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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系统观念的农村产业发展极及其金融支持的思考 

 

刘贵博 

（湖南大学金融与统计学院，湖南省、长沙市，410000） 

 

摘要：实现乡村振兴，需要转变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建立新型的集约化农业生产方式。由于农村资源的

自然禀赋特点和发展的不均衡性，仍有必要在我国农村地区推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新形势下，基于系

统观念建立各地农村产业发展极是实施这一战略的有效方式，能够将农村发展极与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

以及农业供应链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这一发展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源地理集聚，而是跨越地理空间的

农村某一主导产业的资源集聚并形成核心竞争力，使其成为乡村振兴的“火车头”并带动区域内相关产业

发展。根据当地自然禀赋特点，在农村确定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金融机构为该农村产业发展极提供系统

性支持，通过金融手段将农村产业发展极与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激活有机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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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中国农村的发展重点开始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带来了新的机遇。由于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采用落后的小农生产方

式，导致农业在低效率水平上生产，这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最主要根源之一。为了

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需要改变农村传统的小农生产方式，建立新型的基于分工合作的

农业产业化生产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自

信自立、守正创新、问题导向、系统观念、胸怀天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其中，坚持系统观念要求着眼于事物的系统整体性，正确把握整体与部分、事物与外部环境

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关注系统的整体优化、信息关联和要素协同，这是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为农业生产及其金融支持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 

10 多年前，湖南大学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发展研究》

课题组，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中国需要实施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认为为了改变二元经济结

构，建立经济发展极是典型的非均衡手段；发展极既可以是空间概念，也可以是产业概念；

发展极可以是大中城市，也可以是星星点点散布于全国各地的小城市和县域内的新兴产业中

心[1]。通过发展极的聚集效应，能够使发展极成为当地发展的“火车头”。当发展极壮大

后，又能够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进而达到促进整个国家的经济协调发展的目的。发

展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的强弱，在于其核心竞争力的强弱。这一核心竞争力实质上是把当地

和周边地区各类资源组织起来，达到特定经济目标的整合能力。金融是形成这一整合能力的

激活剂和黏合剂。选择区域内优先发展的主导产业及相关产业链作为重点支持对象，可以更

好地发挥金融机构在改变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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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农村仍然有必要推行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考虑到农村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

特点和地域广阔性，通过建立基于生产要素地理空间集中布局的农村发展极（类似于工业产

业园区）来带动农业发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虽然可能有一定的经济效果，但发展极的扩

散效应很有限，带动的速度十分缓慢，不具备可复制性，广大农户与社会的其它生产要素特

别是农产品加工部门的联系和互动很少，不符合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时代要求。 

实践已证明，我国在各地建立的地理空间集中布局的工业发展极和区域发展极，例如各

地的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以及各类工业园区，成为了当地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引擎，

在当地 GDP 中占比较大，同时带来了十分明显的扩散效应。农业有其特殊性，农村种植业

养殖业等第一产业与土地广泛的耕耘利用直接相关，一般不可能像工业园区那样通过有限的

地理空间集中来利用土地。农村必须充分利用现在所有的耕地、山林和水域资源，通过生物

规律生产足够多的乃至更多的农产品。因此，一般来讲，农村发展极不能是空间集聚的，可

以通过农业产业链供应链进行产业集聚，把农村资源聚集到某一农产品的生产，优先发展，

形成所谓的农村产业发展极。 

现在，我国推行农业产业化和机械化作业已有了一定的技术、物质和信息化基础，除了

建立基于生产要素地理空间集中布局的发展极，更有必要建立以农村产业为纽带跨地理空间

的农村产业发展极。农村产业发展极的核心内涵是，选择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农产品及

其产业链作为主导产业和发展极，集聚资源重点开发和发展。通过主导产业的重点发展带动

当地其它产业的发展，通过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最终实现农村普遍富裕。这种集

聚是产业集聚而不是空间集聚，故是跨地域的农业生产分工合作。从系统观念来看，农村产

业发展极模式将农业系统内各参与主体通过优化生产要素组合，实行规模经营与分工协作相

结合，使得广大农户与农业龙头企业相对接，让广大农户与社会上的其它农业生产要素有机

联系起来，农业系统整体的协调度和运行效率大大提高。 

在农村产业发展极形成和壮大过程中，与主导产业相联系，将形成一定的农业产业链，

进而有可能形成农村产业集群。金融机构重点支持农村主导产业及其紧密相关的产业链和产

业集群，对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形成和壮大是很可能富有效率的。本文运用系统观念探讨建立

