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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从传统农区农业分化出来的城郊型农业发展的目标是都市型农业袁认清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进程特征是制订相关农业
政策措施的依据遥 从动态发展的视角出发袁阐明了城郊型农业起源与功能概念的变化袁提出并分析了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进程阶段
及其特征遥 以九江市庐山区城郊型农业为例袁验证了城郊型农业发展进程特征在欠发达大中城市中的适应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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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objective of the suburba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s distinguished from a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in farming areas is
metropolic agriculture, ge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urses and characters of suburban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that is basis for policy
arrangement for the policies and measures of concerned agriculture. From the view of dynamic development angle, this paper demonst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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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郊型农业经过近 30 年的研究与发展袁其基本理论
和具体实践相当丰富遥 但由于区域环境尧基础条件和所依
托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袁 相应的城郊型农业发展的
过程阶段和特征差异很大遥 九江市庐山区 2010 年粮棉油
传统作物的播种面积达 50%袁经济功能仍很突变遥 因此袁
对欠发达大中城市的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过程特征再认
识袁以准确地判断城郊所处的过程阶段袁可为制订相应的
对策与措施奠定基础遥

1

城郊型农业及其功能

1.1 城郊型农业的析解
农业生产区域的自然地理位置是决定农业发展战略
模式的关键因素袁区域地理位置一般分为山区尧平原尧丘
陵尧沿海和城郊袁城郊型农业是农业发展战略模式之一[1-3]遥
城郊型农业是从一般农区中分化出来尧 发生成长于城市
周边地区袁 在城郊建立起来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形态的
区域性农业生产类型袁 是一种基于区域性而不是基于时
序性尧品种性的概念[4-7]遥
收稿日期院2013-01-03
基金项目院九江市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渊20100013冤
作 者 简 介 院 刘 超 渊1963 - 冤袁 男 袁 教 授 袁E -mail院L_C_1020@yahoo.
com.cn

所谓城郊型农业袁从传统意义上讲袁就是指位于城市
郊区袁以满足城市居民对鲜活农副产品需求为目的的生产
供应型农业[8]遥但随着社会经济体制尧交通通信条件和人们
思想观念等的改变袁 城郊型农业已突破了传统概念的局
限遥 在外延上袁由城市所属的近郊区向行政区划以外的远
郊发展袁由面向一个城市扩展到面向周边多个城市遥 在内
涵上袁不仅单一地为城市供应农副产品袁也为城市提供工
业原料和劳务服务袁还包括通过生态尧观光尧旅游农业来满
足城市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曰在农业为城市服务的同
时袁依托城市引进资金尧技术尧人才等生产要素[4,8]遥 即城郊
型农业的规模优势更加突显袁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袁服务内
容更加丰富袁城市辐射不断加强遥因此袁现代城郊型农业是
指位于半城市化的城市郊区袁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袁以城
市为依托尧以鲜活农副产品和副食品生产为重点袁最大限
度地满足城市市场和生态环境需求袁城乡经济相互渗透的
一种区域性高效型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遥
1.2 城郊型农业的基本功能
由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尧工业反辅农业和城市
支持农村的实现袁城郊型农业功能不断深化遥立足于生产尧
生活尧生态的有机结合袁注重农村与城市协调尧人与自然和
谐袁通过对近郊农村经济尧社会尧生态等功能开发袁实现城
市与郊区相互依存尧相互补充尧相互促进袁最终达到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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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是城郊型农业发展的宗旨[9-10]遥 该宗旨决定了现代城
郊型农业不仅应具备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功能袁 还应包含
社会尧生态和文化功能[10]遥
经济功能主要是指为城市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的鲜活
农产品, 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袁并增加就业机会尧优化
城郊产业结构曰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作出了产品贡献尧市
场贡献尧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10-11]遥 社会功能主要是指为
城市居民和学校教育提供接触自然尧体验农业以及观光尧
休闲与游憩的场所与机会袁 并有利于增强现代农业的文
化内涵教育功能遥 生态功能主要是指营造优美宜人的绿
色景观尧改善自然环境尧维护生态平衡袁充当城市的绿化
隔离带尧 防治城市环境污染以保持清新尧 宁静的生活环
境袁 并有利于防止城市过度扩张曰 农业生产能够净化空
气尧涵养水源尧保护水土尧分解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遥 文化功
能主要是指农业生产不仅创造传承了文化袁 同时也是保
持文化的民族性尧乡土性的重要条件袁在保持民族文化的
整体性和独特性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遥 政治功能主要是指
农业是社会政治稳定尧 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保障的
基础袁基于食物供给的农业危机具有快速性尧联动性以及
辐射面大尧难以控制的特点袁野无农不稳冶已被历史反复证
实[12]遥

