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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下绿肥产业持续发展的 SW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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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发展的第一要务，尤其在当前我国耕地肥力退化的情形下，探

究绿肥产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开展乡村振兴战略下绿肥产业持续发展的
SWOT 分析与路径研究，以期为广西绿肥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该文阐述了广西绿肥发展现状与典

型种植模式，并运用 SWOT 分析法剖析了广西绿肥产业存在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与挑战，探

讨广西绿肥产业发展路径。［结果］ 分析发现，广西绿肥产业有着地理与空间资源、种植基础与栽培技术方
面的优势，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产业基础薄弱的劣势，面临着政府政策支持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及
绿肥增值增效潜力挖掘与绿肥产业价值链亟需开发的挑战。［结论］ 广西绿肥产业应在增长型战略的基础上
以扭转型战略和多种经营战略为核心，兼顾防御型战略，强化绿肥种植保障机制、科学统筹机制、经营模
式转变机制，“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完善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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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在绿肥栽培和利用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农耕文化。自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代始，经历了

锄草肥田和养草肥田的绿肥萌芽阶段，汉武帝时期的栽培绿肥应用阶段，魏、晋、南北朝时的绿肥学科
初建阶段，唐宋元明清的快速发展阶段[1]和新中国成立后现代绿肥学科与产业体系建设阶段。自 1949 年以
来，我国绿肥生产经历了 60 多年的沉浮，20 世纪 50 年代全国绿肥种植面积约 170 万 hm2，60 年代绿肥生

产进入快速发展期，70 年代进入高峰期，至 1976 年全国种植面积达 1 300 万 hm2。但随着农村体制改革、
复种指数提高及化肥工业的迅猛发展，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绿肥应用进入衰退期，种植面积跌
至 200 万 hm2[2]。当前，在农业绿色发展和耕地肥力退化的双重影响下，绿肥再次备受关注。绿肥作为轮

作休耕、耕地质量提升、化学肥料减施的重要技术手段，在消减南方冬闲稻田、西南冬闲旱地、西北秋
闲田、华北冬闲田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其种植面积也逐渐恢复至 400 万 hm2。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创造性地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更是为新形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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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机遇和政策保障。曾福生等[3]指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
经营体系，实施质量兴农促持续，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选择。绿肥作为我国传统农业的精华，既
是现代农业绿色增产的关键所在，也是美化田园、发展休闲农业，保障农产品提质增效，进而实现农户
增收脱贫的有效途径。尤其是 2017 年原农业部将绿肥纳入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之内，绿肥体系围绕遗

传育种、栽培与土肥、病虫害防控、生产机械化、产品加工和产业经济等产业链条，破解限制绿肥生产
的瓶颈问题，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因此，如何以绿肥产业，推动农业绿色发展，带动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助力乡村振兴是当前绿肥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在绿肥种质资源方面，前人开展了绿肥品种筛选[4-6]与有机肥评价[7-9]，明确了绿肥的还田腐解特征与
养分释放特性[10-12]；在绿肥培肥效应方面，前人在绿肥提高土壤肥力[13-15]，改善微生物群落结构[16-18]、提
升农作物品质[19-21]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在绿肥病虫害研究方面，江幸福等[22]总结了绿肥害虫发生与防控现
状，杨光等[23]研究了绿肥病害防控措施；在绿肥机械化研究方面，吴惠昌等[24]阐述了我国绿肥生产机械化
现状；在绿肥增值增效方面，王建红等[25]分析了绿肥菜用价值，张泽煌等[26]探讨了绿肥观光模式，李福夺

等[27] 核算了绿肥的生态服务价值；在绿肥产业发展方面，曹卫东等[2, 28] 回顾了我国 60 年的绿肥科研成就，
展望了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产业发展对策。但以往研究中较少从经济管理学角度对绿肥发展现状及现
有价值进行系统性分析。SWOT 分析方法作为一种态势研究法，可找出影响对象的关键因素，有利于制定
科学的发展战略[29, 30]。为此，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发展契机，文章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开展绿肥产业持

续发展的 SWOT 分析与路径研究，阐述了广西绿肥发展现状和典型种植模式，剖析了当前广西绿肥产业存
在的优势、劣势，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创新性提出绿肥种植保障机制、科学统筹机制、经营模式转变
机制，“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等发展路径，以期为广西绿肥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

