚经济），正是
由于集聚的这一重要经济特征才导致当前全球经济活动空间不均衡现象成为常态。
当前空间集聚特征最为明显的集中于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中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虽学
界对其有着较多研究，但大量集中于制造业及服务业。“三农”（即农业、农村、农民） 问题，长期都是
中国经济社会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多年关注“三农”问题。现有的集聚理论已经
表明，制造业、服务业以及城市利用集聚经济特征取得极大的发展，那么农业能否产生集聚经济效应并
带动农村发展，从而达到与其他产业同样的效果呢？关于农业产业集聚的实践方面，国外出现得较早并
涌现出一些较为成功的案例，如美国玉米产业带、荷兰花卉产业、智利苹果业等。与其他产业集聚发展
相比，尽管中国农业产业集聚发展较晚，但也涌现了如山东金乡大蒜产业集聚区等比较成功的农业集聚
区。但是各地之间的农业产业集聚区相比却存在相对明显的差距。然而当前对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多侧重
于第二三产业，针对第一产业即农业产业相关的集聚度分析则相对较少。对于农业产业的集聚度研究，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此均有阐述自己的观点。杨利[8]通过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农业产业集聚研究后认为农业产
业的集聚形成机制中自然资源起着基础性作用。程琳琳[9]则认为传统的知识溢出性、集聚外部性以及投入
产出的关联性对农业产业的集聚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柯丽菲[10]认为历史与文化因素对农业产业的集聚具
有重要意义。关于农业产业的集聚所产生的效应，学界对此也持有不同观点。张哲晰[11]认为农业产业形成
一定的聚集形态之后将会产生一定的规模效应，对农民收入的提升具有一定影响，并扩大农民的就业范
围，最终促进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年猛[12]则认为农业产业形成一定的集聚之后能够在微观层面上将主体
的创新行为激发出来，从而增强产业的资本吸引力，带动起更好的发展，从而提升农业产业的区域竞争
力。总之，农业产业的集聚及其形成效应会对该产业的发展及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带动效应，但由
于区域之间的差异性会导致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集聚效应有所差别，对区域经济增长也会产生不同的推
力[13]。只有通过对区域的产业集聚对比分析，寻找其发展差异所在，才能更好地促进各地区农业产业的更
好发展。但是纵观当前学界研究，对于不同区域的农业产业集聚比较研究尚为缺乏，且学界对农业产业
的相关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仍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空间。因此，文章以农业产业集聚研究为出发点，以东
北 6 省为研究对象，通过模型构建对其农业产业集聚度测量对比分析，寻找其发展存在的差异，以期提出
更好的发展建议，对农业产业集聚的后期发展提供理论性指导。

1
1.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1

研究方法
指标体系构建
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首先必须要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农业产业与经济二者是紧

密联系、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关系，一定程度的农业产业规模可以为产业的长期发展和地区的经济增长
提供巨大的推力[14]，而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可以为地区的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实现产业规模化效应与聚
集效应产生一定的影响力。其次，农业产业化的产业集聚过程中，需要一些基础条件和载体来加速农产
业集聚的形成[15]。因此，现代优越的地理条件，便利的交通、良好的网络渠道、发达的科学技术水平及配
套的基础设施都直接影响农业产业集聚的形成。因此，该文在搜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参考魏臻[16]的福建

省金融集聚水平评价——基于华东 6 省的比较分析及相关产业集聚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具体
参考张洪潮[17]的煤炭产业聚集度与可持续发展的协调关系研究、李慧娟[18]的中日服务业集聚程度比较、刘

春芝[19]的辽吉黑与江浙沪 6 省市制造业集聚水平比较分析、杨洪焦[20]的中国制造业集聚度的变动趋势及其

影响研究、王丽颖[21]的中国工业集聚的区域比较分析等，研究其不同产业集聚水平分析的指标体系构建，
综合特色农业产业特点，选取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指标选取与构建，对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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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研究方法

（1） 空间基尼系数。空间基尼系数是基尼对
[22]

