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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特点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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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了荷兰花卉产业集群、法国葡萄产业集群和美国的玉米及葡萄酒产业集群发展特点，并归纳了荷、
法、美三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中国农业集群发展的几点启示：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的根本动力；农
业劳动力知识水平的提高是集群成长的重要基础；现代农业集群式发展必须立足于区域比较优势；政府在农业集
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辨证施治；注重发挥农民合作社及其他民间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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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racteristics and inspi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style
development of Netherlands，France and the U.S.
GAO Sheng1，HONG Yan2
(1.Economics College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2.Hunan Administration School &
Hunan Provincial Party College, Changsha 410004, China)
Abstract: It analyzes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flower industry cluster in Holland, grape industry cluster in France,
maize and wine industry in the U.S, summarizes the enlighentment to the agricult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indispensability of innovation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gricultural labor’s expertise, taking the
advantage of the regional comparison, the government’s corresponding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bringing in the farmers cooperatives and other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to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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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是一个生态概念，是指在一定的区域或环

域划分的集群初级阶段；有的则已经形成了一些较

境里各种生物种群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

为明显的农业产业集群，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构单元。农业产业集群是指在接近农产品生产基地

并进入比较稳定的发展阶段[2]。笔者重点分析有代

的一定区域范围内，同处或相关于某一特定农业产

表性的荷兰、法国、美国 3 个国家农业产业集群的

业领域的大量企业和关联支撑机构，由于具有共性

发展情况。

或互补性而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相对集中在一起，从
而形成一个有机群体[1]。国家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已
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一些发达国家提高农业产业竞

一、荷兰农业集群生发的特点：以花卉
产业为例

争力的重要举措。由于每一个国家有各自自然禀赋

荷兰是欧盟的第六大经济体，是世界上第三大

的特定条件以及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农业产业集

农产品出口国，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上占有十分重要

群的发展状况也存在差异。有的只是在某些具体产

的地位。荷兰农业有多项 “ 世 界 第一 ” ： 农业

品的生产上，根据不同的品种与品质进行明确的区

的出口率高居世界第一；土地生产率名列世界第
一，大大高于世界各国(1991 年荷兰的土地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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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 468 美元/公顷)；设施农业也是世界一流的，如
国内玻璃温室面积超过 1.1 万公顷，占世界温室总
面积的 1/4 以上，堪称世界第一[3]。而这些是与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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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的发展历时最为久远。目前法国葡萄种植面积和

兰农业实施集群发展战略分不开的。
荷兰的园艺业是农业生产中唯一未享有欧盟补

产量高居世界第二位，种植面积达 900 000 公顷。

贴的行业，却依靠自身技术和能力在农业生产中异军

波尔多、勃艮第等地区都因盛产葡萄酒出名，勃艮

突起。园艺业之所以能成为荷兰农业的朝阳产业，连

第产业区是其中最为著名的葡萄酒大产业区之一。

续走强二十年，是因为荷兰实行了花卉集群生产与管

整个勃艮第地区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达 27 000 公顷，

理。在该国西部的威斯兰地区有驰名于世的“ 玻璃

产量 150 000 万升，年产葡萄酒 2 亿瓶。勃艮第属

城 ”，大量与花卉产业相关的企业、产品和服务彼

大陆性气候，其土质多样，不同山坡土壤差异大，

此间通过合作与竞争性配套关系，在这个地域范围内

甚至每座山的山腰和山脚的土壤都不一样，因此同

[3]

一葡萄园的两个业主可以酿造不同风格的酒。这些

形成共生互补的“花卉群落” 。
荷兰花卉产业分工细化，拥有高度发达的配套
服务体系。这些配套服务主体为花卉种植企业提供
了便捷的个性化服务，如繁育选种、栽培用土、温

使勃艮第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迷惑不解的葡萄酒产
区。法国勃艮第葡萄酒产业区发展特点。
第一，独特的葡萄种植与加工模式：勃艮第降