农村产业发展极及其金融支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2 发展极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         

发展极理论是由佩鲁首先提出的，他认为在不同部门、行业或者地区经济增长并非以同

样的速度实现，而是率先出现于一些发展极，而后进一步推动其他部门、行业或者地区实现

经济增长[2]。尽管佩鲁的发展极理论涉及到企业和产业的非平衡发展，但是最终却是归结

为城市和区域的非平衡发展，并且强调吸引和扩散效应以及地理区位和中心优势。与佩鲁的

发展极理论有所不同，赫尔希曼则重点关注经济部门或者产业部门的非平衡发展，并着重强

调产业关联效应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在赫尔希曼看来，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应该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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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国民经济产业体系中与其他产业关联效应最大的产业，通过该产业的发

展带动后向联系部门、前向联系部门乃至整个产业部门的发展[3]。由此可以看出，发展极

既可以指空间概念，也可以指产业概念，而本文所提出的农村产业发展极主要是从产业角度

对发展极进行界定，但又存在一定差异，后文将对农村产业发展极进行着重阐述。 

农村地区面临经济体量较小、比较封闭、资源相对短缺，以及不同区域或者产业部门之

间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可以考虑运用发展极理论来推动农村地区实现经济发展。发展极

理论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地区内资源的稀

缺性客观上要求通过“发展极”来打破资源瓶颈。资源稀缺和资本不足是农村地区实际面临

的现实难题，但是要在短期内筹集到大量资本解决农村地区资源稀缺的“中梗阻”问题基本

上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由于受到农村地区生产技术落后、企业家和经营管理能力相对欠

缺等因素的限制，齐头并进的发展方式只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终只能在低水平均衡

上进行贫困的恶性循环。倘若能够集中农村有限的资源和资本优先发展某些地区或者产业部

门，然后其他地区或者产业部门通过利用产业之间的“关联效应”和发展极的“扩散效应”

而逐步得到发展，这样才有可能打破农村资源要素瓶颈，最终实现整个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

其次，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以及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的差异性客观上需要利用“发展

极”来扬长避短。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完整性是指由于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无法承载的原因，

和城市地区相比，农村经济结构较为单一，无法形成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资源禀赋的

差异性是指由于受到历史、区位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农村不同地区之间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有的农村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可以通过培育或者开发旅游景点，使得其成

为内引外联的地方支柱产业；而有的农村地区水资源较为丰富，可以有效利用当地的水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养殖产业等。正是因为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完整以及不同地区之间资源禀赋的差

异性，在推动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时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而是应该针对各个地区的实际情况，

培育和发展不同的产业，再通过它们整合其他相关产业进而形成发展极。最后，农村内部不

同区域或者产业部门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为发展极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基础。农村地区的某些区

域或者产业部门相对其他区域或者产业部门具有发展优势，可以引导资本、劳动、技术等生

产要素率先向该区域或者产业部门聚集，使其成长为发展极，发展极作为农村地区经济、科

技、人才、信息的中心，可以通过关键产业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有效辐射其他区域或者产

业部门，形成不同区域或者产业部门之间良性循环和共同促进的发展格局。 

3 农村产业发展极及其比较优势的理论分析 

3.1 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内涵 

基于上述对发展极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分析，本文认为为了更加有效地实现

农村经济发展可以考虑建立农村产业发展极。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内涵是集中农村地区有限的

资源，依据当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优势，在一定农村区域内确定一个重点发展的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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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动主导产业实行规模化经营，并积极围绕主导产业延伸产业链以及推动相关产业联动

发展，进而通过市场机制的传导作用带动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农村产业发展极具有鲜明的

特征，这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农村产业发展极并不是各生产主体的简单集聚，

而是各生产主体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农村产业发展极内的相关生产主体通过产业链供应链

结合起来，彼此之间分工协作程度很高，通过分工协作不仅实现了参与各方的互利共赢，而

且提高了整个农村经济系统的生产效率。其次，农村产业发展极是产业集聚而不是空间集聚，

是以农村产业为纽带跨地理空间的集聚。这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农业生产高度依赖土地，生产

