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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Jilin Province is a big agricultural province.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economy,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ing industry of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is 
paper takes the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rough 
the description of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agricultural product processing 
industry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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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 

吴冬 

(1. 吉林工商学院、经贸学院，吉林省 长春 130000) 

摘要：吉林省是一个农业大省，农业经济发展特别是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存在着诸多问题。以吉林省绿色农产品产业

为研究对象，通过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描述，分析出目前存在的问题，并相应提出吉林省绿色农产品

加工产业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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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农产品加工业，换言之就是把农产品作为原材料进行一系列的加工，加工后成为人们可以使用的产品，

其中以食用的居多。农产品加工业连接着农产品生产市场与人民的生活消费市场[1]。绿色农产品主要分

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绿色农产品加工品。 

吉林省属于相对经济不发达地区，农业生产技术和标准不能和发达地区相比，农民对绿色农产品的认

知度也较低，应当鼓励和推广绿色农产品业的发展。吉林省绿色农产品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对绿色农产

品资料的统计工作尚不完善，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农业统计部门并没有涉及绿色概念，所以本文的侧重点不

在于绿色农产品的详细分类和是否得到认证，而是要整体上探讨吉林省绿色农产品的产业发展情况。近年

吉林省农、林、牧、渔业和得到绿色认证的农产品加工业划入到绿色农产品的概念内[2]，本文研究的绿

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包括传统的农、林、牧、渔和全力推进生态农业科技示范项目，绿色蔬菜、茶叶种植基

地和农业示范园建设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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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的总体状况 

1.1 食品    

在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有力推动下，吉林省食品产业已发展成为门类比较齐全，既能满

足国内市场需求，又具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并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1.1.1 种植业 

世界第三、亚洲最大的玉米深加工企业长春大成集团，年加工玉米 300 万吨；国内最大的鲜玉米食品

生产企业吉林天景食品有限公司，年加工鲜食玉米 8、5 万吨；还有一批龙头企业，如德春米业（辽源）、

吉林新禾米业股份有限公司、四平红嘴油脂有限公司、长春大成、黄龙食品公司、犁树新天龙酒精公司、

梅河阜康酒精公司等企业，这些重点企业都成为吉林省食品工业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3]。 

1.1.2 畜牧业 

亚洲最大的清真肉牛生产企业长春皓月清真肉业有限公司，年屠宰肉牛 50 万只头、肉羊 30 万只;国

内大型肉鸡加工企业吉林德大公司，年屠宰肉鸡 2 亿只。长春皓月;长春金锣肉制品有限公司;吉林华正牧

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等一批大型龙头公司[4]。 

无论是种植业还是畜牧业，在规模迅速扩张的同时，吉林省食品工业经济效益也随之提升。主要产品

大幅度增长，玉米赖安酸、发酵酒精、包装饮用水、葡萄酒、冷饮饮品、鲜冷藏肉等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

列。围绕玉米、水稻、大豆等精深加工，生猪、肉牛、禽类屠宰加工，中药材、参茸、林蛙、水果、食用

菌、山野菜等精深加工分别形成了龙头企业和优势产业。 

1.2 非食品   

1.2.1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是吉林省的传统行业，近十年来，随着招商引资并购重组，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产

品结构，淘汰小造纸厂，行业又焕发了生机，企业的整体技术、装备水平，技术创新能力有了提升。 

吉林省造纸及纸制品企业主要分布在吉林市、延边洲、白城市和白山市。重点企业主要有吉林晨鸣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延边石岘白麓纸业有限公司、白山红桥纸业有限公司和吉林省华金纸业有限公司等。 

1.2.2 造纸及纸制品行业 

木材加工及木制品业、家具制造业 

吉林省木制品行业产品主要有木门、地板、人造板等，其中木门生产企业有 200多家。总体规模可进

入全国前 10位的行列，是实木门的生产大省。 

主要企业有吉林兄弟木业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森工金桥地板集团有限公司、吉林森林王木业有限公司、

吉林森工集团露水河刨花板厂等。 

作为国家重点林业大省，家具行业曾是吉林省优势产业，由于政策、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加之

外资企业涌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竞争力减弱，近十年来不断努力，现在居全国中等水平。 

吉林省家具行业主要企业有吉林森工华英家具有限责任公司、吉林省蜂巢家具有限责任公司等。 

2 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存在问题 

2.1 人们意识不强、缺乏宣传力度 

人们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不清，绿色文明，绿色理念没有形成，尤其对发展绿色农业还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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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误区，绿色消费转变十分困难。农民是否愿意接受绿色农业建设，往往是从短期的经济效益出发，看

