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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甘肃省康乐县为例袁阐述了该地区五大扶贫产业发展现状袁分析了扶贫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袁并提出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袁以及如何培育地域特色品牌袁以期为改变传统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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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y and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Brand Cultivation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Taking Kangle County
as an Example
TANG Qiaowen LU Haiya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rth China Electric Power University, Beijing 102206)

Abstract Taking Kangle County, Gansu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five major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in this region, ana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dustries in
western minority areas, as well as how to cultivat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 bran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chang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adjusting and optimizing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minority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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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我国开展扶贫工作的重点

扶贫产业发展有明显的差异遥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地

区域袁脱贫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遥 在脱贫攻坚战中袁

域特点和科技应用现状是扶贫产业发展的软肋遥 同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快速发展袁很多地域已

时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基础落后于中东部

形成各自的特色产业袁逐步成为该地域新的经济增

地区袁人口分布较中东部地区更分散袁交通运输的

长极袁如乡村旅游尧养殖尧手工艺品尧民族服饰尧花卉尧

便利性落后于中东部地区遥

苗木尧皮革等遥 本文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

以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康乐县为例袁该地区

持续发展和地域特色品牌培育进行探讨遥

现有旅游尧肉牛养殖尧中药种植尧劳务尧育苗五大特色

1

扶贫产业袁这几大产业目前发展趋势各有不同袁具体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现状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与中东部地区

分析如下遥 旅游业凭借其关联度高尧带动性强等优点
成为我国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式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基金项目 华北电力大学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渊202008015冤遥

旅游业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特点遥 邱硕立 [1]研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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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袁西部民族地区的旅游资源优势明显袁旅游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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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巨大袁旅游业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同时能带

羔羊肉尧岢岚柏籽羊肉尧四子王旗杜蒙羊肉尧山丹羊

动当地就业袁为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遥 但

肉尧东乡手抓羊肉尧同心滩羊肉和西旗羊肉遥

是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人口密集的东南地区袁现

2.2 不同扶贫产业发展规模有较大的差异

代化交通落后袁如机场尧高铁分布零散袁远离景点遥 同

康乐县食用菌种植产业目前已形成较大规模袁

时袁高寒尧高海拔尧风沙以及冬季时间长尧气候干燥等

但其他产业如肉牛养殖尧育苗尧旅游尧中药材种植等

环境条件导致客源极不稳定遥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拥

依旧呈现零散尧分布不均匀的特点遥 扶贫产业发展既

有得天独厚的畜牧业资源优势尧环境优势和政策优

要合理地扩大产业规模袁更重要的是完善各个产业

势袁能促进养殖业发展遥 何生武等[2]对甘肃省临夏回

的产业链尧提高产业链协同化发展的综合效益袁实现

族自治州康乐县肉牛产业的发展现状尧发展优势尧存

产品深加工袁增加产业发展边际收益[5]遥

在的问题等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袁 分析了一些问

2.3 绿色发展理念和现代农业产业相结合有待加强

题袁并提出了对策遥 但是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养殖

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中袁现代农

产业劳动力外流尧资金缺乏尧畜产品深加工能力较

业产业已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袁但是绿色发展理念

弱尧畜产品销售渠道不宽尧缺乏集团规模龙头企业尧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袁现代化农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尧

没有形成专业的国内国际交易专业市场袁导致市场

智能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6]遥 此外袁对太阳能尧风能

占有率不高遥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种植业具有土

等零碳环保新能源的利用还不充分遥 如使用太阳能

地资源丰富的优势袁如新疆的棉花种植遥 王林忠[3]对

集热系统尧风力发电系统尧水力发电系统来实现设施

康乐县中药材种植生产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主要问

农业的生产用电尧用水袁可以有效减少化石能源利

题进行了分析袁提出了改进建议遥 中药种植作为收益

用袁从而减少有害气体排放遥

较为可观的产业袁很多地区一直有计划实施大规模

2.4 缺乏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种植袁但是近年来中药种植行业内竞争压力过大尧

