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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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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振兴乡村的重要产业遥在强化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各类农业服务袁对于建设农业现代化发展体系尧
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尧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是重中之重遥本文从生产效益尧农民素质尧科技创新尧农产品物流以及农业新形势 5 个方面对宿迁
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袁以期为下一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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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n Suqian City
ZHOU Jia-ni

渊Suqian College袁Suqian Jiangsu 223800冤
Abstract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is a big industry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side.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agricultural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strengthen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a top priority for building a moder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ystem袁
realizing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es and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This paper studied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in Suqian City from five aspects院production efficiency袁farmers忆 quality袁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袁agricultural products logistics
and new agricultural situation袁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servic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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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尧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尧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先后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遥在乡村振

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袁如农户综合素养水平低下尧农村生产效
益不高尧农业生产创新能力薄弱尧农村物流体系发展不健全

兴战略背景之下袁农村生产性服务业迎来了新机遇袁成为振

等都影响着整个农业产业的发展[5]遥另外袁随着乡村振兴战

兴乡村的客观要求和必然道路遥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农

略的提出袁土地流转的加快袁新型农业主体的不断涌现袁这

业产业结构改革尧加快构建现代化农业体系尧打造新农村新

些制约农业生产的问题越来越突出袁对农业服务业的需求也

业态等方面的野新动力冶[1]袁不仅对建设现代农业体系具有重

越来越迫切遥因此袁如何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已成为

要意义袁而且还是宿迁市实现农业产业结构改革优化的关键

宿迁市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遥

切入点遥

2 宿迁市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我国正处于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和全面供给侧改革
的关键时期

袁随着现代化农业建设的深入推进袁各地越来

[2-3]

2.1 农户综合素养水平低下

我国农民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袁其受教育的水平和

越重视服务业的发展遥农村相关服务业顺应了时代和实践的

条件都滞后于城市居民[6-7]遥宿迁市有文化的青壮年劳力多

需要袁更应该引起重视遥然而袁关于宿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

数选择向苏南地区转移袁留在宿迁本市的高素质青年也从事

业发展的研究鲜有报道遥本文调查并分析了宿迁市农业生产

农业外的其他行业袁这样以来就导致宿迁市农村劳动力老龄

性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袁

化程度日益严重遥在多数情况下袁宿迁市农户都以一家一户

旨在为今后宿迁农业产业改革提出优化路径体系遥

为单位进行传统农业耕作袁劳动力低下且缺乏高新技术袁整

1 宿迁市农业现状

体比较落后遥有些农村地区甚至依然存在迷信尧落后尧低俗尧

宿迁作为江苏省最年轻的地级城市袁具有良好的生态资

封建等不文明现象遥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的

源尧环境资源与人力资源袁这些资源为宿迁市发展奠定了

主要力量袁然而宿迁当地的农户们综合素养普遍低下袁主要

基础[4]遥近年来袁宿迁市主攻优质稻米尧标准化果蔬尧园艺型

体现在农民的受教育水平低尧科技素养低尧法律知识薄弱以

花木尧农牧循环型生猪尧精深加工型肉禽及生态河蟹六大

及职业技能缺乏等方面遥

百亿级产业建设遥根据统计袁2018 年前三季度宿迁市实现农

2.2 农村生产效益不高

牧渔业增加值 212.35 亿元袁可比价增长 3.0%袁其中秋粮播

高袁农业经营者的利润却很低袁以至于有亏损情况发生遥当

积 1.2 万 hm2袁产量 49.12 万 t曰畜牧业实现产值 68.27 亿元遥

低袁从事农业生产的风险逐步增加袁农户的经济收入得不到

林牧渔业总产值 375.28 亿元袁可比价增长 2.9%曰实现农林
种面积达到 30 万 hm2袁总产达 243 万 t曰全市瓜果类播种面
同时袁宿迁野一村一品一店冶标准村居覆盖率已达 60%以上袁

直接或间接带动脱贫 6.5 万人遥如今袁全市触网农产品已逾

4 600 种袁创建国家驰名商标 2 个尧著名商标 35 个尧省级名

目前袁宿迁市农村生产整体效率比较低下袁生产成本过
下宿迁市农业生产成本逐渐提高袁而农产品价格始终比较
保障遥
2.3 农业生产创新能力薄弱
宿迁市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袁过去一家一户式的传