2

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进程特征

2.1 城郊型农业的起源与转变目标
改革开放前的 30 年袁 计划经济体制下城乡分隔的
二元结构袁扭曲了经济建设中城乡尧工农等关系袁城乡

结合部的城市郊区是城乡二元矛盾的焦点遥 实行土地
承包和家庭经营后袁城郊农民依托城市市场袁发展多种
经营和商品性农业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袁 但与统派购制
度形成冲突 [4-5] 遥 正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袁为适应社会
需要和市场经济袁 从传统农业分化出以鲜活农副产品
生产为主的城郊型农业袁 其理论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
富和发展遥
都市型农业是以大城市尧特大城市和发达城市的城市
化地区的自然资源为基础袁 以非自然的现代生产要素为
主体袁以高档优质的名优稀特农产品及其前延尧后续产品
的生产为主业袁 以满足城市居民物质精神生活需求和改
善城市环境质量为目标袁 与城市经济融为一体的农业生
产类型[4-5,13]遥 由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袁城市尧城
市化地区和城市郊区是动态变化的袁 中等城市逐渐向大
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转变尧 欠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逐渐转
变遥 原先位于欠发达大城市或发达中等城市郊区的城郊
型农业袁在产业结构与布局尧产出形态与功能尧开放度与
融合度尧规模化与科技化等方面袁发生了质的变化袁转变为
都市型农业[4-5,14]遥 因此袁城郊型农业是都市型农业起点袁都
市型农业是城郊型农业转变的目标遥
2.2 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进程特征
城郊型农业作为传统型农业向都市型农业转变的过
渡过程袁它的发展可分为自发商品化尧引导产业化尧自觉科
技化等 3 个阶段遥 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阶段之间转
变袁阶段的特征要素是制订转变政策的依据遥 城郊型农业
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城郊型农业发展阶段的特征比较
特征要素

自发商品化

引导产业化

自觉科技化

功能
政策基础
发展动力
组织形式
结构调整
生产规模
资源集约
对农村劳动力作用
主导产业
生产方式
投资来源
开放度和与城市融合度
经济效益

发展商品性农业尧满足城市居民
物质生活需要
政治经济并重
指令性农业生产政策
市场需求
自发自由
部门产业
资源性的小尧非资源性的尧一般
较小
解决农村劳动力剩余时间
传统大宗农产品
传统分散化
内资为主外资为辅
低
一般

壮大农业经济尧满足城市市场和
生态环境需求
经济政治兼顾社会
产业发展政策
市场需求与政府引导
引导有序
农产品产业
资源性的一般尧非资源性的较大
一般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
传统特色农产品
传统规模化
内外资为主袁政府支持为辅
一般
较高

健壮 农村 经济 尧满 足城 市居 民 物 质
精神生活需求和改善城市环境质量
经济社会政治兼顾生态文化
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政策
市场需求与农业科技
自觉有序
农产品品牌产业
资源性非资源性均较大
较大
解放农村劳动力
特色品牌农产品
规模机械化
多渠道资金并重
较高
高

目的

自发商品化阶段的城郊型农业是由传统的粮棉油型
农业转变而来袁 是指在市场经济的影响和市场需求的推
动下袁在保证国家指令性农业生产的基础上袁以短期经济
效益为主袁 自发性地调整本区域传统农业生产的部门产
业结构袁解决农村劳动力的剩余时间袁发展商品性农业袁
增加农民收入遥
引导产业化阶段的城郊型农业是由自发商品化城郊

型农业转变而来袁 是指在政府政策的引导和市场需求的
推动下袁在满足国家产业发展政策的基础上袁以经济效益
为核心袁兼顾社会效益袁有组织地引导调整本区域农业生
产的农产品产业结构袁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袁壮大农业经
济袁增加农民收入遥
自觉科技化阶段的城郊型农业是由引导产业化城郊
型农业转变而来袁 是指在农业科技的作用和市场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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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下袁依据国家经济社会科技等发展政策袁以经济效益
为核心袁注重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尧文化效益袁自觉有组
织地发展具有本区域特色的优质尧高产尧高效尧安全农业袁
解放农村劳动力袁建构优势农产品品牌袁健壮农业经济遥