1

广西绿肥发展现状
针对广西绿肥发展现状，该文主要从绿肥的种植面积和品种两方面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究。就绿肥种

植面积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绿肥种植面积变化趋势见图 1。自 20 世纪 50 年代，广西开始引进、推
广、种植绿肥，至 60 年代绿肥迅速发展，并于 70 年代达到鼎盛时期，其中 1972 年出现第一次高峰，种植

面积达到 67.2 万 hm2。然而，1975—1987 年广西绿肥种植面积大滑坡，平均种植面积为 22.3 万 hm2，尤其

于 1987 年跌至 11.5 万 hm2。到 80 年代后期，由于中低产田改良的广泛开展，绿肥生产重新引起重视，
1988—1998 年绿肥平均种植面积为 48.8 万 hm2，其中 1991 年出现第二次高峰，种植面积为 66.9 万 hm2。但

是，随着肥料技术的发展，90 年代末期至今，化肥成为主导肥源而绿肥生产进入萧条期，到 2013 年广西

绿肥种植面积跌至 16.9 万 hm2。近年来，广西各级部门的重视为绿肥的生产发展带来了生机，2017 年广西

绿肥面积已得到恢复性的生产，面积达 28.6 万 hm2。在绿肥品种方面，结合广西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农作物
发展情况，当前广西绿肥品种主要以专用绿肥紫云英、苕子、茹菜及兼用绿肥油菜、蚕豌豆、黑麦草为
主，其绿肥品种种植面积由大至小依次为油菜、紫云英、苕子、蚕豌豆、茹菜、黑麦草 （图 2）。

2

广西绿肥种植应用模式
兼顾广西自然条件和经济效益，广西绿肥种植模式主要以稻田绿肥轮作和果茶园绿肥种植模式为主。

通过绿肥轮作或间套作，以绿肥培肥地力和供给养分的方式，辅助主粮作物、果茶业的健康发展。
2.1

稻田绿肥轮作模式
稻田复种轮作是指在同一田地上，以水稻为中心形成的一套包括旱作作物在内的种植制度[31]。充分利

用冬闲田轮作绿肥是培肥地力、降低生产成本，保证南方红壤生态系统健康持续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
广西农业稳定发展的重要途径[32-33]。广西作为南方的双季稻主产区，其绿肥轮作以水稻为主，并兼顾红
薯、豆类等经济作物，形成了“早稻—晚稻—绿肥”“早稻—红薯—绿肥” “早稻—黄豆—绿肥”等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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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2017 年广西绿肥种植面积

模式。马艳芹等[34, 35] 针对广西灵川县调查

发现，该县有 11.67% 的农户冬季种植紫

云英，早稻—晚稻—紫云英种植模式是灵
川县主要耕作类型之一；杨滨娟等[36] 指出
早稻—晚稻—紫云英的生态经济效益优于
早稻—晚稻—冬闲；高菊生等[37, 38] 研究表
明，长期早稻—晚稻—绿肥轮作与早稻—
晚稻—冬闲相比，绿肥还田不仅能显著增
加土壤有机质，提高土壤全氮、碱解氮含
量, 加速土壤矿化，促进水稻增产，同时
降低田间杂草密度，减少早稻期间田间杂

图2

2017 年广西绿肥品种种植面积

草的种类。广西每年近 60 万 hm2 冬闲田面积[39]，适宜发展稻田绿肥轮作模式。如桂林市灌阳县黄关镇联德

村作为紫云英传统种植区，采用绿肥混播、以磷增氮、稻草覆盖等方式，其绿肥鲜草产量约 6 万 kg/hm2，
后期水稻化肥减施 10%~20%，其“绿肥+超级稻+再生稻”的模式，实现了水稻总产超过 1 500kg“吨半
粮”的目标。
2.2

