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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把创意经济的理念引入传统农业生产是推进农业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论述创意农

业经济的兴起,归纳了苏州创意农业经济发展的几种模式,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苏州创意农业经济发展的

若干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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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经济蕴藏的巨大价值正在逐步凸显,全球范围内的

创意经济既是发达国家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力引擎,也是

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战略。将创意经济的

理念引入传统农业,运用创意经济的思维逻辑和发展模式推

进传统农业发展,对于培育农业新的经济增长点,增加农民
收入,实现城乡一体化,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创意农业经济的兴起
1.创意农业经济的概念。创意农业经济的提出与创意

经济的兴起密切相关。发轫于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创意经济

以文化艺术为核心,以创新理念为本质,通过创意把产业、科

技、文化以及市场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无可估量的经济

价值,成为了当前最具有发展前景的朝阳产业。创意农业经
济属于创意经济的范畴,它是指借助创意经济的思维逻辑和

发展理念,以农村的生产、生活、生态资源为依托,通过创意

拓展和整合,将科技、文化、社会、人的创造力等各项资源作

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农业研发、生产和销售链的各个环

节中,实现新发展的创新模式。创意农业经济是与地方特色

文化、现代科技、人文环境、市场需求等有机融合的综合农业

产业体,强调从文化软实力的角度提升农业附加值,提升农

业的整体价值。

2.世界创意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当前,创意农业经济在

世界各国得到了很好推广,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

效益。荷兰、日本两国是世界上发展创意农业经济的典型国
家。荷兰创意农业经济重点发展具有设施园艺技术辐射、园

艺产品集散、农业生态观光功能和地区专业分工的创意农业

生产体系,借助于发达的设施农业,集约生产经营花卉、蔬菜

及奶制品,创意农业已成为荷兰出口创汇的重要支柱产业,

成为世界创意农业经济的典范。日本创意农业经济重点开

发农业的绿色、环保、体验、休闲和示范功能,其一村一品、绿

色观光休闲农业,更是独具特色。

3.我国创意农业经济发展现状。创意农业经济在北京、

上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已经起步,各地都认识到创意的力量和
效益,开始重视通过创意的手法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但不

足之处很多,主要问题表现在经济效益不明显,规模经济尚

未出现;品牌意识不强,知识产权缺乏保护;产品技术含量和

附加值有待于进一步提高,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市场开拓的

创新还不够;缺乏发展创意农业的高层次专业人才等。

二、苏州发展创意农业经济的优势
1.区位优势明显。苏州位于江苏省东南部,东临上海,

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处于沪、宁、杭的中心地带,

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副中心城市。境内河流纵横, 湖泊众

多,京杭运河贯通南北,望虞河、娄江、太浦河等连接东西,太

湖、阳澄湖、昆承湖、淀山湖镶嵌其间。312、204 等多条国

道、京沪铁路、沪宁高铁经过苏州,周边有上海虹桥机场,浦

东机场,无锡硕放机场,其高速公路密度达到德国水平,形成

了 一纵三横一环二射 的高速公路网,是交通部授予的公路

交通枢纽城市。辖区有张家港港、常熟港、太仓港,均为国家

一类开放口岸。

2.农业资源优势突出。苏州地处温带,属亚热带季风海

洋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全市地势低平,

平原占总面积的 55% ,水网密布,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主要

种植水稻、麦子、油菜, 出产棉花、蚕桑、林果,特产有碧螺春

茶叶、长江刀鱼、太湖银鱼、阳澄湖大闸蟹等, 素有 水乡泽

国 、天下粮仓 、鱼米之乡 之称,有宋以来有 苏湖熟,天
下足 的美誉。苏州江南水乡近 80%的太湖水面、31. 07万

亩的山地和近万种植物资源,是开发创意农业经济的理想
区域。

3.旅游资源极为丰富。苏州是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

城和风景旅游城市,自古就有 人间天堂 美誉。苏州城始建
于公元前 514年,历经 2500多年沧桑至今仍保持着古代 水

陆并行、河街相邻 的双棋盘格局、三纵三横一环 的河道水
系和 小桥流水、粉墙黛瓦、史迹名园 的独特风貌,被称为

东方威尼斯 。苏州全市有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 419 处,

其中国家级 12处、省级 89处。宋、元、明、清保存至今的古

典园林 60余处。拙政园、留园与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

山庄齐名为我国的四大名园,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环秀山

庄 4个古典园林已被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三、苏州发展创意农业经济的主要模式及问题
1.农产品主导模式。此类模式是以特定农产品为媒介,

结合生态旅游而开展的创意农业经济开发项目。如常熟杨

梅节,至今已成功举办了 12届,目前已初步形成相对完整的

产业链,并打响了常熟区域品牌,带动了常熟商贸业以及旅

游业兴旺,实现了 杨梅为媒、虞山国家森林公园打牌、经济

结果 。
2.农业综合示范区模式。以苏州西山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园区最为典型,园区建成了以 七园一区 为代表的高科技
农业观光园,主要包括:设施蔬菜园,无土栽培生产优质、高