洛伦兹曲线进行数量分析所得出的 ，空间基尼

特色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农业产业规模指标

农业产业规划值
经济规模指标

用该法进行某产业的聚集测度，公式为：

6

农业产业财政值收入

（1）

农产业投资值
社会销售品销售总额

式 （1） 中，G 值代表基尼系数，P 值表示某
表示地区就业人数与全国就业人数之比。

GDP 指标值

农民人均收入

m

一区域的产业从业数与全国该产业从业数之比，C

5

农业产业亩产值

进行测度的而该系数用于产业空间分布的测量则

k=1

农产业增加值
农业产业收入额

要意义[23]，该系数主要是为了对收入分配的公平

G = ∑( P - C )2

指标量值

农业产业年产值

系数对于产业的空间测度和聚集水平分析具有重

是首次于 1986 年进行的之后学界越来越多学者运

二级指标

第一产业增加值
农业产业基础设施指标

（2） 区位熵法。区位熵法是一种为测量某一
特定区域产业专业化水平的方法，对特定区域产
[24]

交通运输设施
播种设施
收割设施
销售渠道

业聚集度的度量具有较好的衡量效果 。该研究

科技产品

中主要通过区位熵法对特色农业产业集聚程度进

灌溉设施

行计算分析，比较东部 6 省各指标的情况，判断
其产业发展程度。公式为：
a i /a t
Q=
A i /A t

7

作物管理设施

（2）

式 （2） 中，Q 值表示区位熵值，其取值大于 0，取值大于 1 则表示区域内产业的具有一定优势，取值

越大，优势越大。ai 值表示地区特定产业从业职工人数，at 表示地区总就业职工人数，Ai 值表示区域内产
业从业部门职工人数，At 表示领域内总就业职工人数。
1.2

数据来源

该文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东部 6 省统计年鉴，部分来源于政府官网及东部 6 省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公

报等。

2
2.1

结果与分析
东部 6 省区位熵分析

东部 6 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省份，其农业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社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当前，随着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其传统方式的农业发展开始逐渐依托其
特有的地域资源等不断转型升级。因此，当前社会经济背景下，其各省的第一产业发展逐渐转向以发展
特色农业产业为主[25]。受产业发展规模化和聚集化因素的影响，当前各省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不断实现资
源产业聚集，形成特色的产业片区规模化发展，但受到不同省内政策方针和具体实际情况的差异化影响，
其产业规模聚集效应也不尽相同并且存在一定的差异。通过前文中所阐述的模型，结合其具体数据加以
计算，得出各省近年来特色农业产业区位熵，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所得数值是根据区位熵法，结合东部 6 省具体数据加以计算，得出 2010—2017 年东部 6 省 （山

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 区位熵值。如前文所言，区位熵值大于 1，表示该区的农业产业聚

集效果较好，且区位熵值越大，其产业聚集度越好。如表 2 所示，东部 6 省近年来特色农业产业区位熵值

均大于 1，即说明在近年来随着农业政策的具体化和深入化，各省的农业产业聚集度均朝着较好的方向发
展，但也明显存在着发展差异，且各自的发展趋势和程度也有所不同。2010—2012 年东部 6 省的区位熵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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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较小，差值均不超过 1 个单位值，说明在该阶段，东部 6 省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几乎尚处于同一阶
段，产业所形成的聚集效应并没有明显的差异；2013—2017 年东部 6 省之间的特色农业产业差异化逐渐扩
大，差值逐渐超过 1 个标准值，甚至超过 2 个标准值，说明随着特色农业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各省自身的

独特优异性日益彰显且其各自差异化政策的推动下，具有较好独特条件的省份不断推进特色农业产业的
聚集，而另外一些省份的发展则发展速度相当缓慢，其聚集程度略低。另外，近年来各省的特色农业产
业的增速也不尽相同。如图 1 所示，2010—2017 年东部 6 省的区位熵值之间的差异性更为明显。从图 1 中

可以看出，前 3 年时间内，东部 6 省直接的特色农业产业区位熵并无太大差距，2012 年开始，明显可见山

东省的区位熵值要高于其他省份，说明这一阶段，山东省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效果和发展速度明显较好，
既与其所拥有的特色农业资源相关，也与省内各项农业产业的发展政策大力支持相关。这一阶段，其余
省份也存在一定差距，且其增幅也存在不同。2013—2015 年浙江省增幅明显存较大变化，2013—2014 年

增幅较低且低于其余各省份，2014—2015 年其增幅加快且大于其余省份，表明 2014 年浙江省开始重视特

色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并加大了政策支持力度，其后的发展中也有着进一步的提升。2013—2014 年江苏、
安徽、江西、福建 4 省的区位熵值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且区位熵值差较小，说明这一阶段，该 4 省对于特