果茶园绿肥种植模式
果茶园绿肥种植模式是指利用果茶树行间空地种植绿肥，形成“土壤—果树+绿肥—大气”水热交换

模式，以截获更多光能，用于光合作用，增加碳同化，促进果茶树的物质积累，提高果茶品质[40]。果茶园
行间绿肥有利于改善土壤物理特性，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从而调控土壤肥力[41-44]；在坡耕或山地果茶
园，绿肥有利于加强土壤蓄水保水能力，提高土壤抗蚀、抗冲能力，防治水土流失[45-46]；合理套种绿肥抑
制杂草[47]、改善果茶园小气候，增强漫射光，起到夏季降温、冬季保温，稳定果园湿热环境的作用[48-49]；
果茶园立体种养，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50]。目前，广西积极发展果园冬种绿肥—春季鲜草覆盖—夏季枯草
覆盖—秋季自然生发的生态循环模式，推进“绿肥进园”“绿肥上山”以改善果茶园生态环境。广西柑

橘、芒果、荔枝、龙眼、茶叶等资源丰富，2018 年种植面积分别为 38.8 万 hm2、10.1 万 hm2、16.2 万 hm2、
9.8 万 hm2、8.2 万 hm2，果茶园行间空地的 30%~50% 可种植覆盖性绿肥[28]，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如广西

南宁市义平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该基地为坡地果园，坡度 10°~30°，面积 35hm2，自 2016 年建园以来通
过在柑橘行间种植苕子以保持水土、抑制杂草、减施化肥，年节约肥料及人工除草费约 1.71 万元/hm2。

3

广西绿肥产业发展 SWOT 分析
为了更好地推动产业兴旺的实施，该文在研究广西绿肥发展现状和主要种植模式的基础上，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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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法系统剖析当前广西绿肥产业的优势、劣势、机遇与挑战，为今后广西绿肥产业持续发展提供
坚定的基础。
3.1

3.1.1

Strengths——优势
地理与空间资源优势

广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光、水资源丰富，每年 10 月至次年 3 月，月平均气温为 11~26℃，

而年最冷月气温为 8~13℃，为紫云英、苕子、茹菜、油菜等绿肥作物的生长提供了适宜的环境；且雨量

充沛，冬季降雨量一般为 40~280mm，占全年降雨量的 4%~14%，有利于绿肥满足怕旱忌渍的生长要求。
广西主粮作物以水稻为主，且水果产业较为丰富，这为绿肥种植提供了有利的发展空间。此外，绿肥种
植季节集中在冬季的 10 月至次年 3 月，这段时间不与主粮作物争季节、争劳力。
3.1.2

种植基础与栽培技术优势

广西绿肥种植历史久远，特别是桂北地区一直保持冬种绿肥的习惯，积累了丰富的种植经验[29]。并

且，当地相关科研部门提供了技术支持，尤其广西农业科学院长期以来注重绿肥产业的发展。广西农业
科学院自 20 世纪 60 年代引进、选育和推广优良绿肥品种，到 70 年代集成了桂南冬季绿肥栽培技术，并获

1978 年度广西科学大会优秀科技成果奖，在 80 年代参与完成中国绿肥区划，获 1984 年度农牧渔业部技术
改进奖二等奖，且选育的紫云英新良种萍宁 3 号、萍宁 72 号和苕子新良种“藤湖苕”分别获 1990 年和

1991 年广西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近年来，广西农业科学院及其他各级农业部门积极探索绿肥生产综合利
用技术，推广应用稻田免耕栽培技术、高留茬稻草—绿肥协同利用技术、绿肥混播技术、果茶园绿肥轻
简栽培技术、经济作物间套种绿肥技术等，并大力发展肥粮兼用、肥油兼用、肥饲兼用、肥菜兼用、肥
赏兼用、肥蜜兼用的绿肥兼用模式，拓宽绿肥应用的综合价值。
3.2

