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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纺织原料产销中竞争情报缺失的原因及其对策
李美琴
（武汉纺织大学 图书馆，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分析竞争情报在农业纺织原料产业中应用的意义，根据我国农业纺织原料产业的生产和经营现状，探讨
该产业在竞争情报应用中缺失的原因，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加强竞争情报服务的对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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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加快，市场竞争

但竞争情报的掌握和运用对农业纺织原料产、供、销有

更加激烈, 竞争的内涵发生了显著变化，竞争情报开

效运转，实现利润最大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农

始成为继资金、技术和人才之后推动经济发展的第四

业纺织原料合理生产和经营，直接关系到农业内部种植、

[1]

要素和重要力量 。农业纺织原料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

畜牧、林业的平衡，关系到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

中的重要产业，并和原料加工业、纺织工业、服装及

农民的收入，从而关系着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和地区

[2]

贸易等构成一条较长的产业链 。产业链的高效运行需
要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及市场需求等科技情报的支撑，

之间的协调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农业纺织原料产业需要竞争情报的服务和支撑，

正是基于此，加强农业信息资源的建设，将竞争情报

在当今显得尤为重要：一是自我国加入WTO 后，我国

的理念、方法和功能应用到农业纺织原料产业领域中

纺织原料产业的发展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环境，反

去，显得尤为重要。

倾销措施、技术壁垒、关税壁垒等构成了出口障碍和
利益限制，迫切需要对相关纺织原料产品贸易国在政

一、研究农业纺织原料产销中竞争情报的意义

策法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和

“竞争情报”这一表述来源于英文中的“Competitive

分析；二是纺织原料产业的发展需要现代科技的支撑，

Intelligence”一词，它是竞争主体为获取竞争优势而通过

而科技的获取、创新及应用离不开竞争情报的支持，

合法手段搜集、分析竞争环境、竞争对手和竞争战略的

为创新开发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需要收集和

相关信息，并将其应用于决策的情报研究, 它既是一个

分析国内外相关纺织原料新产品、新技术和新理念等

[1]

过程，也是一种产品 。竞争情报研究的内容包括四个

信息；三是农业纺织原料作为一种特殊农产品，其功

方面：（1）、理解竞争的性质；（2）、理解竞争者。包括

能和作用主要体现在纺织产业链中，而这条复杂的长

识别竞争者、收集竞争者情报、推断对手的竞争策略。

产业链对各个环节在数量、质量、技术和时间等方面

（3）、分析竞争优势，主要包括竞争态势和竞争地位分

均有严格的要求，只有通过竞争情报的服务，了解纺

析、优势、弱点、机会、威胁（SWOT）分析及对未来竞

织原料产业内的供需状态和变化趋势，以及上下游各

争动向和趋势的推测等。（4）、制定致胜的竞争战略。

[3]

它是生产和经营者制定决策的依据，也是他们在竞争保
持优势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法宝。
纺织产业链最底端是纺织原料，纺织原料又分为工
业纺织原料（化学纤维）和农业纺织原料（天然纤维，
包括棉花、麻类、羊毛、蚕茧）。生产工业纺织原料的企

种要素的合理分配，才能使得该产业链有序高效运行，
也才能促进原料产业自身的发展。

二、我国农业纺织原料生产规模与竞争情报利用
现状
（一）农业纺织原料产业的生产规模与生产组织者

业，必须具有一定的规模、资金、技术，同时具备产、

中国是农业纺织原料的生产大国，消费大国，也是

供、销、研发团队，对竞争情报的掌握、分析和运用具

出口大国。我国的农业纺织原料总产量居于世界首位，

有一定的优势，相比而言，农业纺织原料的生产分散，

对于世界纺织原料市场具有巨大影响，也在中国农业中

个体性较普遍，对竞争情报的拥有和应用均处于弱势，

扮演重要角色（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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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中国农业纺织材料的的生产规模和产量（2012 年）

分类

生产规模

产量（万吨） 在全球地位

棉花

5038 千公倾

658.9

位居第一位

原麻

118 千公倾

29.6

苎麻位居第一位、

67

在山东烟台举办了中国棉花预警系统地方棉花信息网络
培训班,为加强竞争情报的开发应用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
导。
然而，在农业纺织原料产业的实际运行中，不论在

亚麻位居第二位

生产数量还是在产品质量上，以及时效性等方面均存在

原毛

28235.8 万只

45.5

羊毛位居第二位

一定程度的不协调，影响整个纺织产业链的有序运行，

茧丝

829.9 千公倾（桑园）

91.6

蚕丝位居第一位

其中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生产规模的不稳定，种植面积

注：
（1）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12 年;（2）在全球地位见

时增时减，导致产量的年际波动剧烈；二是与产品数量

文献[2]P 89.