色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进程相当，无论是支持力度还是推动方式均存在较多相同之处，也进一步说明

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虽存在区域间的差异，但其发展特征依然有着较多相同之处。从 2014 年之后，该 4
省的发展差异则逐渐凸显出来，并且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表明在 2014—2017 年，4 省对于其特色农业产
业的发展推力的差异日渐明显，既存在政策上的因素，也存在地域资源间的影响。

总之，通过表 2 及图 1 对东部 6 省各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区位熵值的差异分析可知，山东、江苏、安徽、

福建、江西、浙江等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程度存在相对明显的差异，并且因其各自省份自身所拥

有的特色农业资源、经济形势、区位特征等的不同，导致其各自的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发挥着不同
程度的带动作用，对于各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贡献作用。只有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寻找其差异化
作用，才能更好地认识不同区域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效应及影响因素，对后续的发展才能具有较好的指
导意义。
表2
区域
山东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2.2

2010—2017 年东部 6 省各地区特色农业产业区位熵

2010

2011

2012

5.33

5.97

7.89

5.46
6.16
5.29
5.99
5.49

7.43
7.56
6.46
7.01
6.79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8.49

10.53

11.64

12.64

13.65

14.98

8.19

8.76

9.19

11.76

13.46

14.09

8.03
7.89
8.01

9.16

10.23

9.01

10.03

9.13

9.95

8.94

9.89

11.56
11.98
10.67
11.06

12.06
13.01
12.46
12.47

13.86
13.99
12.89
13.05

东部 6 省指标值及排名分析

东部 6 省的指标值是以表 1 所建立的指标评价体系为基础，结合东部 6 省各项指标数据综合计算得分

而来，并以此进行各省的得分排名。如表 3 所示，主要从不同层面进行计算得分以及排名，主要包括聚集

综合得分、农业产业规模得分经济规模得分和基础设施得分方面。综合得分项，东部 6 省的得分第一名和

最后一名分别是山东省和江西省，表明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程度过程中，山东省的特色农业产业

聚集效应最高，农业产业的规模化更为明显，而江西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最低，其特色农业产业的
规模化程度最低，可见山东省依托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平台、实施高效特色农业产业储备项目对于其
省内特色农业发展具有重要促进意义，帮助农民实现脱贫致富、提高整体的农民积极性，进而实现了可
持续性高效发展。另外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分别排名为第二至第五名；农业产业规模得分

项，山东省得分最高，为 100 分，最低值为福建省，分值为 80.7 426 分，其余得分值高低依次是安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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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江苏省、江西省、福建省，说明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规模指标与区域的地理要素和农业资源相
关度较高；经济规模得分项得分最高省份为浙江省，最低值省份为江西省，其余得分值高低依次是山东
省、江苏省、福建省、安徽省。说明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的经济规模指标与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有着明显
的关系，浙江省相对而言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科技和资金支持的投入力度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地
域的特色农业产业实现规模化、集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基础设施得分项得分最高省份为山东
省，分值为 100 分，最低值省份为江西省，其余得分值高低依次是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通

过表 3 数据显示可知，当前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综合程度山东省发展较好，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

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对山东省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拉动效应，同时，也表明地区特色农业产业
的聚集还受到较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地域特征、区域农业要素、经济产业规模、地域基础设施等众多
因素的影响。当然，通过各项指标的得分项显示，地区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效应之间依然存在较多的同
一性，如其规模化的发展均会从单一分散的小产业生产向规模化演变，这其中，政策的因素、交通运输、
农产品销售渠道、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等众多因素均会对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产生巨大影响力，并且不受
地域差异的限制。
表3
省份

综合得分

排名

山东

66.4

1

59.4

2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福建

51.7
56.7
47.1
49.3

东部 6 省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综合得分和一级指标得分排名
农业产业规模得分

排名

经济规模得分

排名

100

1

94.1

2

87.1

3

100

1

4

84.1

3

91.4

6
5

81.0
80.7

4

94.1

2

88.4

6

90.1

5

85.0

基础设施得分

排名

100

1

95.0

2

3

94.1

5

95.0

6
4

81.0
89.1

4
3
6
5

总之，通过表示数据分析可知，当前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各自省

份的经济增长、第一产业值的带动效应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所起到的作用各有不同，但其共性特征便
是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均随着各项措施的深入，不断朝向更高的聚集程度、更大的产业规模化
前进，并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3

