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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国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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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我国在农业生物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现代农业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等领域已经取得了一定
的进步，但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需要引入风险投资。然而，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仍然存在一些
体制机制方面的问题，如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农业企业制度及运行机制无法满足风险投
资的要求等。国外发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政
府的支持力度，健全风险投资机制，建立现代农业企业制度及运行机制，以加快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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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投资的制约因素 [6] 及其相应对策 [7]。当前，我国农

一、问题的提出

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如何？农业高新技术产

风险投资，也称创业投资，是把资本投向蕴藏

业风险投资存在怎样的问题？国外农业高新技术产

着高失败风险的高新技术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

业风险投资能对我国的发展提供怎样的有益借鉴？

域，旨在促使高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产业化，

本文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1]

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一种投资过程 。风险投资起

二、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现状

源于15世纪的西欧，于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硅谷盛
行，70年代以后，高新技术产业开始成为风险投资

（一）农业高新技术及其应用分类

的主要领域。

众 所周知，传 统 农 业由于技 术停滞而发 展缓

长期以来，农业因具有“风险高、成本高和收

慢。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顺应时代要求，通过

益低”等特点而得不到风险投资者的青睐。随着技

多渠道增加农业高科技投入，促进农业增长。农业

术进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成为风险投资者

高新技 术可以划分为农 业 生物技 术、农 业信息技

的投资对象。农业高新技术企业是农业高新技术产

术、现代农业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等三大类（详见

业的主体，是专门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农业高新技

表1）[8] 。农业高新技术的领域范畴比较广，产业应

术产品的企业 [2] 。国内学者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

用层面较多。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为了推动

险投资的研究越来越关注，集中于分析农业高新技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重点培养和发展了一批

[3]

术产业风险投资的概念 、引用风险投资的必要性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其典型代表为陕西杨凌

[4]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通过体制改革和技术创

、引用风险投资的可行性 [5]、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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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把科技优势迅速转化为产业优势，为我国农业

后，农业信息化发展非常迅速，取得了众多农业信息

产业化发展作出贡献。

化成果，某些领域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当前，随着

表1 农业高新技术及其应用分类

物联网时代的到来，智能农业成为物联网重点领域

技术开发层面分类
产业应用层面分类
基因工程、细胞工程、 遗传育种、转基因育种、植物快
农 业生物 酶 工 程 、微 生 物（发 速繁殖、动物快速繁殖、农业生
技术
酵）工程
长素生产、生物农药、畜类疫苗、
药用保健食品
传感 技 术 、遥 感 技 术 智能化农业专家系统（AES）的建
（RS）、地理信息系统 立；模型模拟的农业决策支持系
农 业信息 （CIS）、全球定位系统 统（DSS）的建立；计算机网络技
技术
（C P S）、远程 通信技 术的农业应用；3S支持下的精确
术、计算机网络技术、 农业（PA）技术开发；农业管理
数据库技术
信息系统（MIS）数据库的建立
新 能 源 技 术 、海 洋 技 高效水资源利用技术、设施（工
现代农 业 术、新材料技术、空间 厂化）农 业、田间信息实时采集
资 源与环 技 术 、环 境 控 制 技 术 技术和设备、农业环境可控技术
境工程 技 、诊断施肥技术、工程 动植物产品安全生产技术、农业
术
管理技术、无疫害生产 职能机械和设备、无疫害化生产
技术
技术体系

应用示范工程之一。农业信息化依托物联网，其整

领域范畴

体水平迅速提升。
（四）现代农业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
在现代农业资源与环境工程技术方面，农业工
程技术是通过运用现代技术成果、工业生产方式、
工程建设手段和工程管理方法将农业生物技术、农
艺措施、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业经营管理紧密结合，
利用先 进 适用的技 术装备，形成 农 业的标准化作
业、专业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以促进农业现代化发
展 [11] 。以水资源利用效率为例，当前我国水资源利

（二）农业生物技术

用效率比较低，水资源浪费严重，主要在于我国对

2 0 世纪以来，世界 生物技 术 取得了突飞猛 进

水资源的利用属于粗放低效利用，加上现有的农业

的发展：70年代DNA分子水平的基因拼接及重组，

资源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农业资

90年代之后人类基因组序列“工作框架图谱”的完

源利用和保护的要求 [12] 。因此，需要提高水资源利

成。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水平在

用效率，建立节水型社会，实现水资源利用的可持

发展中国家处于 领先 地位，某 些 优势领域已经能

续性。

够与国际发达国家同步发展、自主创新。例如，重要

总之，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

农艺性状基因的克隆与基因功能研究、生物技术育

一定的进步，但仍然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因此需要

种、动物克隆及转基因动物技术、动植物生物反应

引入新的动力，促进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器研究、生物农药、生物饲料、生物肥料、重组工程