过程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分散性和季节性等特征，使得农业不能像工业那样具有较高的地理

空间集中度。          

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形成应至少具备以下几方面的条件。首先，应当在农村地区培育农业

龙头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是指在资金、科技、人才、生产设施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主要承

担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以及农业生产性服务，使得农产品产前、产中、产后环节相互促

进，在规模化和经营化等指标上满足政府有关部门认定标准的企业[4]。农业龙头企业在农

村产业发展极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和带动作用，其具体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第一，构建农业产业链是地方获取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路径，农业龙头企业可以围绕

主导产业与特色产业来实现业务分离、合作与创新，不断拓宽和延伸整个农业产业链条，并

利用本企业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核心地位，推动农业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相关产业的融

合化发展，进而在农村地区形成“产销加一体化”的全产业链集群，从而为地方获取产业发

展优势和经济竞争优势提供便利的条件。第二，农业龙头企业能够引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

展进行衔接，由于农业龙头企业的主要业务是以农业或者农产品为基础开展，因而其与小农

户具有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它不仅可以为小农户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提供生产资料、技术指

导等相关服务，而且可以引导和带动小农户进入到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加强彼此之间的

分工协作程度，让小农户等更多农业生产主体分享农业产业链延伸带来的增值收益。第三，

农业龙头企业能够依靠本身所拥有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资本运营能力强以及规模经营等

优势，从产业部门内部或者社会上引进技术、人才、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推动自身不断发展壮

大。与此同时，待条件成熟以后，农业龙头企业可以根据需要向农村产业发展极其他环节乃

至农村产业发展极以外其他产业部门输出资本、技术、人才等，以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极其他

环节和农村产业发展极以外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其次，打破农村地区家庭分散经营的格局，

推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随着农业社会化和农村市场化的不断发展，土地细碎化和家庭分散

经营现已成为阻碍中国农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由于农业生产规模的限制使得各

类具有规模效益的基础设施很难有效发挥其最优效益，同时又无法有效提升农业技术推广效

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另一方面，小农的分散经营使得农业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这导致与

大市场对接存在障碍[5]。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本质是为了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带

动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生产效率的提升。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主要分为土地规模经营和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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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规模经营两种方式，前者主要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和集中来推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后

者主要通过以统一和集中的社会化服务来推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由于各种农业规模经营实

现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地区适应性，加之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形条件、人

口特征等存在较大差异的基本国情，很难用一种普适的方式来对我国各地的农业规模经营进

行概括，需要针对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农业规模经营实现方式。农村各地区在实际

操作的过程中，应该将土地规模经营和服务经营二者进行有机结合和统一起来，以更加有效

地推动当地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最后，为农村产业发展极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政府

部门的重要职责是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公共服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

阶段中国农村地区仍旧普遍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问题，而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形成和壮大

需要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作为支撑。政府部门应当集中有限的资金着力完善农村地区的基础

设施，将财政资金重点投资于农村道路、水利设施、通讯设施、水利设施等对农村产业发展

极的形成和壮大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为投资者和广大农村群众提供良好的

投资环境以及生产生活条件，以进一步吸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更多生产要素向农村产业

发展极聚集。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要通过优化农村地区营商环境，为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提

供相应税收优惠，建立健全乡村人才体系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为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形成和壮大

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软环境。 

3.2 农村产业发展极的比较优势 

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使得经济发展能更加有效率地进行，出

现非均衡发展现象是正常规律，这种非均衡发展既出现在不同产业和部门之间，也出现在不

同地区之间。然而，为了实现公平目标，这种非均衡状态又不能自由发展和无限扩大，而必

须注意协调不同产业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关系，以先发展起来的产业和区域带动后发展的产业

和区域，以求在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前提下形成整个地区经济系统良性协调发展的格局。非

均衡协同发展战略在强调非均衡发展的同时又注重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来对非均衡进行调控，

非均衡和协同都是其有机组成部分，非均衡是提升经济发展效率的有效手段，而协同是经济

发展最终要实现的目的。农村产业发展极本质上是采取的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具体来看，

根据农村各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优势，选择当地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进行重点支持，使其率先增长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这个过程中又注意协调主