3

城郊型农业发展的进程实例

庐山区位于江西省北部尧庐山北麓尧长江中游南岸遥
东北部以江湖平原和低残丘陵地貌为主袁是粮尧棉尧油尧菜
的高产区曰西北部紧靠城区袁水资源丰富袁是蔬菜尧畜牧尧
水产的主要生产基地曰南部紧靠庐山袁以低山丘陵为主袁
以林尧果尧茶尧药材为主要植被遥 行政管辖隶属于九江市袁
是典型的城市郊区遥 自改革开放以来袁庐山区农业生产经
济经历了 3 个阶段遥
3.1 传统粮棉油型农业阶段渊1981要1990 年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袁 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等一系列野利农政策冶的实施袁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对耕地
生产的积极性遥 1982要1985 年袁粮棉油总产量的年平均增
长速度分别为 4.76%尧15.34%尧6.26%袁 肉猪出栏数的年平
均增长速度为 3.01%曰 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为
4.77%袁与粮食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同步遥 虽然水产品
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15.53%袁但产量还很小袁1985
年仅有 921 t遥 蔬菜尧瓜果尧水果等农产品规模也不大袁茶叶
作为名优农产品到 1985 年仅有 187 t遥
1986要1990 年袁虽然油料总产量尧肉猪出栏数年平均
增长速度分别达 12.90%和 6.97%袁 水产品总产量年平均
增长速度维持在 14.98%曰 家禽养殖成为农业生产的一个
亮点袁出笼数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 21.34%曰茶叶尧蔬菜尧瓜
果尧水果等农产品仍未得到长足发展遥 农业总产值的年平
均增长速度为 3.98%袁比前 4 年减少了 0.8 个百分点遥 原
因在于粮食总产量和棉花总产量的平均增长速度几乎为
零遥 因此袁农业总产值的提高主要依赖于粮棉油生产的发
展袁是典型的传统粮棉油型农业遥
3.2 自发商品化城郊型农业阶段渊1991要2003 年冤
随着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尧 农村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和
乡镇企业的发展等袁粮棉油的生产效益低下袁影响了农民
种植的积极性遥 1991要1995 年袁粮棉总产量出现负增长袁
粮棉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6.44%尧-7.50%袁油
料总产量年平均增长速度仅为 4.30%袁但农业总产值年平
均增长速度却高达 26.32%遥 一方面袁水产品总产量和肉猪
出栏数得到长足发展袁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 34.92%尧
13.04%袁家禽出笼数年平均增长速度维持为 21.13%袁加之
特种养殖如珍珠尧鸽等和家禽产蛋量大幅增加遥 另一方面
蔬菜尧瓜果尧水果产业已初现袁到 1995 年蔬菜产量为 22
000 t尧水果产量为 346 t遥
1996要2003 年袁粮食总产量继续处于徘徊下降之中袁
到 2003 年为历史最低点 21 026 t袁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4.66%曰棉油总产量基本持平袁肉猪出栏数尧家禽出笼数和
水产品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有所下降遥 但农业总产
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仍达 8.07%袁显然在该期间内袁农业
总产值的增长则完全依赖于特种养殖尧蔬菜尧瓜果尧水果尧

花卉尧苗木等与城市居民生活提高相关的农产品遥 蔬菜已
初具规模袁到 2003 年产量达 35 000 t曰水果已形成产业袁
到 2003 年产量达 568 t曰花卉苗木产业正在形成袁2003 年
种植面积达 1 200 hm2曰 还有中药材种植面积达 86.67
hm2遥因此袁农业总产值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传统产业的肉蛋
鱼尧初具规模的蔬菜水果和初具产业的苗木尧花卉等生产
的发展袁粮棉油退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主导地位袁属于自
发商品化城郊型农业遥
3.3 引导产业化城郊型农业阶段渊2004要2010 年冤
在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袁工业反哺农业尧城市支
持农村袁实现工业与农业尧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袁是普遍
的趋向遥 我国也不例外袁自 2003 年以来袁党和政府极为重
视野三农冶问题袁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惠民措施袁农村税费改
革尧农业生产的减免税与补助政策尧农村医疗与养老保险
制度的建立尧农村生产生活贷款制度的制订尧加大公共财
政的支农力度等袁 使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又进入了一个
新的发展时期遥 在野十五冶 期间袁庐山区就制订了一系列
优惠政策袁以吸引外资与内资投入农业项目遥 现有美庐乳
业尧天洋渔业尧华雨禽业尧创大牧业尧庐林绿化尧九香米业等
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 9 家袁 销售收入 600 万元以上的有
18 家遥 同时袁庐山区在稳定土地承包责任制和落实山林权
改革的基础上袁通过规划尧引导尧扶持袁依法鼓励土地使用
权的合理流转袁积极培育种植尧养殖等农业生产大户遥 建
立了花卉苗木尧特种水产品尧无公害蔬菜尧笋用竹尧茶叶尧高
产油茶尧传统水产品尧棉花尧水果等 16 种农产品商品生产
基地袁 农业生产大户上千户袁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15
家袁覆盖了畜禽尧水产尧种植尧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遥
2004要2010 年袁 粮棉油总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
别为 8.38%尧42.36%尧15.91%袁 且棉油总产量均在 2008 年
达到历史最高点遥 肉猪出栏数尧家禽出笼数尧水产品总产
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 17.56%尧17.82%尧4.54%袁且肉
猪出栏数尧家禽出笼数分别在 2010 年和 2006 年达到历史
最高点遥水果尧羊牛奶尧蔬菜尧瓜果尧花卉尧苗木等持续发展袁
2010 年总产量或种植面积均达历史最高点遥 显然农业生
产得到全面发展袁处于历史最好水平袁农业总产值的年平
均增长速度达 14.40%遥 这得益于政策引导和招商引资袁是
农业产业化尧集约化尧规模化效果的显现袁属于引导产业
城郊型农业遥