而这一新的动力则为风险投资。

疫苗、转基因安全性评价技术研究等。在“十一五”

三、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期间，我国培育的主要农作物新品种有2600多个，

（一）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现状

良种覆盖率达95%以上，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
[9]

水平达52%，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52% 。此外，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仍然表现出良好态势，

国家政策大力支持农业生物技术研究，2011年12月

我国农业在未来10-15年之内都将保持长期稳定成

31日《农业科技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发布，以及

长，农业行业“抗周期性”强、投资风险小，而且具

2012年1月29日科学技术部印发的《高新技术产业化

有很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 [13] 。早在1999年我国政

及其环境建设“十二五”专项规划》，都提出了明确

府就明确指出要培育适合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

的发展方向。

资本市场，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同时，对农业高新

（三）农业信息技术

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税收、贷款、土地使用费、土地

从全球的视角来看，农业信息技术的使用始于

租赁费及其他费用方面给予外资各种优惠条件。经

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由简单向综合、由低级向高

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风险投资公司逐渐发展并积

级、由单机到网络化的发展过程。目前，欧美等发达

累经验，这使风险投资进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有了

国家的农业信息技术应用已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

良好基础。截至2011年底，我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

各类信息技术和相关产品已经在农业生产各类经

累计投资项目数9978项，较2010年增加1285项，增

营管理中广泛应用。例如，美国的农业生产中有82%

长14.8%。其中，投资高新技术企业项目数5940项，

的土壤采样使用GIS，74%用GIS制图，38%收割机

占比59.5%。我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累计投资金额

带测产器，61%采用产量分析系统，90%采用精确农

2036.6亿元，较2010年增长36.6%。其中，投资高新

业技术

[10]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引进农业信息化之

技术企业金额1038.6亿元，占比51.0% ①。可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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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强度不断加大。2006年

运输设备时对私人投资的挤入效应尤其明显 [15]。刘

5月，国际知名的红杉资本首度进军农业领域，向福

忠敏等人的研究也表明，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看

建利农集团投资500万美元。随后，风险投资进军农

我国政府投资都“挤入”了私人投资 [16] 。可见，政府

业领域并不断深入。据统计，自20 06年至2011年上

在吸引和刺激私人投资参与农业科技活动中的作用

半年，我国农业领域已经披露的投资案例累积达到

不容忽视。目前，我国政府对农业科研的投资非常

114起，其中披露了金额的104起涉及投资金额17.6亿

少，农业科研经费占国家科研经费的比例较低，远

②

美元 。2006年之后，我国风险投资领域已扩展至农

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

机生产与销售，环保农药，花卉、林业、有机农产品

投资的支持不足，对私人风险资本介入的带动作用

种植，农、牧、渔产品深加工等其他更广泛的领域。

较小。此外，我国政府没有提供有效的制度吸引民

风险投资的投资方向集中于农业产品改良、农副产

间资金参与，退出机制不完善，限制了风险资本的流

品深度加工、规模化养殖、农产品及农需品连锁经

动性，造成风险投资资金供给不足。

营、循环经济型农庄等。

2.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我

2011年我国创业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行业（按项

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机制不健全，直接影

目数统计）前五大行业依次为新能源与环保产业、

响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项目。张雨认为，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其

受高新技术成果本身的复杂性、开发推广转化能力

他行业、其他制造业，合计占比59.9%。我国创业风

的局限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农业科

险投资业的投资行业集中度略有下调，行业领域不

技成果转化过程存在技术风险、转化风险、配套风

断细分，投资重点仍以制造业为主体，主要聚焦于

险和市场风险等多种风险，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风

高新技术产业，对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投资依然

险投资机制不健全 [17] 。此外，我国风险投资的退出

是行业热点，但相对比重略有下降。与其他行业风

机制也不健全。据统计，风险投资退出方式包括公

险投资相比（见表2），农业风险投资项目数仍然相

开上市（IPO）、出售、清算等。其中，IPO由于具有较

对较少，所占比例也表现出较大的变动。农业风险

高收益而成为风险投资的最佳退出方式。目前，我

投资项目所占比重从2004年的3.8%下降到2007年的

国资本市场主要服务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难以顾及

1.2%，随后上升到2011年的5.85%。农业风险投资相

中小及民营企业，农业高新技术企业大多是中小型

对较少，主要根源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不

企业，很难满足公开上市的种种条件。缺乏良好的

高。农业科技投入严重不足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

风险投资退出渠道，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风险投资

过程中资金供给主体缺位，成为制约农业科技开发

在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14]