导产业部门与非主导产业部门的关系，并将广大农民等弱势生产群体引入到产业发展的轨道

中来，在主导产业部门发展的同时又会带动非主导产业部门乃至广大农民等弱势生产群体的

发展。       

农村产业发展极主要是通过 “极化效应”与“扩散效应”来实现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

的。极化效应是指主导产业的建立或者产品的增加会引起原有区域范围内不曾配置的其他产

业活动的出现。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建立依据是选择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进

行重点支持，并通过主导产业部门的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效应配置各项生产要素，从而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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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初期便因为相对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而比农村产业发展极外部其他产业部门具有竞争优势。

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具有趋利性，其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事实上是帕累托改进的过

程，农村产业发展极外部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在趋利性的驱使下会逐步流向农村产业发

展极内的产业部门，在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农村产业发展极得到不断的壮大。扩散效应是通过

主导产业的建立和产业链的延伸来辐射其他相关产业，使得生产要素在农村各产业部门自由

流动，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发展。随着生产要素向农村产业发展极的逐渐集中，其边际产出和

边际报酬的递减趋势会降低生产要素向农村产业发展极流动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随着农村

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村产业发展极形成以后主导产业部门与其他相关产业部门联系

的加强，使得农村产业发展极内部的一些生产要素不断向农村产业发展极外部其他相关产业

部门流动，通过扩散效应带动农村产业发展极外部其他相关产业部门的发展。 

农村产业发展极这种非均衡协同发展方式对于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农村产业发展极可以有效形成农村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

指能够为企业带来比较优势的竞争资源，以及资源的配置与整合方式，是管理学中经常需要

探讨的问题。农村产业发展极遵循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是在具备独特的资源禀赋、优越的自

然条件和特色人文环境的区域范围内，通过整合当地现有产业基础、资金、技术、劳动力等

资源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以当地主导产业作为基础建立的，这些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人

文环境等不能为外界所简单复制，对于发挥农村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农

村产业发展极可以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亚当• 斯密(1776)提出了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

力的观点[6]。在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中，一件产品需要有许多工人、工厂和部门之间的分工

协作才能完成，而农业由于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长期以来分工协作有限，导致不能像工业

那样通过迂回生产获得报酬递增的好处，这是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农民增收乏力的重要

原因。随着中国信息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机械化装备的发展，通过劳动分工和生产规模扩张

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7]。在农村产业发展极内，各农业生产主体

实行规模化经营，并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实现产业集聚，相互之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很高，这有

助于推动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再次，农村产业发展极可以缓解农业生产主体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具有信息优势。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尤其在农业领域这种现

象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信息不对称存在的情况下，参与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为了自身利

益采取短期策略，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农村产业发展极内各农业生产主体聚集度相对较

高，彼此之间能够及时的共享商业信息，这样使得信息传递相对更加具有效率。与此同时，

由于各农业生产主体相互之间分工协作程度较高，彼此之间利益较为趋同，也更加具有动力

将信息分享给对方。最后，农村产业发展极可以推动农业技术创新，从而实现农业技术水平

提升。农村产业发展极内有创新能力的农业龙头企业会通过持续开展自我技术创新以及从其

他产业部门引进最新的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等方式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极内相关产业技术发

展。与此同时，农村产业发展极内相关产业结构的升级会通过不断向外扩散带动产业层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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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层次较低的农村产业实现技术进步，从而带动农村产业实现整体的技术发展。 

4 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基本逻辑 

从系统论的角度看，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不断地进行着物质和信息等多

种形式的交换，金融系统自身良性发展的实现有赖于金融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形成一种互动

循环和协调发展的关系。农村产业发展极实现了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作为服务农

村经济发展的涉农金融体系需要适时做出调整，以便适应农村产业发展极的新要求。本文认

为为了构建适应农村产业发展极的涉农金融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金融应当支持农村地区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壮大。农村产业兴旺能够实现的前提条

件是要明确并发展具备市场竞争优势、增长率较高、经济社会效益较好和辐射拉动作用较大

的现代农业产业，因而首先需要确定哪些农业产业适合作为主导产业进行重点的发展[8]。

主导产业是农村产业发展极得以形成和不断壮大的基础，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以农村各地的