牌产品 40 个遥

统农业手工耕种难以适应现代化农业的需求[8]袁大规模农业

收稿日期 2019-01-03

业生产发展空间得不到提升袁发展速度也非常缓慢遥乡镇农

然而宿迁作为一个农业大市袁在农业产业发展过程中仍

生产得不到高新技术以及科技人才的支持遥因此袁高科技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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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尧畜牧尧水利尧农机等各方面由于缺少现代化尖端技术袁难

3.3 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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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培育创新型人才遥人才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和

以有突破之处和显著发展遥
2.4 农村物流体系发展不健全

基本保障遥宿迁市应多渠道引进高技能创新型人才袁升级人

宿迁市农村生产的农产品大多仍以地摊式销售或个人

才供给袁用更加优质的条件和更包容的环境吸引优秀专业技

销售为主袁销售渠道少且窄袁大宗农产品得不到广泛流通[9]遥

术人才[17]遥让创新型人才带动高新技术和资本向乡村汇聚袁

同时宿迁市农户生产分散袁物流分布区域较广袁而物流规模

为发展农村生产性服务业注入新鲜血液遥同时宿迁市也要培

普遍较小遥此外袁农村地区也存在着物流不足尧农户信息接

养本土人才袁加大对本地农村青年的培养选拔力度袁发掘本

收范围受限等问题袁从而导致一些农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极易

地农村致富带头人和优秀农村干部[18]遥宿迁市只有不断完善

出现变质尧腐烂的现象袁物流质量难以保证遥

人才引入尧培养尧选拔尧使用尧评价尧激励制度袁才能完成野人

3 宿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策

才带动发展冶野人才实现振兴冶的目标遥

3.1

提高农民整体素质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袁宿迁市越来越关注野三农冶

问题的解决和改进袁而农民整体素质低下是阻碍传统农业转

3.3.2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遥宿迁市沭阳县享有野花乡冶美誉

已久袁仅沭阳县就有花卉种植基地将近 4 万 hm2遥在花卉苗

木产业上袁沭阳县注重种植技术的提档升级袁人社部门加强

向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短板遥宿迁市要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

对高科技人才的培养袁鼓励各大花卉基地在传统种植的基础

业袁实现从农业大市到农业强市的转变袁必须结合自身地域

上进行技术创新和花种改良遥以沭阳县农业发展为例袁宿迁

特色以及城市发展优势袁努力抓好农村基础教育袁完善农民

市可以通过发展新兴技术来创建农业科技园袁开发农产品种

教育体系袁提升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 遥相关部门可以定时

植新技术和农产品培育新模式袁系统化地延伸创意农业的产

[10]

对农业生产者进行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农业法律法规方面

业链[19]遥同时也可以通过农业科技创新大力打造农商平台袁

的知识普及遥另外袁可以对农业生产者和参与者给予专业农

提高宿迁市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袁优化农村金融配置袁发展

业技术教育袁培养出多样化尧懂技术的新型职业型农民和现

乡村共享经济遥

代农业领军人才袁提高农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遥

3.3.3

3.2

提高农业生产效益

3.2.1

打造野互联网+农业冶新模式遥农产品电商尧农业物联

网尧土地流转电商化等都是农村现代化中的亮点[20-21]遥另外袁

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遥提高农产品价格尧农机价格尧

新型智慧农村的建设有利于协调农村和城市之间发展不平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其他相关产业产品价格袁使农业生产