看能否即时为他们增加收入，从而忽视了长远的环境效益。相当多的农村干部、群众对绿色农业效益所知

甚少，习惯于耕种传统作物，面对绿色食品认识不足。此外，环保意识不强，在开发农作物的同时，往往

破坏了原有的生态农业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农民科技素质低，只习惯利用化肥、农药来增产增

收，致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产品残留有毒物质，农民自身也处于增产不增收的境地。 

绿色食品由于在我国起步晚，规模相对较小，宣传力度不够，致使消费者对绿色农产品概念缺乏深入

了解，往往未将绿色农产品纳入消费预算中，消费随意性较大。 

2.2 运作资金不足 

绿色农产品加工需要先进的工艺和设备，现在多数乡镇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也无大量资金投入，

加之农业和其相关产业效益较低，难以吸引金融、信贷的支持。大多数农村在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

生存环境等方面条件很差，亟需政府加大投入力度。 

2.3 产业规模不大 

绿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滞后，缺乏规模经济我国绿色农产品生产虽然有了快速发展，但是还没有形成规

模化、专业化、产业化生产基地，与品种齐全的成熟市场要求还有着很大差距。虽然在各地几乎都有绿色

农产品种植地，但每块种植地的面积都较小，由一家一户种植和养殖，规模小、专业化不强，从而缺少规

模效应，使得绿色农产品成本增加。加工、仓储、运销的龙头企业也很滞后，其主导产品单一、雷同、规

模小，竞争力差，牵动能力弱，创汇龙头企业更少。 

2.4 市场不健全 

技术标准及营销网络等，绿色农业生产及其配套技术与标准存在许多问题绿色食品发展要开发安全、

无毒、优质的无污染农产品，就要建立一整套绿色农业生产技术体系。从生产、运输、加工、贮藏到销售

过程中无任何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安全优质。在生产环节，绿色农产品生产的配套技术研究还存在许

多问题，相应的技术标准是否真正被广大农户所接受与应用，还难以全面确切地掌握；在流通环节，绿色

农产品与普通农产品从外观上无法区别；全程质量监控由于管理体制、检测体系、执法体系等问题的存在，

还难以统一协调解决，监督检测技术的实用性、可推广性不强。我国绿色食品技术标准体系虽然较健全，

但仍有许多国家没有承认我国绿色食品技术标准的规格。 

同时，绿色农产品市场开发较晚，营销网络和市场体系不够健全。第一，由于经营分散，使绿色农产

品不能形成统一健全的营销网络和市场体系。第二，生产绿色农产品的企业缺乏市场观念，一些企业存在

着“轻市场、重申报”或“轻零售、重批发”或过分依赖政府行为等现象。绿色食品一般只有在一些大型

超市才能买到，且零散、种类少。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很难方便、快捷的买到这些食品。绿色食品批发、

零售业务的不完善，致使绿色食品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点缀品、稀罕品。第三，绿色农产品质量保证体系不

健全，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信心。目前一些绿色农产品生产企业只求得一个“绿色”卖点，而没有在提高

质量和加强管理上下功夫。 

2.5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 

政府扶持力度不够，缺乏资金投入近年来，我国各省都相继制定了绿色食品发展规划，各级政府都纷

纷制定本地区发展规划，农民和企业也认识了发展绿色食品重要性。然而，绿色农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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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工程，从育种、生产资料供应、生产到加工、仓储、运销等一系列环节都需要一定的财力支持，而由于

绿色食品从种子、肥料、农药到育种、栽培、耕作等工艺较繁，成本较高，单靠农民自身投入是不够的。

现今绿色农业刚刚起步，很多绿色农业生产基地仍然处于建设的初期，财政未能独立，只有依赖政府扶植。

可是国家财政补贴有限，以致很多绿色农业建设未能全面地展开，部分项目迟迟未能付于实行。 

3 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食品类）发展建议 

充分发挥吉林省食品产业的地理资源优势、产业集群、产业循环链的优势，大力发展安全健康食品产

业，提升食品加工科技含量，提升食品产业附加值，推动食品产业生级，构建成具有吉林特色的现代食品

工业体系，将吉林省建构成为”绿色食品之都”。 

3.1 种植业加工产业的发展对策建议 

3.1.1 加强宣传、提升认识 

加大宣传力度，倡导绿色观念，增强全社会的绿色消费意识，推动人们思想认识与生产观念的转变。

通过各种有效手段，提高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知力和接受度，增强公众的健康意识、环境意识、绿色意

识，加强宣传教育，树立生产者的绿色生产观念要强化对农业生产者的宣传教育。 

3.1.2 加大投入资金 

金融机构要按照行业导向，加大对特色食品产业的金融支持。保险、担保机构要加强农村金融服务。

开发更多适合特色食品产业发展的金融产品，增加信贷投入。探索发展特色种养业保险业务，对条件成熟

的产品实行政策性农业保险，鼓励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将大宗特色农产品纳入保险范畴。通过独姿、合资、