资源禀赋优势作为导向，选择产业关联效应较强且具备良好市场发展前景的产业作为主导产

业对其加以重点扶持，根据主导产业的特征有针对性地设计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

为其提供持续性的金融要素供给使其逐渐成长为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

几方面的考虑:首先，农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是需要依赖外部资源，农业的自然属性决定

了其自身发展离不开必要的水分、土壤、阳光、气温等自然条件，而中国各地区自然条件、

地理条件等存在较大差异，这决定了农业主导产业的选择必须十分注重区域的资源禀赋优

势，通过扬长避短实现比较优势。其次，农业主导产业只有具有较强的关联效应，才有助于

使农业产业链得到延伸，从而带动相关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保险仓储、物流运输、技术研

发等产业的发展。国内外许多地方成功的发展经验都已经对此进行了充分的证实，这其中湖

南中方便提供了较好的例证。湖南中方将中药材产业作为主导产业进行重点发展，不仅使其

成为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供应基地，而且围绕中药材种植诸如中药材深加工、康养旅游以及中

药材交易集散等其他相关产业也逐渐被带动起来[9]。再次，在市场经济发展环境下，农业

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的目标是满足市场需求，如果缺乏足够的

市场需求拉动，主导产业也就没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因此应选择具备良好市场发展基础

的主导产业。   

其次，金融应当支持农业生产主体规模化经营。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实现有赖于大量的资

金投入，而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的流动性往往不足以负担农业规模化经营所需要的资金投

入，内源融资不足的农户只能依赖银行信贷等各种外部融资途径[10]。随着我国实施了一系

列农村土地流转政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行以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条件的

开放等都为在农村地区进行规模化经营创造了现实条件，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适时支持有长

期稳定务农意愿的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扩大土地适度经营规模，缓解其承租流转土地等面临

的融资约束。农业生产过程需要包括土地、资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共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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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通过土地要素面积的扩大并不能够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缓解农户等

农业生产主体雇佣农业劳动力、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管理方法等面临的融资约束，

通过农业生产中新要素引入以及要素的重新配置为农业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和可能。与此同

时，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在支持有条件的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适度扩大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

还应支持各类农村经营主体建立具有土地托管、农机作业、统防统治、技术指导、信息服务

等功能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引导它们为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的生产经营提供统一的指导

和协助，通过社会化服务助推农户等农业生产主体实现规模化经营。此外，相关涉农金融机

构应引导农村地区封闭分散的农户家庭等农业生产主体连接起来，支持其通过横向联合形成

产业集聚效应和聚合规模并且结合区域集群产业发展特点设计产业综合性金融服务方案。        

第三，金融应当支持围绕主导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金融通过支持农村地区围绕主导产

业延伸农业产业链，将农业生产的各环节连接成完整的产业体系，实现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

有效衔接。不同涉农金融机构可以基于自身的功能定位和比较优势，分别对接和满足不同农

业生产主体的融资需求。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在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时应注意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引导农村地区孤立分散的农民等农业生产主体根据各自

的比较优势进入到农业产业链的不同环节，通过农业产业链强化农民等农业生产主体与产业

链上其他生产主体的分工协作。其次，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在为农业生产主体提供金融服务时

应当具有系统性思维，避免采用“头痛医头，脚疼医脚”式的“局部疗法”，而是更加关注

整个农业产业链上各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在满足农业产业链上某一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需

求时，还应关注产业链上与该经营主体有分工协作关系的其他经营主体的融资需求。再次，

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注重加强与数字技术的融合，积极在农村地区建立相对完善的金融科技

硬件和软件设施，通过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优势与农业产业链上的各个农业主体充分分享信

息，提高获取有关客户信息的能力；利用获取的相关信息准确判断和分析产业链上各相关产

业基本情况，把握各相关产业的现实风险和发展前景并依据产业链上中下游产业在生产经营

方面的关联性合理设计金融产品。    

第四，金融应当支持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是指

主导产业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过程中不仅自身发生正向前进变化，而且影响其他相关产业发

生联合行动变化的过程，是产业间分工协作进一步泛化与深化的必然要求。主导产业与相关

产业联动发展不是仅仅指产业之间简单的联合行动，它更加需要突破区域分界线的限制，减

少产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与重复建设，加强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在整个区域共同利益最

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实现产业各自更大的发展。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引导与主导产业相关的其