3.2.1

Weaknesses——劣势
地区发展不平衡
长期以来，广西绿肥种植主要集中在桂北、桂西北的桂林、河池、百色等地，其他地方相对较少，

导致全区绿肥生产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2017 年作为传统种植区的桂林市绿肥种植面积最大，为 7.5 万

hm2；其次是桂西北的河池，面积为 4.1 万 hm2，百色面积为 3.3 万 hm2，3 市种植面积占全区的 52%。而位
于热带季风区的钦州、北海、防城港等北部湾沿海区绿肥种植面积较小，面积分别为 0.6 万 hm2、0.25 万

hm2、0.08 万 hm2，仅占全区的 3.3% （图 3）。在绿肥示范样板基地方面，桂林市示范样板基地最多，有 62
个，示范面积 2 300.7hm2；钦州、北海及防城港示范样板样板分别为 19 个、4 个、10 个，示范面积分别为
286.7hm2、116.7hm2、100hm2 （图 4）。因此，广西绿肥传统种植区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其传
统种植区的辐射作用亟需提高，以便实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实现广西各地绿肥的协调发展。
3.2.2

产业基础薄弱
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内，绿肥研究停滞、绿肥生产滑坡[2]，导致科研人才流失、绿肥种质资源混杂、

品种退化，绿肥播种、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控、翻压利用、后茬作物养分运筹等技术体系不完善，机械
播种、开沟、翻压一体化欠缺，绿肥生态价值未被挖掘，功能产品开发几乎空白，绿肥产业链未形成。
广西双季稻区种植绿肥，多数不能留种，市场用种以外调为主。由于绿肥品种审定或备案途径缺乏，造
成市场品种杂乱，远距离调种，区域适应性差，品质监控欠缺、成本增高，制约了广西绿肥生产的发展。
此外，栽培技术体系和农户认知水平的相对落后，导致农户“重播轻管”的现象，进而造成绿肥作物自
生自灭，影响鲜草产量；广西坡耕地较多，机械化程度较低，也影响了果茶园绿肥的推广。
3.3

3.3.1

Opportunities——机遇
政府政策支持
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为绿肥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支撑和发展动力。2013 年广西壮族自治

区农业厅发布了 《发展绿肥生产，促进美丽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同年，时任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危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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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广西各地市绿肥种植面积

2017 年广西各地市绿肥示范样板个数及面积

在 《广西日报》 刊登的 《让绿肥“红”起来——从广西绿肥生产止跌复活进一步突破瓶颈》 一文提到
“在冬闲田大力推广绿肥种植，集中解决种子和绿肥高产栽培两大关键问题”。2015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国
土厅、农业厅、审计厅、统计局联合印发 《广西壮族自治区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暂行办法》，规定耕地
土壤改良与培肥经费纳入各县财政预算，投入经费不少于 15 元/hm2。2017 年、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厅陆续发布了 《2017 年广西耕地质量提升和化肥减量增效技术推广项目实施方案》 和 《2018 年广西农

业生产发展资金 （农业资源与生态保护） 项目实施方案》，建立绿肥种植核心示范区，补贴标准为 3 000
元/hm2。2018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分别发布 《2018—2020 年全区绿肥生产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肥生

产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提出了以培肥地力和绿色增产为目标，以多能化应用和提升效益为切入点，
以美丽乡村和美化田园为着力点，以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建设为创新点，以新型经营主体和创新发展模
式为落脚点的关键内容。
3.3.2

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农业绿色发展行动，《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决定》 中提到，要全面建立以绿色生态为导向的制度体系，推行农业绿色生产方式，深入实

施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新形势下，国家积极推进“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战略，并把“生产更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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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更节约、环境更友好”作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生产发展的新导向[24]。尤其
是国家实施“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耕地质量提升”“耕地轮作休耕”等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因地制宜
地种植绿肥，推进广西耕地用养结合、削减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安全，契合
国家“农村增绿”的战略构想，对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4

3.4.1

Threats——挑战
绿肥增值增效潜力挖掘
绿肥虽然有效地培肥地力，改善农田生态环境，但其直接经济效益并不突出。即使在乡村振兴战略

下，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业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可是，绿肥的观赏价值未能充分地体现出来，仅
是花开时节“昙花一现”的观光，还未能真正的将其作为一个特色产业融入到乡村旅游之中。而且，受
当地市场和农户等经营主体意识的限制，绿肥的其他功能未曾得到了解、认知和推广。从而极大地影响
了农户种植的积极性，制约了绿肥生产的发展。因此，如何以肥增效、以肥促收，是绿肥种植生产面临
的重要挑战。
3.4.2