衡问题遥在野互联网+农业冶模式下农村进入了数字信息社

者和农业生产经营者都能获得合理的利润[11-12]遥同时增加农

会袁实现了野数字脱贫冶袁解决了宿迁农村地区信息匮乏尧与

民收入袁并且适当给予农民补贴袁在降低农民生产风险的同

城市信息不对称的现象[22]遥如今利用互联网袁农村和城镇能

时有效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袁以保证农业生产活动能够

够进行信息交流遥与此同时袁互联网也能够有效带动宿迁市

高质量完成遥

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袁让农民能够在农业生产的同时进行投

3.2.2

建立合理的联动机制遥建立农业生产成本尧农产品价

资理财遥互联网在农村金融上的广泛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推

格与农业津贴补助三者之间的联动机制[13]遥针对难以调控市

进了农业产业的繁荣发展袁为农业产业的创新发展开启了

场价格而出现价格差造成农业生产者和经营者损失的现象袁

新的大门遥

应及时发放补贴袁保障其基本利益遥同时袁宿迁市可以针对

3.4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

具备专业农业机械的农业生产者尧生产农产品质量好的农民

3.4.1

群体尧专注研发高新农业技术的农业组织等特定农业生产

业袁对其进行大力扶持袁让龙头物流企业能够主导农产品物

者群体划分资金补贴和奖励遥

流环节遥通过龙头企业指导经营和集中配售的方式袁可以带

3.2.3

大力扶持龙头物流企业遥围绕本地区热门和新兴产

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遥传统模式下的一家一户生产

动农户参与到新型经营销售模式之中遥龙头物流企业的包装尧

由于效率低下袁势必会被淘汰[14-15]遥大规模形成大效益袁发展

加工尧配送等基础功能强大袁管理经验和技术水平又相当丰

规模化生产已成为必然要求遥因此袁以支持农业生产托管为

富遥因此袁在农村地区发展现代物流技术袁大力培育龙头物

重点袁在尊重农户独立经营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集中连片扩大

流企业袁能够扩大物流规模袁提高农村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袁

规模化生产袁推进服务带动型经营袁势必推动宿迁市农业现

同时也能增加当地农户就业机会袁带动农村贫困户脱贫袁实

代化发展袁从而带动宿迁地区经济发展遥

现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23-25]遥

3.2.4

加强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遥加大对农村生产性基础设

3.4.2

着力拓展物流供应链遥针对农村地区农户分散尧交通

施建设的扶持袁如兴修水利尧提升灌溉系统等袁减少农业生

设施环境较差等现状袁可以在农村的各个便利店和邮政所

产风险遥在此基础上强化基础设施管理袁尽快恢复年久失修

设置固定物流点袁有效利用分散化物流站完成小规模物流

的基础设施袁更新和完善其功能袁让其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

运输[26]遥此外袁也可以在农产品批发市场下积极开设多个农产

作用袁保障农业安全生产袁提高综合农业生产力水平袁加快

品连锁零售点袁建立野批发市场+超市+零售点冶的销售组合袁

宿迁市农业现代化发展 遥同时也要改进农村生活性基础设

做好三者之间的物流交接袁延伸批发市场的下级经营链袁让

施袁如完善农村安全建设尧优化农村地区信息通讯系统袁改

大型批发市场和超市成为连锁零售点的主要进货渠道遥

善农户生活居住环境袁加大扶贫力度袁提升宿迁当地农民的

3.4.3

[16]

生活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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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农业物流信息化建设遥加强信息化建设尧发

展现代物流技术是农业物流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新机遇[27]遥农

周佳妮院宿迁市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村地区传统物流的专业程度不高尧效率低下袁大力发展农村
信息化袁提高物流信息内外交换水平袁打破农村以往的野电
话为主袁互联网为辅冶的信息传播方式袁转向互联网实时跟
踪物流信息的模式袁可以支持物流与农业销售尧农业金融相
结合袁实现传统农村经济信息系统的更新补充袁在提高农村
物流水平的同时袁帮助传统农业进行升级转型袁从而有效推
动农业物流发展遥
3.5 开拓农业发展新形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袁农村网络的覆盖程度也在
不断扩大袁休闲农业尧民宿旅游等各种形式的网络交易也在
迅速增长遥宿迁市拥有丰厚的农业资源袁更应当在稳定发展
农业生产和销售的同时加快开发新型高效农业遥休闲农业
能够在保持乡村原汁原味的情况下袁将传统农业与旅游业结
合起来袁使当地农户不仅能够获得农业收入袁还能通过发展
农家乐尧民俗旅游来获得旅游收入[28]遥新常态下的农业新形
势使传统农业变得更加多元化袁能够改变农户现有的生活方
式袁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袁使宿迁市能够更快地实现农业
现代化转变遥
4

展望

4.1 夯实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基础
农村生产性服务业顺应了农业现代化的新形势袁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抓手袁而一尧二尧三
产业融合可以为宿迁市农业提供多样化的中间投入袁这是实
现农民持续增收尧决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途
径[29]遥因此袁为了促进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袁应不断
加大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力度袁加快野三产冶融合发展步伐袁提升
野三产冶融合发展影响袁延伸产业融合发展链条袁聚焦野三产冶
融合发展典型遥
4.2 全面落实野一村一品一店冶建设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稳步发展袁需要人才尧品牌尧科技
等多方面的保障袁而野一村一品一店冶是实现富农强市的新
助手袁是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引擎[30]遥对于宿迁野一村一
品一店冶的未来建设袁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统筹袁在政策上倾
斜支持袁在服务上全力保障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尧
构建网络创业平台尧拓展网络销售渠道袁使宿迁市农业生产
性服务业能够蓬勃发展袁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农村新业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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