他产业向农村产业发展极聚集，并为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提供系统性的金融支持，

从而进一步增强农村产业发展极的辐射带动能力。一方面，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离

不开科学技术的支撑，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极内有条件的农村产业主体开

展产业技术研发，增强农业生产主体自身的创新能力；同时支持农业生产主体加强与高等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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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农业科研机构的合作，探索构建农业产学研用联动机制，通过农业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

农村产业发展极内相关产业升级与迭代。另一方面，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引导主导产业与其

他相关产业的生产主体加强战略合作和相互渗透，使得产业之间形成融合化发展的态势，产

生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从而推动农业生产主体生产成本的降低；同时充分利用农业的

多功能性支持新兴关联产业的开发，并引导其与农村产业发展极内现有相关产业进行衔接整

合，从而进一步吸引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更多生产要素流向农村产业发展极及其相关产业。  

最后，金融应当支持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农村基础设施是为发展农村生产和

满足农民日常生活需求而提供的一系列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11]。农村基础设施不仅可以降

低农业生产各环节的成本，而且可以增强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农村不同区域和产

业部门之间的流动性，从而为农村产业发展极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发挥提供支撑。现阶段

中国农村基础设建设明显滞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投资不足。而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一般主要由

各级政府部门承担，但是由于投资额度较大，单纯依靠政府财政投入并不能完全满足其资金

需求，需要依靠金融的支持来弥补这一资金缺口。一方面，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该主动加强

与政府部门、农村企业、农户等主体的沟通与协调配合，了解和掌握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现

状和不足，重点将信贷资金投资于对农村产业发展极形成和壮大具有关键作用的水利设施、

农村道路、流通设施等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另一方面，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应该根据对不同农

村基础设施项目收益与风险的分析来优化其信贷组合，在完善信贷风险分散分担机制的同时

创新支持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发挥金融资本的杠杆效应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参与到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中。   

 

 

                     
 

 

 

 

 

 

 

                                                                                     农村产业发展极 

 
                                                     农村产业发展极 

                                                                                                

图 1  金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基本逻辑 

5 研究结论 

为了构建联农带动机制，推动实现乡村振兴，可以在我国农村地区建设农村产业发展极。

农村产业发展极可以弥补小农经济发展方式的不足，改变农村地区封闭分散的经营状况，重

塑农村经济增长新格局。相关涉农金融机构可以为农村产业发展极提供系统性地金融服务，

通过支持农村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转型升级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发展极理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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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适用性、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内涵、农村产业发展极的比较优势等方面，深

入分析了在我国农村地区建设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详细阐释了金

融支持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基本逻辑，强调了农村产业发展极及其金融支持研究的系统性与整

体性思维。 

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农村地区资源相对稀缺、经济发展不完整、资源禀赋存在差异以及不同区域或者产业

部门之间发展不平衡决定了发展极理论对农村经济发展具有较好的适用性。 

2.农村产业发展极的内涵是选择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某一农产品作为主导产业，集聚资

源进行重点支持，通过主导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农村产业发展极本质

上是以农村产业为纽带跨地理空间的产业集聚，发展极内的不同生产部门通过产业化经营提

高了自身的生产效率，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实现有效衔接。 

3.农村产业发展极实行的是非均衡协同发展战略，在重点支持主导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兼

顾了非主导产业的发展，其比较优势体现在可以有效增强农业的核心竞争力，降低农业生产

成本，缓解农业生产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推动农业实现技术创新。 

4. 金融应为农村产业发展极提供系统性的支持，通过支持农村主导产业的培育和壮大、

农业生产主体规模化经营、围绕主导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主导产业与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完善等推动农村产业发展极不断形成和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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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areas need to change the traditional small-scale 

production mode and establish a new intensi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Due to the natural 

endowment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resources and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e unbalance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rural area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e based on the system concept i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lement this strategy, which can organically combine the rural development pole with the 

large-scale operation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agricultural supply chain industry chain.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e is not a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f resources in the general sense, 

but a resource agglomeration of a leading industry in rural areas across geographical space to form its 

core competitiveness, making it a "locomotive"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driv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levant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natural endowment, key 

leading industries are determined in rural areas. Rur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provide systematic 

supporting support for the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e, and organically link the rural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e with the activation of regional production factors through financial 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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