绿肥产业价值链开发
目前，绿肥的价值主要体现在肥用上，其食用、菜用、饲用、蜜用、赏用等附加价值尚未充分开发。

绿肥品种审定、生产制种、经营销售还未健全，基于绿肥的产品开发、市场培育尚处于萌芽阶段，以绿
肥为原料的精加工利用程度低，绿肥产品的生态属性未被社会所普遍认知。在市场经济中，应兼顾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注重完善产业链，找准农户增值增长点，以拓宽绿肥产业的价值链，促进
“三产融合”，是绿肥产业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4

广西绿肥产业发展路径研究

4.1

SWOT 矩阵分析

根据广西绿肥产业发展当前所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分析，结合 SWOT 矩阵[51]分析，提出广

西绿肥产业发展的增长型、扭转型、多种经营、防御型等 4 类战略及 4 类产业发展途径 （表 1）。
表1

4.2

广西绿肥产业发展 SWOT 矩阵分析

项目

内容

战略

优势 S

地理与空间资源优势
种植基础与栽培技术优势

SO 战略
（增长型战略）

绿肥种植保障机制

劣势 W

地区发展不平衡
产业基础薄弱

WO 战略
（扭转型战略）

科学统筹机制

机遇 O

政府重视绿肥生产
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

挑战 T

绿肥增值增效潜力挖掘
绿肥产业价值链开发

ST 战略
（多种经营战略）
WT 战略
（防御型战略）

途径

经营模式转变机制
“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

广西绿肥产业发展路径

根据 SWOT 矩阵分析，广西绿肥产业应在增长型战略的基础上以扭转型战略和多种经营战略为核心，

兼顾防御型战略，强化绿肥种植保障机制、科学统筹机制、经营模式转变机制，“绿肥+”清洁产业发展
机制，实现产业升级，助推乡村振兴。
4.2.1

绿肥种植保障机制
落实绿肥种植计划保障机制，发挥各类补贴叠加效应。一是把国家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及自治

区补助市、县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项目的资金重点用于开展绿肥生产；二是各市、县统筹利用耕地土壤
改良与培肥经费；三是整合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美丽广西乡村建设、休闲旅游等项目资金；四是各
地农业部门积极向当地财政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扶持绿肥生产。以 2017 年为例，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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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厅联合发文 《关于做好 2017 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工作促进化肥减量增效的通知》，提出了先建后
补、以奖代补的方式，对种植大户、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给予补贴。2017 年全区共投入 19 301.19 万元

用于绿肥生产，其中整合原农业部、财政部资金 1 724.95 万元、自治区财政资金 562.10 万元、地市级财政
229.80 万元、县级财政 3 084.99 万元、乡级财政 65.93 万元、农民自筹 1.363 342 亿元。

实行绿肥生产托管服务机制。绿肥的生产涵盖了播种、管理、翻压、后茬作物施肥等过程，以种子

购买为主的补贴，导致种子派发难、播种难、管理难等问题。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托管绿肥播种、开沟、
翻压等生产过程，并设置阶段目标，分阶段达标后补助经费。
建立系统的绿肥种植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生态补偿是解决市场机制失灵造成的生态效益外部性问题
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绿肥产业市场化的重要环节。从补偿标准入手，研究制定包括补偿对象、补偿原
则、补偿资金来源、补偿制度设计等在内的市场化、多元化的绿肥种植生态补偿机制。
4.2.2

科学统筹机制
从区域规划、良种繁育、技术研发与推广、宣传培训等方面科学统筹。在区域规划方面，《2018—

2020 年全区绿肥生产指导意见》 提出，根据各地种植习惯、生态条件等因素，在桂北地区的桂林、贺州，
重点发展紫云英、茹菜、油菜等；桂西地区的崇左、百色、河池，重点发展苕子、紫云英、油菜等；桂

中地区的柳州、来宾，重点发展紫云英、油菜等；桂东、桂南地区的南宁、梧州、玉林、贵港、钦州、
北海、防城港，重点发展紫云英、苕子等；在良种繁育方面，在单季稻种植区及休耕轮作区，建立绿肥
优良品种繁育基地，实现种子自主供给；在技术研发与推广方面，科研、教学、农技通力合作，产学研
相结合；在宣传培训方面，加强技术培训、建立示范样板，重视媒体宣传，营造良好氛围。2017 年全区

