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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资阳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对策研究
祁玉蓉，杨 坤*，李玲玲，聂有亮
（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四川成都

611130）

摘要：为推动成都和资阳（以下简称“成资”）同城化率先突破，加速成资“八个同城化”。本文采取区位
商和比较优势理论，分析成都和资阳两地农业优势，指出成资农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体制机制、产
业、农业科技和政策四方面提出推动成资农业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加速推进成资现代农业全面融合和
错位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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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是“全国农业产业化先进市”，是川中丘陵特

引言
2018年10月，中共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发布

色农产品资源大市。资阳市坚持以“一县一特”为

的《中共四川省委关于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

抓手，加快构建结构合理、特色鲜明、竞争力强的

明确提出：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进成都和

现代农业“6+3+1”（粮油、蔬菜、生猪（牛羊、渔

资阳同城化突破。此外，省委主要领导赴资阳调研时

业）、柑橘、柠檬、蚕桑等六大特色产业+现代农业

要求：资阳是环成都经济圈的内圈，成资同城化比成

种业、装备、冷链物流等三大先导产业+一个农旅融

德、成眉同城化更有优势，成资同城化要率先突破，

合产业）产业体系。为加速两地同城化建设，两地农

要加速“八个同城化”（指规划布局、基础设施、产

业部门大力推动成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近两年来，

业布局、生态环保、公共服务、户籍管理、人才流

取得一些成效。

动、政策协调等八个同城化）。为贯彻落实省委决策

1.1

政策协同

部署，充分发挥好资阳唯一连接成都、重庆两大国家

成资两地深入沟通交流，达成合作共识，在政

中心城市的区域性城市的地理优势，中共资阳市委提

策扶持、技术人才、信息平台、招商引资等方面合作

出“全面对标成都”，持续对标学习成都理念、标

共建共享。合作完成了《资阳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

准、效率和作风，奋力推动“八个同城化”。而成资

（2017-2026）》，为资阳现代农业发展理清了发展

农业协同发展，不仅是成资同城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推

思路，为建设成渝绿色农产品供给区绘就了蓝图。

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基础性工程。因此，加速

1.2

推进成资现代农业全面融合错位协同发展意义重大。
1

成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情况

产业协同
成资两地合作共建柠檬特色小镇，分别在姚

市、长河源镇、周礼、驯龙、李家、元坝完成10个万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地理环境优越，自然资源

亩粮食高产示范片，在龙台、岳阳、城北建成5万亩

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成都作为国家现代

绿色柠檬基地。资阳与新希望集团在成都签署合作框

农业示范区，坚持都市现代农业发展定位，以生态圈

架协议，计划总投资约40亿元，建设年出栏200万头

构建为指引，以现代农业产业功能区建设为载体，以

生猪产业化项目；与成都沃尔玛、联想佳沃等大型超

产业融合发展为主要方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

市、商场达成农产品直供协议，实现安岳柠檬等生鲜农

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加速农业现代化。而资阳地

产品与超市直接对接；组织企业参加第五届、第六届成

处川中丘陵地区，农业发展历史悠久，农产品资源丰

都农博会，安岳、雁江分别代表资阳展出了丰富的“资
味”农产品，与30余家来自上海、重庆和成都的电商、

项目基金：2019年农林科学院科研专项（乡村振兴背景下
成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研究）；2019年农林科
学院科研专项（成都平原经济区农业协同发展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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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杨坤，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农村经济
分析，农业信息化。

销售商、超市等达成供货协议，合作金额近5 000万元。
1.3

科技协同
资阳市农业农村局与成都农林科学院签订了院

局合作“共同推进农业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建
成“雁江蔬菜新技术种植、安岳柠檬品质提升、乐至
黑山羊保种选育”等3个专家大院。同时，依托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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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共享平台，加快科技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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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商常用来判断一个产业是否构成地区专业
化部门。当区位商大于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的

成资现代农业比较优势分析
产业协同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为

专业化部门，具有地区优势。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

此，本次采取区位商和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分别分

平越高。当区位商小于1或等于1，则认为该产业不具

析成都和资阳两地现代农业的优势。

有地区优势。本文计算成都、资阳两地的第一产业区

2.1

位商，详见表1。

区位商计算
表1

2018年成都、资阳一、二、三产业产值及第一产业区位商

地区

地区生
产总值
（亿元）

第一产业
增加值
（亿元）

占比
（%）

第二产业
增加值
（亿元）

占比
（%）

第三产业
增加值
（亿元）

占比
（%）

第一产业
区位商

成都

15 342.8

522.59

3.4

6 516.19

42.5

8 303.99

54.1

0.809 52

资阳

1 066.5

166.80

15.6

507.60

47.6

392.10

36.8

3.714 28

合计

16 409.3

689.39

4.2

7 023.79

42.8

8 696.09

53.0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2018年成都、资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通过表1，我们得出成都的区位商小于1，第一