室设备、物流运输等均有专门的公司和合作社机构

雨量偏多，为便于排水，葡萄多数种植在倾斜地带。

来提供，使一些花卉种植企业有精力也可能细化到

勃艮第葡萄种植者注重天然栽培方式，不施用肥

专业种植某一种花卉，甚至某一个品种，从而使生

料，亩产限定在 800~1 000 斤左右。勃艮第葡萄酒

产规模和生产效率达到最大优化，使个性品种、核

产业发展的形式有以下三种：一是葡萄种植规模较

心技术得到不断发展。

大户，一般拥有几十公顷甚至上百公顷的葡萄园，

以上事实表明，荷兰花卉集群相当成熟。依靠

此类种植者拥有整套葡萄酒酿造设备，自己对原料

集群式发展，荷兰园艺业从研究开发、生产组织、

进行分选破碎压榨发酵，最后贴标罐装出售；二是

市场营销到物流管理的高效完整产业链网络已成

葡萄种植规模较小户，一般拥有葡萄园 8 公顷以上，

型，有明显的竞争优势。荷兰花卉可谓饮誉全球，

他们没有葡萄破碎压榨设备，一般是在一些专门提

其鲜花销售量能占世界 70%之多。荷兰还借鉴花卉

供葡萄破碎压榨的地方榨汁后，自己发酵存储罐

产业经验，按集群模式生产优质蔬菜等。可以预期，

装，贴上自己的酒标。三是一些无葡萄基地的酒商，

农业产业集群在荷兰农业生产增加值和农产品出

采用固定收购模式获取葡萄原料，生产自己品牌的

口中的份额大幅攀升指日可待。

葡萄酒。以上三种不同的模式下酿造的葡萄酒都具

二、法国农业集群发展特点：以葡萄酒
产业为例

有自己独特的风格。
第二，酿造技术是传统工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
融合。葡萄酒的差别主要来源于原料的不同，勃艮

法国不仅是欧洲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也是

第传统的葡萄酒酿造工艺首先会针对不同消费层

世界上农产品出口量最大的几个国家之一。法国农

次的需求，按照检测到的原料内含物指标，精选原

业的经营方式主要是中小农场，其中耕作面积在 80

料，其后以现代的配方工艺形成产地酒特色。这种

公顷以下的农场占农场总数的 81%，它们既是法国

传统加现代科技的酿造工艺，使法国葡萄酒口感柔

[4]

农业生产的主力，又是农村经济结构的基础 。法国

和圆润、味香浓郁、细菌稳定性好，酒质更优。

在农业生产专业化和一体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第三，品牌培育与平台式销售。为了推动葡萄酒

其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享誉世界。这从它的葡萄产

品牌的发展和葡萄酒质量的提高，法国每年举办葡萄

业区域集群发展可窥见一斑。

酒品尝评比活动，在评比活动期间，举办一些民间活

1. 产业区域集群发展状况

动以及会员品酒活动，培育与推广葡萄酒品牌。通过

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农业资源，法国将不同

葡萄酒协会这一平台，或以超市、专卖店、饭店及直

农作物和畜牧生产在适宜区域合理集中，形成了不

销等几个方式销售，或以订单的形式直接销售，勃艮

同的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其中以葡萄和葡萄酒产业

第葡萄酒总量的 48%销往世界各地，主要销售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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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前苏联、比利时、瑞士、德国等，其中销往欧盟