在 278 个乡镇 359 个村共建立示范样板 378 个，示范面积达 1.26 万 hm2；出版墙报 272 期、印发资料 22.64
万份、举办培训班 557 期、培训 13.07 万人。
4.2.3

经营模式转变机制

转变经营模式、积极培育新型绿肥种植主体。由于大部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村劳

动力匮乏，影响了绿肥的生产发展。引导公司、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实
施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主打“绿色牌”“生态牌”“健康牌”，实施品牌战略。如广西隆安昌隆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以“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在南宁市隆安县雁江镇建立稻米核心种植区
133.3hm2，采用“早稻—晚稻—绿肥”的技术模式，提升了稻米品质；同时将绿肥与壮族稻作“那”文化
相结合，打造香米品牌，其中“那之味”入选 2017 年 CCTV 商城优选品牌。
4.2.4

“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

基于绿肥，融合粮业、果业、菜业、蜜业、旅游业及副产品开发，推广绿肥+清洁 （有机） 稻米、绿

肥+清洁果品、绿肥+立体种养、绿肥+观光农业，创新“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拓宽绿肥产业价值
链，实现绿肥产业升级。如桂林兆丰农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灵川县谭下镇以“绿肥+有机肥”的方式生
产有机稻米和优质稻米，实现“绿肥+清洁 （有机） 稻米”的融合发展；阳朔县农业局在遇龙河畔种植千
亩油菜，实现“绿肥+旅游”的融合发展；三江县和里盘龙种稻养鱼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三江县和里村以
“绿肥—稻—鱼”模式，实现“绿肥+立体种养”的融合发展。

5
5.1

结论与讨论
结论
绿肥的发展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需求和政策相一致，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广西绿肥种植出现了两次

发展高峰，其中 1972 年出现第一次高峰，种植面积为 67.2 万 hm2，1991 年出现第二次高峰，种植面积为

66.9 万 hm2。当前，广西绿肥也得到恢复性的生产，其中，2017 年种植面积为 28.6 万 hm2，绿肥品种以专

用绿肥紫云英、苕子、茹菜及兼用绿肥油菜、蚕豌豆、黑麦草为主，种植模式以稻田绿肥轮作模式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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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园绿肥种植模式为主。

根据 SWOT 态势分析，广西绿肥产业有着地理与空间资源、种植基础与栽培技术等方面的优势，但同

时存在基础薄弱、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劣势，面临着政府政策支持和绿色发展理念的机遇及绿肥增值增效
潜力挖掘与绿肥产业价值链亟需开发的挑战。结合 SWOT 矩阵分析，该文提出了广西绿肥产业发展的路
径。广西绿肥产业应在增长型战略的基础上以扭转型战略和多种经营战略为核心，兼顾防御型战略，在

落实绿肥种植计划保障机制，实行绿肥生产托管服务机制，建立系统的绿肥种植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等方
面强化绿肥种植保障机制；在区域规划、良种繁育、技术研发与推广、宣传培训等方面完善科学统筹机
制；积极培育新型绿肥种植主体，推进经营模式转变机制；将绿肥产业与粮业、果业、菜业、蜜业、旅
游业及副产品开发等产业相融合，创新“绿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
5.2

讨论
绿肥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有效载体，曾在我国粮食稳定和发展方面做出了重大

贡献。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促推了农业产业的发展。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石，生态宜居是关键。
现代农业呼唤传统农业的回归，绿肥作为特色产业纳入到国家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之中，其发展方向已不
局限于肥用还田，与之相关的制种售种、农机农艺、生态价值及功能产品开发是绿肥产业发展的重要内
容。该文基于 SWOT 态势分析法和矩阵分析法，分析了广西绿肥产业存在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提