4 结语
由于江西省及九江市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袁 庐山区城
郊型农业的起步较晚袁在经历了自发商品化阶段之后袁已
处于引导产业化阶段[15]遥 目前袁庐山区大规模开展送科技
下乡活动袁重点推广测土施肥尧沼气建设尧化肥配方深施尧
优质农产品种等农业新技术遥 现有茶叶和蔬菜两个有机
食品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品种优良率达 90%以上袁建立了
鄱阳湖水产科技园遥 但庐山区应进一步加大农业科技投
入尧引进农业科技人才袁推动农业科技园建设袁注重新品
种尧新技术尧新成果的集成与示范袁狠抓名特优新作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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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农业的投入遥 三是加强深化改革袁进一步完善制度遥 要
继续大胆探索和拓展政策性农业保险尧 重点抓好养殖综
合保险袁研究探索柑桔尧无核黄皮尧蚕桑等特色产业的保
险袁为现代农业可持续稳定发展提供有效保障遥 四是加强
综合执法袁为农业产业化发展保驾护航遥 加强以综合执法
为重点的农业行政执法工作袁改革农业执法体制袁健全执
法体系曰抓好执法队伍建设袁完善运行保障机制袁提高农
业综合执法能力和水平袁 重点围绕农业投入品等直接关
系农业生产安全和农民利益现实问题袁以各项法律尧法规
为依据袁加大对重大坑农尧害农事件的惩处力度遥
3.4 加大新型农民的科技培训
一是制定中长期农业技术培训计划袁 对农民进行较
系统的技术培训曰 二是发挥县尧 乡镇农技推广队伍的作
用袁利用建立示范户(田)尧办培训班尧专家讲座尧电视讲座
等形式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曰 三是出台有关政策吸引具有
一定文化知识特别是具有农业专业知识的人员从事农业
生产袁在土地承包尧贷款等各方面进行支持曰四是加强科
技宣传袁一方面灵活通过各种宣传媒介进行科技宣传袁一
方面农业部门定期或不定期深入到各村开展农科宣传袁
培养更多的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村农业技术应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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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的开发袁创造品牌名牌[16-17]遥 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与培训袁提高农村全体劳动者素质袁引导农民走优质
高效农业的道路袁使庐山区尽早转入自觉科技化阶段遥

才遥
3.5 发展品牌农业袁提高产品竞争力
引导企业以野品牌至上袁诚信求实袁优质服务袁开拓创
新冶的理念进行经营袁建成一批有规模尧有影响尧有品牌尧有
效益的无公害农产品尧 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的标准化
生产基地袁创建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遥 如目前已形成以
高村镇为中心的油茶基地袁可将把高村镇打造成为野广东
省油茶专业镇冶袁把云安县打造成为野中国油茶之乡冶遥 如
野托洞腐竹冶袁 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称号袁必须实施标准
化尧科学化生产袁提升腐竹加工工艺水平袁可以野纯天然袁不
添加化学品袁符合食品安全冶为卖点袁进行科学解释与宣
传袁还可以开展腐竹参观品赏旅游袁逐步提高产品知名度袁
可在珠三角开设托洞腐竹专卖店袁培育优质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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