需要，法国开始对大多数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的农

占其中的 2/3，52%在法国本土销售。

民进行培训，通过建立以高等、中等农业教育和农

第四，科技推动。法国众多的葡萄酒研发机构

民业余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教育体系来加强农

与葡萄生产部门联合密切，大学里许多教授也都是

业教育，提高农民素质，从人力资源方面为法国农

酒庄的庄主，或者是酒庄的主要负责人，这种方式

业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条件。

保证了葡萄酒产业的长久生命力。此外，政府对葡

第四，高度重视农业技术进步，科技兴农效果佳。

萄酒科研和相关技术培训补贴力度非常大，技术人

法国不仅建立了多类型的农业研究机构，而且还培养

员培训的补贴力度达 90%。

了大批的农业科研人员。就法国国家农业研究院来

第五，实施严格的标准化管理。法国建立了一

看，现有工作人员近 1 万人，年度预算达 30 多亿法

整套严格和完善的葡萄酒分级与品质管理体系，并

郎。其主要任务是为法国农业现代化提供基础研究和

以法律形式加以保护。法国葡萄酒的分级是终身

应用研究，内容广泛，从最基础的国土调查到各种高

制，不同级别对土地、产量、品种、酿造工艺都有

科技在农业中的应用等都涉及到了，为法国农业产业

严格的限制，并且每年抽样检查，不合格者降级，

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科技创新条件[5]。

其中 “ 土 地 ” 是 产 区分级的决定因素。根据法
国法律规定，其葡萄酒划分为 4 个质量等级。在法
国葡萄酒 4 个等级中，质量最好的是法定产区的葡

三、 美国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发展：以玉
米和葡萄酒产业为例

萄酒(AOC)。和法国其他葡萄酒产业区一样，勃艮

美国农业产业区域集群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

第产业区从生产到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受到州 AO(国

期，即个别的农业区域分工时期、农业区域分工扩

家法定原产地协会)、NOIVINS(国家酒局)、GDCC

展时期和农业区域分工深入时期。17 至 18 世纪是

即(消费、竞争与走私处罚委员会)和 DGI(法国税务

个别的农业区域分工时期。伴随着商品性农业的发

总局)四个机构的监督和严格管理。

展，美国逐步形成了南部以烟草、北部以畜牧业、

2. 产业集群发展途径分析

中部以小麦等粮食作物为主的生产格局，农业生产

第一，长期实施扶持农业的政策与体制。长期

呈现出初步的专业化分区，成为区域化生产的最初

以来，法国政府就确定了大力扶持农业的目标，并

形式。从美国独立战争到 20 世纪 20 年代，随着美

大力投资农业：一方面，投入巨额资金加强农业设

国的 “ 西 部开发运动” 和 颁 布 的一系列土地法

施建设，并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低价土地；另一

令，美国小农经济迅速解体，资本主义大农场开始

方面，实行优惠的农业税收政策，同时还建立了农

建立，农业区不断向西移动，农业区域化生产逐步

民社会保障体制，鼓励农民安心务农，乐于务农，

扩展到了大部分农产品，在自然禀赋条件和区域社

为法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会经济集聚发展战略的推进下，农业生产进入到扩

第二，高度的农业专业化分工。法国农业分工

展的农业地区专业化时期。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今，

做到了区域专业化、农场专业化和作业专业化。区

美国的农业区域分工在上一时期地区布局的基础

域专业化是依照各地自然条件的差异，将不同的农

上得以延续，机械化生产导入农业，在畜牧业、园

作物和畜禽集中到最适宜的地区，形成专业化的商

艺业中出现了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农业工厂化生

品生产基地；农场专业化是将过去农场的非优势的

产，所有农产品向适宜区集中生产的趋势稳步强

工序，交给农场外的专业企业完成，使农场从自给

化，形成了优势十分明显的农业产业区域集群，美

性生产转变为商品化生产。高度的农业专业化分

国农业生产进入到深入的农业地区专业化时期。

工，促进了法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使法国的农业

1. 玉米产业集群与葡萄酒业集群

能在不太长的时期由弱变强。

美国的中西部，从明尼苏达到德克萨斯，从科罗

第三，实行全方位农业教育，培养现代农民。

拉多到北卡罗莱纳，大约 15 个玉米生产州是世界上

上世纪 60 年代以后，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发展的

最大的玉米生产区，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起，这里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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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玉米的主要产区，玉米种植面积和总产量都占

除在市场交易之外，从而减少交易成本，确保农产品

全国的 80%左右。这一带以玉米种植为基础，同时

运销加工企业能够更好地经营，为农业生产部门提供

小麦、大豆和其他饲料作物种植面积也较大。玉米产

准确的市场信息。二是规范市场交易行为。为避免农

业带动了畜牧业的发展，全国的 2/3 生猪饲养量在集

产品价格的大幅度波动，给予农产品运销加工企业一

群内，肉用牛的头数占到全国的 1/4，大大促进和加

个公正合理的市场交易环境。美国国会先后通过若干

强了玉米产业区的经济地位和农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法律，明确规定了各种垄断行为，还将非股份制、非

同样，美国的大豆、葡萄、棉花产业也呈现集群

盈利性的合作社从反托拉斯法中豁免出来。三是提供

式发展，其中以加利福尼亚葡萄酒业集群较为典型。

各种服务。美国农业部是美国政府第一大管理机构，

这个产业集群包括 680 家商业酿酒商和几千个葡萄

它既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参加者，又是各方的协

种植者，集群中还有广泛的补充性产业支持着酿酒制

调者，保障服务体系的正常运行。

造和葡萄种植，其中包括葡萄贮存、灌溉和收割设备、
木桶及标签的供应商；专业化的公共关系和广告公
司，以及众多的提供消费者和贸易商的酒类出版物。
许多当地机构团体，如加利福尼亚大学、葡萄酒酿制
计划、酒业协会，以及加利福尼亚参议院和立法会议

四、荷、法、美三国发展农业集群的启示
从上述三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可以得
到以下启示：
(1) 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根本动

的特别委员会为酒业产业集群提供服务。不仅如此，

力。科技创新是农业产业集聚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

这个产业集群还与加利福尼亚的农业、食品和餐饮，

因。一项农业技术创新可以振兴一个农业产业，可

以及酒乡旅游业等其他产业集群有着联系。

以使一个农业产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更可以使

2. 美国农业产业集群模式特点

多个产业形成集群并发展壮大。农业科技创新能够

经过数十载的发展，美国农业产业集群已比较

改变生产力的三个要素，即劳动力、生产资料、劳

成熟。农业产业集群式发展不仅使美国农业避免了

动对象。以生物技术为核心的生产技术创新可以突

式微，而且还使其农业走在世界前列。

破产业带发展的时空约束，扩大集群的规模边界。

第一，农业产业集群经营组织一体化。有着集

如在农作物品种改良方面，可以使该种产品的生态

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经营组织体系，组成了

适宜性扩大，改变农产品的生产空间分布格局。荷

集群的农工综合企业、工商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各种

兰西部的威斯兰地区的花卉 “ 玻 璃城 ” 的 出现

主体。美国农产品加工企业是农业产业集群经营中

就与科技创新及高度发达的专业配套服务体系支

的“ 龙 头 ”，以之为核心形成了诸如加利福尼亚

撑密不可分。此外，科技进步使储运、加工业优先

葡萄酒业集群的各具特色的集群。

发展，也可多维度拓展产业带，促进集群发展。因

第二，完备的农业产业政策支撑体系。上世纪
30 年代，为提高农民收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的农