近年来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势头

中药材价格不稳定尧产品流通不畅尧中草药深加工成

良好袁但在农业技术研究方面还存在不足遥 尤其在

本逐渐上涨尧价格竞争加剧袁造成很多地域中药种植

种植业尧养殖业方面袁对品种优化尧新品种培育尧科

产业萎缩遥 育苗产业虽然是临夏回族自治州的特色

学繁育等提供的技术引领和科技保障还不够遥 如西

产业袁但是因为临夏回族自治州地处西北袁自然条

部少数民族地区肉牛尧肉羊养殖产业都是以农户为

件比较艰苦尧生态环境脆弱尧交通运输条件不便尧育

单位进行养殖袁肉质很难得到保障袁市场标准难以

苗工作群众支持度低尧资金有限袁所以育苗产业发展

统一遥

受限遥 潘小峰等[4]分析了康乐县育苗产业发展现状

3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对策

及面临的问题袁提出了林木育苗与工程造林相结合

3.1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的对策遥 调查显示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务输出用

政府要建设现代农产品生产基地袁大力培育大

工逐年减少袁主要是因为随着当地区域经济的发展袁

型特色品牌龙头企业袁突出加强基地的专业化尧区域

劳动力已经回归当地就业袁尤其受 2020 年新冠肺炎

化尧规模化建设袁打破地域限制袁全面提高产业聚集

疫情的影响袁扶贫劳务输出量大幅缩减遥

度袁提升企业现代化水平袁延伸产业链遥 以政府为主

2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导袁完善区域基础设施袁加强农业产业集群的高标准

2.1 地域品牌特色不够鲜明

建设[7]袁包括构建快捷尧通畅的立体交通体系袁规划建

部分地区虽然形成了一些地域品牌袁且这些地

设区域大型物流中心尧现代物流园区和服务功能齐

域品牌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袁但是这些品牌的地

全的专业市场遥

域特色不够袁市场占有率尧知名度尧美誉度不高袁如横

3.2 加大地域品牌宣传力度

山羊肉尧若尔盖县藏系绵羊肉尧祁连藏系羊肉尧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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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平台等现代化营销

要以康乐县为例
汤荍文等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和地域特色品牌培育探讨要要
手段遥 通过组织国内国际农博会尧农产品贸易洽谈

同时还需要产业聚集才能获得聚集效应和市场影

会尧招商会袁举办地域品牌推介会尧交易会袁统一进行

响力遥 建立地域特色品牌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

地域品牌整合袁动员农产品生产企业参加各种品牌

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袁也是实现西部少数民族地

宣传活动遥 企业要着眼国内和国际市场袁积极参加各

区扶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遥 笔者认为打造地域

种地域品牌推广活动袁共同提升地域品牌的知名度

特色品牌需要做到以下 4 个方面遥

和美誉度遥
3.3 打造地域强势品牌
适应市场多元化尧个性化的需求袁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袁建立扶贫特色产业核心竞争力曰构筑地域强势
品牌袁打造精品袁扩大知名企业的示范引领作用袁以

首先袁考虑地域特点袁坚持独特性尧优势性尧创造

性的原则[8]遥 如武威的莫高葡萄酒袁因为武威是国际
上公认的酿造葡萄种植黄金地带袁与国际著名葡萄
要法国波尔多梅多克尧意大利托斯卡纳尧美
酒产区要要
国加州纳帕山谷位于同一纬度线遥 临夏回族自治州

点带面袁形成可持续全面发展态势曰要培育新型主

应该注重开发具有西部民族地域特色和突出少数

体袁提升地域品牌价值内涵曰加强地域品牌质量认证

民族优秀文化的特色产业项目袁如适合康乐县自然

体系建设袁扩大国内国际市场份额遥

条件的食用菌种植尧高原夏菜种植尧肉牛养殖等遥 同

3.4 注重产业发展人才储配袁提升从业人员的素质

时袁为地域品牌申请本地域集体公共商标和原产地

现代企业以人为本袁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域保护袁如安吉白茶尧库尔勒香梨尧承德露露尧新疆葡