较优势明显。从表2看到，在农林牧渔业组成中，成

产业不具有优势，不能满足当地需求。资阳的区位商

都和资阳两地农业产值占比最高，其次是畜牧业。单

大于1，第一产业具有优势，不仅能满足当地需求，

从各业来看，成都农业产值占比高于资阳，但资阳畜

还能供给其他地区。

牧业产值占比高于成都。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

2.2

成都农业发展具有绝对优势，资阳畜牧业发展具有比

比较优势分析
本文选取农林牧渔业构成来对比分析成资两地

的比较优势。通过对比分析发现，成都农业发展的比
表2
地区

农业总产值 农业产值
（亿元） （亿元）

较优势。因此，成都、资阳两地农业发展可以实现内
部结构优势互补。

成都、资阳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及其比例

占比
（%）

林业产值
（亿元）

占比
（%）

畜牧业产值
（亿元）

占比
（%）

渔业产值
（亿元）

占比
（%）

成都

909.3

577.0

63.5

20.6

2.3

254.2

28.0

32.0

3.5

资阳

295.3

139.0

47.1

11.7

4.0

117.1

39.7

9.0

3.0

注：表中数据来源于2018年成都、资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3
3.1

存在问题
体制机制不健全
区域协同发展需要权威的统筹协调机制，而当

地”，整体协同发展意识还较弱，特别是用协同理念
指导工作的自觉性还较低。
4

对策建议

前成都和资阳农业协同还处于起步阶段，尚缺乏有力

4.1

的统筹协调机制，影响了政策执行效果和推进力度。

4.1.1

3.2

产业发展不协调

推进体制机制协同
建立农业协同发展机制

建立成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联席会议制度，定

近年来，成都都市现代农业发展一直走在前

期协调会商，建立规划协调和沟通机制，充分将成都

列，培育和发展了新希望、通威、得益绿色等产业化

的资金、人才、技术、管理、市场等优势与资阳的土

龙头企业，产品品牌竞争力也逐步增强，而资阳现代

地、劳动力等优势结合起来，统筹谋划，引领成资现

农业发展水平还有待提升，二者的差距明显，产业发

代农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展也极不协调，区域产业分工协作格局尚未形成。

4.1.2

3.3

协同发展意识不强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缺乏大区域格局观，在

产业规划、招商引资方面仅关注自身的“一亩三分

建立专业化分工机制

加强成资两地现代农业发展规划衔接，明确各
自农业产业发展定位及特色，错位发展，优势互补，
形成区域间产业合理分布和上下游联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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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业协同

4.2.1

建设“菜篮子”保障供应基地

充分利用资阳现代农业资源优势，确定适度规

2021年第3期

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着力打造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提升区域协同创新的广度和深度。
4.3.2

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模蔬菜种植区域，以及生猪、家禽等现代化养殖基

突出都市现代农业生产、生态功能，围绕高端

地，树立合作标牌，安排经营品种及产量，逐步建立

蔬菜、有机林果、精致养殖、休闲观光等产业开展系

健全统一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提升区域“菜

统创新研究和成果转化。制定区域农业标准，从技术

篮子”应急保障能力。

创新和产品创新向标准创新迈进。研究制定区域农业

4.2.2

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促进成资农业标准化、集约

推进市场对接

围绕成都、资阳两地农产品消费需求，依托发

化、规模化，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和市场竞争

达的交通网络，完善农产品物流圈，建设农产品市场

力，引导区域现代农业良性发展。

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加强与成都大型

4.3.3

探索建立农业科技协同创新投入机制

农产品集散中心、大型商超合作，在成都濛阳蔬菜批

联合设立协同创新专项资金，用于农业重大科

发市场、成都益民集团便民超市等地方开设资阳特色

技创新项目研究和科技协同创新平台建设。搭建区域

蔬菜销售专区，开设销售专柜，促进市场协同。大力

农业科技信息发布平台，筛选适合在成资推广的新技

实施农业品牌发展战略，鼓励成都龙头企业到资阳建

术、新产品向社会推介，促进区域农业项目合作和产

设加工基地，跨区联动、共创品牌。

业技术进步，加快推进区域现代农业发展。

4.2.3

4.4

推进产业园区融合发展

鼓励两地利用各自的资源禀赋优势，通过集中

推进政策协同

4.4.1

完善财政政策

选取有条件、有特色的承载地，合作建立现代农业产

整合中央、省财政涉农建设资金，打捆支持重

业园区，实现资源共享，打造同城化产业生态圈。支

大工程建设。建立成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基金，引导

持有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利

社会资金投入，支持成资合作开展跨区域农业科技研

用成都的政策、技术、品牌等在资阳建基地。定期开

发、成果转化、产业转移接续等平台建设，扶持各类

展功能区及园区工作交流，将成都在管理运营、创新

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壮大。

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创业服务等专业领域

4.4.2

的先进经验传输给资阳。
4.2.4

推进农商文旅体平台建设

依托成都市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服务平台，整

调整产业政策

强化项目带动，抓紧谋划实施一批大项目，研
究出台区域内产业投资负面清单和区域产业转移承接
指导目录，配套出台差别化的区域产业发展支持政

合资源，拓展信息，将成都市农旅休闲观光旅游线路

策，支持各类主体积极参与。

延伸拓展至资阳市域辖区，两地共同组办菜花节、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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