波动相伴的价格波动，往往使得纺织加工企业无所适从；

农业纺织原料产业已形成了一定的空间分布。棉花
产区主要集中在新疆、河南、山东、河北、江苏、安徽、
湖北等 7 个省份，其棉花产量接近全国总产量的 90%；
苎麻生产特别是长江流域麻区已建立许多大规模苎麻基
地，这一麻区的苎麻种植面积和产量已占全国 90%以上；
新疆、内蒙古、河北、吉林、山东、黑龙江、青海、甘
肃 8 个省份的羊毛产量已达全国总产量的 80%以上；蚕
业基地正向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广西、重庆和四
川 8 个省市集中，该 8 省市年生产蚕茧占全国总产的

三是在一些年份国内棉价持续高于国际市场，造成我国
棉纺织产业链的竞争力严重削弱，严重影响到纺织行业
的平稳运行，威胁到中国纺织的产业安全；四是农民生
产（品种和数量）决策缺乏科学依据，盲从性和随意性
较大。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竞争情报在此领域的应用仍
存在严重不足或缺失。

三、农业纺织原料产销中竞争情报缺失的原因
（一）人才匮乏，不可避免竞争情报失察
运用竞争情报的目的，是了解竞争目标、竞争对

[2]

90% 。
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业生产基本是以
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和经营，近年来，随着农业产业化
的逐步深化，专业组织合作也逐渐发展，少数农业企业
也形成一定规模，但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模式仍占主导
地位，虽然农业纺织原料基地形成，但仍多数采取家庭
个体生经营，松散形的合作方式。另外，农村进城务工
劳动力的增加，留守在农村的妇女、老人和儿童居多，
而农业纺织原料主要集中在中、西部，更面临着这个问
题，生产经营者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以家庭为单位，应
对市场、信息、技术竞争的反应能力差。

（二）农业纺织原料生产经营者利用竞争情报现状和
问题
随着农村信息服务的发展，到2009年我国已有90%
以上的县级农业部门和近50%的乡镇建立了农业信息服
务网和域网，一个覆盖全国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用户

手、竞争环境，从而制定竞争策略，提高竞争力，前
提基础是具有高素质的信息人才。但就广大农村而言，
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经营才能还处于极为薄弱状态，
以中部产棉大省河南较发达地区洛阳市为例，农村劳
动力中文盲占 5%，小学文化程度占 25%，初中文化程
[6]

度占 55%，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者仅占 25% 。就农村组
织者和管理者而言，虽然农民企业家和乡村干部的素
质在逐步提升，但由于农业纺织原料市场的复杂多变
和信息情报利用难度的加大，人才缺乏仍比较明显。
一方面农村青壮年（并且主要是有文化和相对素质较
高者）劳动力流向城市，从事更高收人的非农产业，
另一方面外界输送到农村的高素质人才极为有限，即
使农业高校培养的学生也大多没有投身到农村经济建
设行列（见表 2）。
表2

[4]

的农村信息化网络体系已初步形成 。在农业纺织原料产
业领域，竞争情报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得到体现和应用，
以棉花产业为例，棉花产业安全长期以来受到学术界和
政府的高度关注，产业安全指标体系正在不断构筑和完
善之中，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自1997年起就
开展信息化的研究和服务, 建立了棉花产业经济预警和
监测监控的方法原理, 创建了“中国棉花景气指数”和
“中国棉花生产景气指数”模型，到2005年共发布《中
国棉花生产景气报告》70多期，为棉花决策科学化提供
适时的、准确的信息和技术支持，有效提升产棉大国的
[5]

信息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2011年6月，中国棉花协会

年
份

2004-2008 年农业院校本科毕业生就业流向表 （单位：%）
就业率

升学

企业

农业推广

其他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院校
A

B

A

B

A

B

A

B

A

B

2004 97.2

95

26.3

14

55.6

52

0.2

1

17.9

33

2005 96.4

96

28.0

16

57.9

59

0.2

0

13.9

25

2006 95.9

92

26.6

12

58.6

70

0.4

1

14.4

17

2007 95.2

92

25.5

15

58.9

71

1.4

0

14.2

14

2008 95.1

94

27.5

12

57.5

74

2.2

0

12.8

14

注：（1）院校A为湖北省部属农业院校，院校B为四川农业大学的
农科毕业生；（2）院校A、B的数据分别来源文献[7]和[8],并经过相
应计算得到；（3）“其他”包括教育系统、科研系统、事业单位
和党政机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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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的数据表明，虽然农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较