合作等途径，吸收社会资本和外姿进入特色食品产业领域。 

3.1.3 推行产业化经营、农合组织 

加强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提高绿色农产品生产力在目前我国绿色农产品尚不可能大规模普遍推

广的情况下，加强绿色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便成为加快绿色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在一定意义上说，

建设高标准的绿色农产品基地是绿色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 

加强龙头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产业协会建设，充分发挥其连接农户与企业、农户与市场的

桥梁和带作用。采取补助、奖励、贴息等方式，鼓励企业自建示范基地，辐射带动农民建设特色食品原料

基地。推动企业与农民、合作社等实行订单生产、合同订购。鼓励企业采取承贷承还、信贷担保等方式，

缓解基地农户资金困难。支持合作社和农户入股企业[7]。 

3.1.4 提高技术研发、健全市场网络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龙头企业绿色农产品的技术研发、生产、市场推广与促销，均不可能通过分散经

营的小农户独立完成，而只能通过农业龙头企业承担参与市场竞争的重任。农业龙头企业上连市场，下连

基地，实行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营方式，具有较大的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能够把分散的小

农户生产带入现代市场。 

初级农产品占据比重较大的现象，加工深度高、附加值高的产品数量还比较少，企业产品技术、加工

人员的素质也还有待加强。这些都严重影响我国绿色农业的发展，都要求我国绿色农产品加工体系在质量

标准体系、产业组织模式、精深加工等方面不断完善，以全面提升我国绿色农产品的质量标准。 

3.1.5 税收、土地政策等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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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土地供应，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生产，在保护生态环境前提下，加大荒山荒坡开发力度，开发森

林食品。采取承包、租赁、转让、入股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村土地和集体林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优先规划、

优先安排特色食品产业企业、园区建设用地。 

优惠税收政策，对从事特色食品生产的企业，符合国家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条件的，可按减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给予补贴。对企业引进

先进技术和设备的，按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3.2 畜禽乳深加工产业的发展对策建议 

3.2.1 以区域资源优势，助推重点优势产业 

以资源整合为重点，实现共享效应。加大玉米精深加工、生物质转化、畜禽养殖、长白山特色资源人

参、鹿、林蛙等重点产业秩序郑和力度[5]，从而进一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市场竞争力，形成发展合力，

进一步做大经济总量、壮大区域经济，促进全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5]。 

畜禽乳深加工业是吉林省的优势产业。依托吉林省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重点积极发展畜禽乳加工业。发

展酸奶、功能性乳制品，让乳品发展高附加值等[6]。 

3.2.2 结合产业园区，打造产业集群 

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食品产业升级。加强品牌建设，打造绿色有机基地。依托产学研平台，打造

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扩大循环经济相关科技专项资金规模，联合吉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长春工业大学、

长春大学、吉林食品工业设计研究院、吉林农业科学研究等食品科研机构及协会搭建产学研平台，支持企

业改良食品制造工艺、提高食品产业附加值，支持企业研究开发废弃物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等新技术，增

强食品产业的核心竞争力[7]。 

3.2.3 建全产业链体系，打造循环经济模式 

扶持食品企业做大做强，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积极引进一批循环经济企业、补链型企业，通过副

产品深加工、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等方式，促进两者之间共生互补，打造企业间循环模式，产生了新的经济

效益。如吉林省吉东种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饲用玉米，辽源市金良粮食收储有限企业和辽源市福山粮油饲

料有限责任公司收购其饲用玉米进行安全饲料加工，吉林金翼食品有限公司规模化鸡蛋养殖利用其饲料，

东辽惠民生物质能源有限公司利用了吉林金翼有限公司鸡粪进行生产有机肥，有机肥又被用于饲用玉米种

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饲用玉米生产、安全饲料加工、规模化鸡蛋安全养殖、蛋品深加工、鸡粪发酵后

沼液生产有机肥用有机肥用于有机蔬菜和有机农作物的生产，促进有机农业的发展，形成农业循环经济闭

合式产业链[8]。 

4 吉林省绿色农产品加工产业（非食品类）发展建议 

4.1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的发展对策建议 

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加强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发展优势产业，提高竞

争力。 

制浆造纸及纸制品行业，采取有效措施实现节能降耗、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确保我省造纸工业可持续

发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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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木制品及家具行业的发展对策建议 

在行业内进一步加强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打造低碳绿色产业。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鼓励企业

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优先支持与产业转移、节能减排、淘汰落后、兼并重组相结合的技术改造项目，支

持利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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