结论与讨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快速平稳增长，以新经济为要求，实现供

给侧性改革，就必须大力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实现农业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依托地域特色农业产业资源
实现农业产业的聚集，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该研究通过对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度进行分析，运

用区位熵法对 2010—2017 年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变化进行分析，并构建特色农业产业集聚水平评价指标
体系，从农业产业规模、经济规模和基础设施等三个方面进行数量分析，以此确定当前东部 6 省特色农业产

业的聚集水平。为今后我国特色农业产业的聚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该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程度存在相对明显的差异，其中，山东省特色农业产业聚集水平最

高，依次是浙江省、安徽省、江苏省、福建省、江西省并且因其各自省份自身所拥有的特色农业资源、
经济形势、区位特征以及不同力度的政策之间的不同，导致其各自的特色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发挥着不
同程度的带动作用，对于各省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贡献作用。

（2） 当前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尚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对各自省份的经济增长、第一产业值

的带动效应及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所起到的作用各有不同，但其共性特征便是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聚集

度均随着各项措施的深入，不断朝向更高的聚集程度、更大的产业规模化前进，并将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因此，通过对东部 6 省的特色农业产业分析比较可知，不同地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各具不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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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实现其可持续性高效发展，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加强产业间的集聚效应，都需要采取大量措施加
以引导。其中，支持政策和发展规划尤为重要，既包括产业发展的规划，也包含产业产地规模的规划，
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特色农业的技术指导、资金投入，也将对其实现产业集聚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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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IAL INDUSTRY OF SIX PROVINCES IN EASTERN CHINA *
Ren Yushuang，Wang Yuji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Jilin JianZhu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118, Jilin, China)

Abstract

The concent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is an indicator used to measure the scale of

regional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oncent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of six provinces in eastern China, this paper aims to find the regional advantages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Based on the relevant data from 2010 to 2017, this paper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six eastern provinc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mprehensive score, agricultural industry scale, economic scale and infrastructure by using spatial Gini 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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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location entropy index, and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in the six

eastern provinc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economic levels and
agricultural resources, there we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six eastern provinces. Among them, Shandong province had the highest agglomeration

level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followed by Zhejiang , Anhui, Jiangsu, Fujian and Jiangxi . (2) The

contribution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of the six eastern provinces to each province was different,
which had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economic growth,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primary industry valu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each province. The common feature was that the
agglomeration degree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of the six Eastern provinces was moving towards a

higher degree of agglomeration with the deepening of various measures and a larger scale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o summary,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al industry of the six

eastern provinc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sustainable and efficient
development, it is suggested to strengthen the relevant policy support, capital investment and technical guidance.
Keywords

six provinces in eastern China；characteristic agriculture；industrial agglomeration；comparative anal⁃

ysis；agricultural industry



·书评·

广东沿海地区美丽乡村的游憩空间规划与发展
——评 《美丽乡村空间环境设计的提升与改造》
在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现任教于江苏省盐城师范
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环境设计专业的刘娜执笔的
《美丽乡村空间环境设计的提升与改造》 一书，正
是以学术态度审视当前美丽乡村人居的环境规划
设计问题，在空间设计理论指导下指明乡村人居
环境提升与改造方向。该书经化学工业出版社于
2021 年 1 月出版发行，对发展乡村旅游具有极高的
参考价值。
全书共 8 个章节。其中，第一章简述了美丽乡
村建设的相关理论；第二章介绍了国内外美丽乡
村环境空间建设的现状；第三章概述了我国休闲
农业规划的原则和项目设计；第四章介绍了乡村
广东省依托旅游资源禀赋，做大做强乡村旅

文化墙、街巷的空间设计和实施；第五章阐述了

游业，其吸引力、重游率极高。尤其是广东省沿

乡村民居建筑设计与改造的整体思路；第六章论

海乡村地理位置优越、气候宜人，呈带状布局的

述了生态美学视角、旅游视角、乡村振兴视角和

海岸线成为当前广东乡村旅游发展的一大特色。

美丽乡村视角下的乡村环境公共空间设计；第七

但总体来看，乡村人居环境状况还存在短板，一

章介绍了 10 种美丽乡村环境设计提升与改造的模

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居民或游客的获得感和幸福

式；第八章概述了乡村环境空间设计实效评价体

感，因此在乡村振兴和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

系。理论性强，且通俗易懂，是一部研究乡村空

广东沿海乡村环境的空间环境设计及问题治理摆

间设计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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