出了产业发展路径，为其他地域绿肥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但该文在阐述广西绿肥发展现状方面仅局
限于种植面积、种植品种和种植模式的介绍，对广西绿肥产业链的分析尚存欠缺。因此，绿肥产业的发
展应从全国布局，发挥国家绿肥产业技术体系的优势，促推国家绿肥产业联盟建设，统筹全国绿肥种子
生产与供应机制、加快绿肥农业机械化研发，完善基于绿肥的功能产品开发和产业链建设，推进“绿
肥+”清洁产业发展机制，从而带动各省区绿肥产业协调发展，实现绿肥产业的升级，以绿肥产业的兴旺
带动乡村的宜居生态，助推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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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ANALYSIS AND PATH STUDY ON THE SUSTANINABL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N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
——A CASE STUDY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Li Zhongyi，Tang Hongqin，Wei Caihui，Meng Yancheng，Dong Wenbin，He Tieguang※
(Institute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Guangxi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Nanning 530007, Guangxi, China)

Abstract

Industrial prosperity is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with the degradation of farmland fertility.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manure industry. Taking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manure industry under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based on

SWOT analysis and path research. It hop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manure industr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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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xi.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typical planting mode of green manure in Guangxi, and

analyzed its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y using SWOT analysis method,
then discusse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green manure industry in Guangxi. The results found that the green

manure industry in Guangxi had the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al and spatial resources, planting foundation and
cultivation technology, and had the disadvantages of unbalanc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weak industrial

foundation. It faced with the opportunity of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and green development concept, the
challenge of tapping the potential of value-added and increasing efficiency and the urgent development of green

manure industry value chain. On the basis of the growth-oriented strategy, the green manure industry in Guangxi

should focus on the approach of transformation and multi-oper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efensive strategy,
strengthening the guarantee mechanism for the planting of green fertilizer, the mechanism of overall scientific

planning, and the mechanism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operation mode,“Green Manure + ”clean industry
development mechanism,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chain to achiev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boosting.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green manure；SWOT analysis；path study；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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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沿海乡村地处珠三角经济圈，区位优势

当前乡村空间治理不仅仅涉及山水林田等自

明显，景观别致，海水养殖业发达，拥有发展乡

然资源，还涉及产业、人才等激发治理内生动力

村旅游的天然优势。乡村振兴的政策利好和海洋

的资源，只有将两者有机统一，才能最终实现乡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沿海乡村开展空间治理和发展

村的良性发展。广东沿海地区乡村经济发展迅速，

乡村旅游带来了新机遇。若要给乡村居民和游客

特别是近年来沿海旅游的快速兴起为当地提供了

一个共同的美丽乡村，开展乡村空间精细化治理

难得的发展机遇。在推进乡村空间环境治理的同

和全域治理是第一步。首先是充分调研乡村发展

时，沿海乡村应整合优质海湾、海岸等旅游资源，

现状及制约因素，坚持因地制宜。在绿色、协调

进一步丰富旅游层次，建设具备生活、旅游多种

的发展理念指导下对乡村进行整体规划，制定切

功能的生态小镇和特色小镇，开发更多兼具魅力

实可行且特色突出的治理方案。挖掘潜力资源，

和潜力的旅游产品。在空间环境治理成果的基础

发挥沿海乡村独有的自然人文景观优势，始终坚

上搭建旅游集散体系，促使当地旅游走上健康可

持有序有度开发。其次是坚持生态优先和统一治

持续的发展道路，在提升游客对沿海旅游满意度

理。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对山水林田湖草进

和忠诚度的同时，实现村民安居乐业。

行统一保护，促进乡村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同

建设美丽乡村，发展沿海乡村旅游，结合本

时，进一步提高乡村空间利用水平，在保护乡村

地特色加强顶层规划设计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时

历史文化风貌的前提下，加强土地治理，实现乡

也要建立统筹兼顾、行之有效的动态治理体系，

村公共空间与居住环境的协调统一，提高资源的

有针对性地解决乡村空间环境中的短板，实现乡

附加效益。再次是加快公共基础设施的改造进程。

村各类资源和空间的可持续发展。《美丽乡村空间

完善乡村的道路建设，保障交通便利。加快网络、

环境设计的提升与改造》 一书建立在大量翔实的

通讯、医疗等配套服务的建设进程，为建立健全沿

理论与实践基础之上，起到了普及知识和借鉴学

海乡村旅游服务体系奠定基础。最后是调动起村民

习的作用。

的积极性，保障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让
村民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为村民普及相关政策，
提高他们的环保意识，赋予他们更多权利，调动
起他们表达、参与和监督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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