乏的基础上，导致无论是信息网络，还是竞争情报系统

高，但总体而言主要是流向企业，其次是升学，另外教

均无法发挥高效能。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加大竞争情

育系统、科研系统、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等吸引了一定

报的教育力度，构建既具有农学及农业经济学背景又具

比例毕业生，真正从事农业推广和农业服务的比例很低，

有竞争情报学知识的人才队伍。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这

即使是农业高校中的农科生（表 2 中的院校 B），流向农

个问题，一是在农业院校设置竞争情报学课程，培养专

业推广的比例几年来均未没有超过 1%。人才在总量和结

门人才；二是将现有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并将这

构上所表现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竞争情报的收

他们充实到县市、乡镇、村基层组织中去，确实构建一

集、分析和应用。

个县市—乡镇—村—农民的行之有效的竞争情报系统，

（二）农业纺织原料市场反应机制相对迟缓

政府为主导的竞争情报体制，能应对市场竞争引导农民

工业纺织原料生产现代化程度高，市场需求的变化

做出快速反应和相应调整，该机制能真正在农业纺织原

可以较迅速地传递到生产的各个环节，产业链上的企业

料链上发挥环境监视、市场预警、技术跟踪、对手分析、

可以根据收集到的市场竞争情报快速调整其产销各环

策略制定和反情报的功能，确保农业纺织原料生产销售

节，而农业纺织原料生产周期性较长，受自然环境、气

的平稳性增长。

候等因素影响，不确定性因素较多，很难在短期内，根

（二）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农民竞争情报意识

据市场需求作出相应调整，表现出农业纺织原料生产链

我国农业纺织原料产地多集中于广大的西部地区，

中物流与竞争情报相对迟缓与滞后，给政府的宏观调控

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素质显著低于全国总体水平，文

造成较大难度，导致进出口的失衡，严重影响到国内市

盲、半文盲高达 24% ，这些年虽有所改善，但因农民进

场，给众多农户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例如 1995-1998 年，

城务工浪潮的兴起，这种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观，由于

国内棉花供应充足，甚至出现严重积压的情况，而此期

文化程度的限制，广大农户缺乏收集竞争情报的途径，

间，中国累计进口 350 多万吨棉花，对国内棉花供求市

更谈不上树立运用竞争情报的意识，导致种什么种多少，

场起了逆向调节作用。1999 年 2000 年国际价格较低，

盲目跟风，往往农民生产经营与市场需求脱节，这就需

恰恰是我国棉花出口量最多的两年，表现出“高价买进，

要各级政府确实加大宣传力度，农民提高竞争情报意识，

[2]

[9]

低价卖出”的反常现象， 这是对市场竞争情报分析和对

不再盲目生产，而将自己的产销与政府和专业机构所提

市场的预期不足，反应机制迟缓所致。

供的竞争情报相结合，变被动接受政府指导，为主动与

（三）缺乏竞争情报意识，跟风浪潮受价值规律滞后

政府和有关机构联系索取竞争情报服务，结合自己的实

信息操纵
我国农业纺织原料的产销主流特征是规模小、分散
性、农户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收集运用竞争情报
的意识和途径，竞争情报对众多的农户而言是稀缺资源，

情及时反馈信息，顺应市场竞争的变化。

（三）大力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对农户全方位的竞
争情报服务
农业纺织原料竞争情报系统也由三大网络组成，即

很难获取市场信息，从而无法对市场预测作出理性、准

组织网络、信息网络和人际网络。而行业协会是三大网

确的判断，故往往是根据市场前期生产什么赚钱，或者

络的交集，在竞争情报服务中应该扮演着重要角色，而

别人生产什么赚钱，就一窝蜂的生产什么，个体理性导

目前它主要在学术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实际无论在

致集体非理性生产经营，而产品的价格受价值规律的制

协调农业纺织经济宏观调控上，还是在纺织业生产链上，

约，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导致农业纺织原料一时丰收积

尤其是在对基层服务中的作用往往容易被忽视。它在二

压，价格低“难卖”，一时产量少，价格高“难买”交替

个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和作用，必须充分的利用，

出现，使得纺织产业链最底端农业纺织原料的供给与该

才能为农户提供全方位的竞争情报服务。一是纺织行业

链上部环节严重脱节，使得纺织产业链的平稳运行受阻。

协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三大网络交集），为政府对农业

四、竞争情报服务于农业纺织原料产业链的对策

纺织原料的宏观调控决策提供支持，使政府能顺向调节
纺织原料进出口量与国际价格，平衡农业纺织原料的国

（一）加大竞争情报教育力度，提高政府对农户的有

际国内需求，确保农户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农业科技创

效引导

新，技术推广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事，而纺织协会也有

虽然到目前为止，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用户的一

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纺织行业协会是一个建立在高品

个覆盖全国农村信息网络体系已形成，但在县市—乡镇

质的学术平台上的协会，而当今农业纺织原料市场的竞

—村—农民的政府指导模式下，该网络信息平台并未充

争是建立在对国际市场发展趋势和国内行情的了解基础

分发挥它的作用。以此模式建立起来的竞争情报系统，

上，依靠科技创新才取得竞争优势。这就要求我国农业

必须有人力资源作保障，而它却建立在竞争情报人员匮

纺织原料不断开发优质产品，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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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市场，运用竞争情报的导向，去分析对手，根据市场

应竞争情报的运用，才能依据竞争情报及时掌握国际国

需求确定农业纺织原料开发目标。科技创新与推广尤其

内纺织市场变化，而制定策略，并迅速落实到产、供、

重要，这正是有学术背景的纺织协会所拥有的资源，它

销的各个环节，建立起生产、经营、销售的顺畅渠道，

应积极搞好科技示范，农业技术推广，帮助指导农户，

提高我国农业纺织原料的市场竞争力，使农民的收入稳

将创新科技及时转化成生产力，在农业纺织原料科技决

步增长。

策体系中引入竞争情报机制，提高我国农业纺织原料生
产者在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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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etition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e textile raw materials. It explores the
causes of the lack of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appl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situation of agriculture textile material
industry in China. On this basis, it discusses the counter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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