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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农经》特约观察员  李国祥   

几年来一直陷入困境的农产品加工业应该抓住国家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时机，
及时地淘汰落后和环境污染的产能，充分利用支持政策做强做大。

从“一号文件”中
寻找发展机遇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质量效益和

竞争力。为此，国家会从夯实农业基础，推动农

业绿色发展，推进农村产业融合等方面着力，

这必将给为农业提供物质技术装备、生物科

技和信息技术等的产前涉农企业以及加工转

化销售农产品的产后涉农企业发展带来政策

支持，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

农产品加工业的黄金发展期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必须转

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长

期以来，我国农业滥用化肥农药兽药等化学

投入物比较普遍，不仅带来农产品和食品安

全隐患，也抬高了农业生产成本。为此，“一号

文件”在部署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时提出要“推

广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实施兽用抗菌药清

理行动”，这无疑给开发新型农药兽药的企业

带来有利的发展机遇。同时，在发展现代农业

过程中国家会进一步加大测土配方施肥和统

防统治等技术社会化服务以减少农业生产中

不合理使用的现代化学投入物，这应该会给

替代传统肥料和农药兽药的生产经营企业带

来重要发展机遇。

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中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农产

品加工业“接一连三”，直接农业生产过程收

获的多数农产品需要加工 才 能进 入市场销

售，是延长产业链的不可或缺的环节，是消化

库存和避免农民销售农产品困难以及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的有力手段。

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现状来看，目前我

国绝大多数农产品粗放的加工能力过剩比较

严重。据反映，目前我国粮油行业至少存在着

三分之一以上的过剩加工产能，大量的加工

设备和厂房闲置或者利用率不足。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面临着消除农产品加

工业的过剩产能，又面临着如何通过技术创

新发展新型农产品加工业的双重任务。因此，

“一号文件”没有单纯地提出发展农产品加工

业，而是要推动农产品加工业转型升级。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农产品加工业

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不仅在政策上国家会选

择一些能够带动农民增收和增加农业附加值

的加工业从技术装备升级到产业融合给予支

持，而且农产品加工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也

会大大改善。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然要求进一步

理顺农产品价格关系、降低主要大宗农产品

库存过高的难题。国家曾连续多年对粮油棉

收购市场进行托市，造成农产品原料价格居

高不下，而加工制成品价格受到国内外市场竞

争影响而相对偏低，导致很多加工企业普遍

亏损，所谓的“稻强米弱”和“麦强面弱”严重

制约着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2016 年，除稻

谷和小麦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外，其他

农产品价格要能够反映供求关系，即使稻谷

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也要大力改善以便于

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市

场化会得到进一步推进，这就意味着原料农

产品价格与加工及其制成品价格倒挂或者不

顺的关系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这必将给农产

品加工业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条件。

几年来一直陷入困境的农产品加工业应

该 抓住国家推 进 农业结构性改革的有利时

机，及时地淘汰落后和环境污染的产能，充分

利用支持政策，加快科技创新和设备技术更

新改造，在综合利用农产品资源和充分利用

信息化技术提升农产品加工及其制品质量安

全效益等方面下功夫，同时在市场上竞争能

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企 业 还应该 从战略视角

整合一些难以生存的加工企业，把农产品加

工业做强做大。从今年开始，整个“十三五”

期间都应该是农产品加工 业 发展的一 个重

要黄金期。

业态创新与科技创新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

是消化现有的大宗农产品库存过高难题和解

决越来越普遍的农产品卖难问题，这必然会

催生一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目前，我国农产品

产销脱节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除国家托市的粮

食外，其他多数农产品面临着产区价格低迷

且没有销路而销区农产品价格偏高，特别是

质优安全的农产品供应始终偏紧。为了解决

优质安全农产品卖难买难，促进农产品市场

及时出清，“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政策上应该会加大农产品产

供销一体化支持力度，特别会支持农产品电子

商务和产销对接等的涉农企业发展，这会给

农业电商带来机遇，也会给与之相配套的冷

链物流仓储、直接配送和定制农业等涉农企

业的发展带来极其难得的机遇。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与相关的二、三产业

割裂的情形比较普遍，农业价值及其附加值

往往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实现。“一号文件”比

较系统地提出了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工作。实

际上，在当今的农村，日益活跃的农家乐、休闲

农业、观光农业等发展形势十分乐观，已经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到田间地头参与劳动，

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和恩赐，享受丰收的喜悦，

同时还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功能，这

些都昭示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会催生出观

光产业、休闲产业、健康产业和养老产业发展

的新空间。凡是希望能够抓住机遇寻求现代

农业发展新路的开拓者，不妨借助订单农业

和农产品电子商务等手段，通过新型的农产

品加工业和餐饮业发展、乡村旅游和休闲农

业开发，把农民增收、质量安全、生态环境和

民族文化等价值突现出来并形成品牌，让国

人认同国内农业生产的多重价值，从而培育出

新型的、成规模的、高成长的新型产业体系和

业态。

无论哪类企业希望投资或者大力发展农

业相关产业，都不能不以科技创新为必要手

段。受到我国农业科技体制影响，农业科技活

动与其在农产品生产流通等领域的推广应用

联系还不够紧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流通领

域面临的难题，往往缺乏科技支撑，长期得不

到解决，而农业科技成果虽然很多，但往往又

不是解决农民发展现代农业中现实难题的，

科技成果推广应用率不高。我国农业科技论

文、专利数量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很多优良品

种和高性能的农业机械则需要从国外引进。

为了更好地发挥农业科技创新在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一号文件”指出

要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制定促进协同创

新的人才流动政策，这会有助于涉农企业突

破科技创新的瓶颈约束，同时国家实施农业

科技创新重点专项和工程，重点突破生物育

种、农机装备、智能农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关

键技术，这些都是涉农企业，特别是涉农科技

型企业投资与发展值得关注的政策支持和市

场发展潜力的重要动向。 

李国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
展研究所研究员

“十三五”期间，在政策上应该会加大农产品产供销

一体化支持力度，特别会支持农产品电子商务和产

销对接等的涉农企业发展，这会给农业电商及相关

配套产业带来难得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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