是增强行业竞争力尧促进行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

萄干遥 为防止区域外企业或个人恶意侵占或共享地

重要途径遥 注重吸收有文化尧有素质的年轻人才袁并

域品牌袁非法获益袁可建立地域品牌的有偿使用许可

对其进行系统综合培训袁以提高其文化素质尧管理水

制度袁分级别合理收费袁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尧企业保

平袁尤其是要对行业发展有引领作用的管理人员进

护主义尧个人保护主义的欺行霸市行为遥 其次袁建立

行深层次的教育尧培训遥

以当地行业协会为主导尧政府职能部门为监管的地

3.5

域品牌管理组织袁发挥政府的统筹协调能力袁防止行

加大对产业科技研发尧技术推广和环境治理等

方面的投入

业协会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遥 行业协会负责联系

加强农业科技应用推广袁提升新产品的创新开

产业企业袁维护地域品牌利益尧开发地域品牌市场尧

发力度袁促进农产品质量提高及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曰

规范地域品牌经营尧维护地域品牌形象袁不断提高地

加强产业关键技术研发袁围绕重点方向开展长期攻

域品牌无形资产价值遥 政府职能部门要加大对地域

关曰推广应用绿色健康技术袁支撑产业绿色化转型曰

品牌的推广尧投资力度袁制定好地域品牌定位尧价值

保护好区域内的大气尧水源尧土壤袁掌控各类污染源袁

塑造尧产品销售尧权益保护尧广告宣传等一系列环节

严格控制和消除污染遥

的规范化尧系统化运作模式袁建设信用体系袁健全和

4 培育地域特色品牌

维护市场交易规则和秩序曰建立地域品牌危机预警

地域品牌是特定地域内生产经营者使用的具有

机制袁完善行业企业与保险公司的业务关系袁明确

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公共品牌标志袁如野阳澄湖大闸

保险范围袁强化保险支撑袁解除农户后顾之忧曰不断

蟹冶野山西老陈醋冶野兰州牛肉面冶野绍兴黄酒冶等遥 地域

优化产业结构袁创新经营模式袁为企业增效尧农户增

品牌以特色化尧规模化的产品地域集聚为特色袁在质

收遥 再次袁明确地域品牌特色形象定位袁制定产业集

量尧售价等方面占据市场竞争优势袁达到促进地域产

群地域品牌发展规划遥 注重突出民族地区的农业产

业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遥 地域品牌具有地域

业发展特色袁挖掘民族地区的产业历史文化内涵袁结

性和品牌效应 2 个要素袁带有很强的地域特色袁其产

合现代市场需求袁改良农业产品的品种遥 在科技上加

品具有较其他产地产品更好的质量和品质遥 地域品

大投入袁做到地域品牌野人无我有袁人有我新袁人新我

牌的演化需要时间和市场双重考验才能形成口碑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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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特色化尧规模化发展袁实现扶贫产业可持续高质

奇冶遥 地方政府积极借鉴国内外地域品牌建设方面的

量发展袁成为改变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尧调整优化农业

先进经验袁结合当地民族地区的农产品销售现状袁

产业结构尧让农民富起来的重要渠道和手段遥

制定科学的农业产业集群地域品牌发展战略[9]遥 政

6

府加大扶持力度袁激活发展活力袁努力培育壮大市场

主体袁不断实现产业融合发展袁建立以野园尧区尧企业尧
农户冶为辐射点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袁带动区域农村
经济尧文化尧人文尧环境全面整合发展遥 拓宽市场销售
渠道袁增强集群规模龙头企业带动性袁建立以野互联
网+冶为基础的线上线下营销方式袁扩大外贸市场窗
口遥 最后袁建立以地域和民族特色品牌文化内涵为基
础的产业形象袁突出企业产品的个性和特点遥 形成产
品既统一又有区分性的品牌层次袁兼顾不同消费者
的购买能力尧文化背景和审美情趣袁防止产品单一尧
市场需求满足度低尧抗风险能力不足[10]遥 例如袁白酒类
企业将白酒分成不同年份袁形成价格差异曰将普洱茶

分成生尧熟不同的类型遥

5

结语
发展地域品牌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尧实现乡村

振兴的重要途径遥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袁可持
续高质量发展的现代产业可以留住更多年轻有文
化的高素质人才袁增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活
力遥 加快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扶贫产业升级袁推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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