产的无公害洁净蔬菜; 蝴蝶兰花园,生产、展示、销售世界名

贵花卉 # 蝴蝶兰;珍奇瓜果园,生产、展示各类国内外珍奇瓜

果;鱼菜共生园,进行生态、立体种植蔬菜、花卉、养殖鱼类;

海水石斑鱼园,是运用生物科技在没有海水的地区超高密度

养殖海水鱼的示范基地;新果精品园,引进国内外名、特、优、

新果品树种;太湖麋鹿园,引进麋鹿等多种观赏动物,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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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律规范

加强立法是西方发达国家农村养老制度得以顺利实施
的关键。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政策,在为全体社会成员提

供保障的同时,也要求全社会共同承担风险,涉及到各种社
会关系。为了使社会保障具有权威性,就必须把国家、集体、

个人在社会保障活动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形式

加以固定。社会保险立法需要明确:被保险人的范围、缴纳
保险费的原则和标准、获得保险待遇的条件及标准等。国外

经验表明:法律规范是农民养老保险制度有序运行的前提条

件。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
策、文件进行引导,以农民自愿参加为原则。但政策并不具

备法律效应,很容易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而

变化,缺乏稳定性与长期性。而且,由于农村养老保险无法
可依、无章可循,致使基金管理缺乏约束。当务之急,是应该

加快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

3.逐步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
美国养老保障制度具有全民性特征,把全体农民纳入全

体国民的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之中。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长
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决定了我国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

度的差异。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

力的转移,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势在必行。
我们应该根据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与特点,制定农村养

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近期规划和远景目标。当前最重要的是完

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使 新农保 逐步覆盖到全部
农村人口,并积极探索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衔接与协调
机制,逐步推进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一体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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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个集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观赏的综合园;功能服务区,

作为园区的绿色产品宣传、销售的窗口,集农产品展示、购物

及电教科普、绿色餐饮、管理于一体。
3.生态新农村模式。苏州常熟蒋巷村位于常、昆、太三

市交界的阳澄湖水网地区,该村建设了生态种养园、村民新
家园、村民蔬菜园、无公害粮油生产基地,突出农业生产企业

化、农民生活现代化、农村生态自然化的核心。通过老村巷

旧宅改造住老式农舍、吃新鲜蔬菜、用传统炊具、做乡间农活
等方式创造农家生活环境,打造了 当一天蒋巷农民,过一天

农家生活 的农家乐旅游项目。
4.生态休闲观光模式。苏州相城区建起占地 3000 亩、

国内最大的花卉科研观赏基地和世界花卉植物园,吸引游人

来此赏花、买花,在繁荣花卉经济的同时带动旅馆、餐饮、娱
乐等配套服务业发展。同时通过改造湖泊建成珍珠湖公园,

在珍珠养殖上做文章,积极策划推广 江南采珠游 品牌。另
外,还充分挖掘相城区阳澄湖镇大闸蟹资源,以蟹为媒,围绕

阳澄湖莲花岛,建造水上码头,开通 水上巴士 ,开发了以淡
水养殖为主题的农业体验旅游项目,极大延伸了淡水养殖产
业链。

苏州创意农业经济目前处于起步阶段,还面临不少问
题,主要是规划滞后,创意水平较低,大部分创意农业项目特

色不明, ,资源利用效率不高, 创意农业项目资源利用率不

高,投资收益率较低。

四、提高苏州创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对策
1.进一步加强政策支持力度。政府和社会要充分认识

到,引入文化元素,用创意经济的理念实现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是相当有效和必需的。这种新型农业发展理念,需要进一
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因地制宜,既要做好区域性创意农业

经济发展规划,更要做好具体项目的策划,特别要注意处理

好开发主题选择、文化特色融合,农业资源配置等问题。要
完善相关用地政策、土地流转政策,为创意农业经济的规模

化发展提供土地空间。要建立促进创意农业经济发展的专
门管理、服务机构,推动成立创意农业经济方面的行业组织,

为创意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服务。要完善对

创意农业园区财税政策支持,制定创意农业经济开发优惠

政策。
2.积极构建有效的投融资体系。投融资难是当前创意

农业园区普遍遇到的瓶颈问题。要在现有农业投入的基础
上,逐渐提高财政资金、借贷资金对创意农业投入比重。要

加快创意农业发展的资本市场建设,建立多元化创意农业投

入机制,重点发挥农村信用社、小额农业担保公司、农业发展
银行等农字头金融机构信贷作用,同时鼓励民营资本、创投

资金加入,并推动创意农业重点企业上市融资。只有真正建
立有效的投融资体系,解决创意农业经济发展资金投入问

题,才能为其健康发展铺平道路。

3.以科技创新为依托。加强对特色农业品种的研究、利
用。科技部门应把创意农业技术的研究开发和产权保护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在科研立项、科技成果认定、成果转化基地
建设等方面予以关注。鼓励创意农业知识产权的申报,制定

严格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注意引进国际先进生产设

备、工艺和营销管理经验。将信息科学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
与经营中,实现创意农业、数字农业、精准农业有机结合。鼓

励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创意农业园区合作,形成产学研一
体的技术研发体系,加快农业技术革新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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