为运输工具的改善，能减少运输成本，由此间接地
扩大农业生产区域，扩展市场空间。

业政策，包括支持生产环节政策、支持农业对外贸

(2) 农业劳动力知识水平的提高是集群成长的

易政策和农业政策性保险等农业产业政策。通过稳

重要基础。法国葡萄酒持久的竞争力是彰显劳动力

定农产品价格、扩大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增加对农

知识水平重要的有力的佐证。法国的农民一般都具

民补贴等多种措施来实施。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实

有高中或大专文化程度，懂农业技术，善于经营，

在确保美国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一定程度上

而且政府还注重对葡萄酒相关技术人员的培训。

确立了美国在全球农业的竞争力地位。

(3) 现代农业集群发展必须立足于区域比较优

第三，构建农业产业集群平台。美国农业部推进

势。固然，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农业生产受自然条件

与催生了农业产业集群。它的主要职责体现在三个方

的制约越来越小，但任何农产品生产都有最适宜

面：一是制定农产品市场交易标准。制定农产品市场

区、适宜区、较适宜区和不适宜区之分，只有遵循

交易标准的目的是打击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并将其排

自然规律，在适宜和最适宜区布局的农业产业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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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群才能减少成本，获得更大经济效益而实现持续

设，离不开统一、完善的市场体系，离不开健全的

发展。就湖南而言，应根据 14 个市州地域特点、

市场秩序，建立并维护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是政府

资源优势、经济状况和市场发展需求，湘东、湘中

在市场经济中最基本的职能，必须也只有政府才能

应当抓住 “ 长（沙）、株（洲）、潭（湘潭） ” 城 市

做到[7]。法国在葡萄酒产业建立的一整套严格和完

群“ 两 型社会 ”建 设的机遇，重点突出“ 城 ”，

善的葡萄酒分级终身制与品质管理体系，对于我们

湘北突出“ 湖 ” 字 特色，围绕洞庭湖，重点发

保护自主创新，推广农产品生产与加工标准体系，

展无公害稻米、优质棉花、油菜、水果、水生蔬菜

向全世界推介湖南特色农产品大有启迪。

和特种水产、水禽养殖。湘南则利用“ 天 然温室 ”

(5) 注重发挥农民合作社及其他民间组织作

优势，重点发展无公害蔬菜、时鲜瓜果、油茶、烤

用。20 世纪法国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不断创新和发

烟、养殖等名特优农产品的生产加工；湘西则突出

展在推动其农业集群发展，建立发达的现代农业体

“ 山 ” 字 特色，重点发展无公害草食畜禽产品、

系中起了关键作用。农民合作制度在建立与发展过

优质水果、优质名茶、反季节蔬菜、药材开发，发

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全国各地在建立与发展农民

[6]

展生态旅游农业 。

合作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本地本土的文化传统，

(4) 政府在农业集群发展的不同阶段辨证证施

利用其现有的农村组织资源、制度资源以减少组织

治。从已有的经验来看，政府的适当调控和合理的

成本，增强农民合作组织的生命力。省级及各地政

政策措施可以加速农业集群发展，包括提供政策援

府应采取多种措施来扶持农民合作组织发展。例

助，改普遍优惠、区域优惠为产业优惠、企业优惠，

如，以建立农业合作组织作为农民享受支农优惠政

有目标地吸引那些具有产业优势或配套协作功能

策的前提条件的地区，政府要及时总结经验并加以

强的项目进入集群区域。在农业产业区域集群发展

推广；加强对农民及农业合作组织领导人的培训与

中，政府调控主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技

监督；从宏观上加强对农业合作组织的监督，保证

术推广、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风险防范以及建立

它们的 “ 自 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

和维护市场规则等方面。

受益 ” 的 发 展方向，增强其生命力，使其能够在

在农业产业区域集群的萌芽、起步阶段，政

促进农业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府应培育产业“ 氛 围 ”、诱导集群自我强化，制
定有关政策，激励产业扩大，及时提供准公共物品，
吸引先导企业植根。当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一
方面，政府应通过对关键技术的扶持，促进专业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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