和转化的关键因素之一 。

3.农业企业制度及运行机制无法满足风险投资

表2 我国风险投资业投资项目数的行业分布

的要求。现代企业制度强调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

单位：%
行业
年份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农业
3.8 1.8
3.1
1.2 2.6
2.3
3.2 5.85
软件产业
7.2 10.0 12.5 17.1 9.7 13.9 11.7 16.10
新材料工业 9.6
7.6 10.3 9.6 6.6
7.2 10.1 23.41
传统制造业 5.8 6.7
6.7 13.8 14.2 9.4
7.3 9.76
合计
26.4 26.1 32.6 41.7 33.1 32.8 32.3 55.12
数据来源：《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中国创业风险投

企分开、管理科学，因而企业需要建立良好的经营

资统计分析》、第十次“全国创业风险投资调查”结果。

的完全控制，以保证产品安全。我国农业企业制度

制度、分配制度、风险规避机制等。风险投资对农业
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非常高，发达国家农业产业链
的发展水平非常高，但我国农业整体的产业化还不
够发达，且企业规模较小，没有具备完整的产业链，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渠道和品牌，无法实现对产品

（二）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尚未完善，运行机制也不够健全，加上风险投资的

1.政府对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支持力

特殊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度不足。Pereira研究发现，美国政府投资对私人投

高素质的既熟悉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又熟悉农村金融

资产生了挤入效应，其中政府投资用于工业设备和

的复合型农业风险投资管理人才非常缺乏，远未能

①资料来源于2012年由科技部、商务部、国家开发银行联合进行的第十次“全国创业风险投资调查”结果。
②资料来源于清科研究中心（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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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风险投资的要求。

和科技产业化的重要途径，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

4 . 农 业 高 新技 术产业 发 展 步 伐 相 对 较 慢 。

资公司每年为10 0 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支

2007年，我国对农林水事务的财政支出占国家整个

持。美国每个农业比重大的州都有许多专业风险投

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6.84%，2011年这一比例达到

资公司，每年为农业企业提供风险投资支持，资金

①

9.08% 。然而，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相

总额达上亿美元。

对缓慢，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二）加拿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率仍然较低，每年评出的省部级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众 所周知，加拿大 生物技术具 有极强的竞争

率只有30%-40%，获奖农业科技成果的平均转化率

力，而农业生物技术成为仅次于医疗保健领域的第

[18]

。另一方面，

二大生物技术领域，集中了加拿大22%的生物技术

我国农业科技经费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农业科研

公司，5%的生物技术科研经费，17%的生物技术从

经费主要是靠政府财政拨款，农业科研经费增长的

业人员。1952年，加拿大成立了第一家风险投资公

速度赶不上农业经济增长速度 [19] 。由此反观，以科

司——加拿大查特商斯有限公司。20世纪80年代之

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后，加拿大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兴起，

步伐，有利于风险投资进入农业领域。

带动了风险投资业的迅速发展。加拿大实施了产业

为53.5%，真正形成规模的不到20%

研究支持计划（IRAP），引导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

四、发达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的发展。20 04年，加拿大拨款2.5亿加元建立种子

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较快速，其风险

基金和运作风险投资，资助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投资也越来越受青睐。目前，发达国家农业高新技

医学技术、环境技术等优先领域技术的早期开发和

术产业风险投资如何？本文就此进一步探讨发达国

商业化，并对私人投资产生示范效应。2011年，加拿

家的实际情况，以便为我国未来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大的风险投资总额为15亿加元（约合15亿美元），加

风险投资发展提供借鉴。

拿大风险投资机构共投资了444家企业。在投资的

（一）美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行业分布方面，2011年加拿大生物制药、医疗器械

美国是风险投资的发源地，1946年在马萨诸塞

和其他生命科学领域的风险投资为3.43亿加元，占

州波士顿成立的美国研究发展公司（AR&D），标志

23%；可再生能源等清洁技术领域的风险投资额为

着现代意义上专业化与制度化风险投资的开始，是

2.45亿加元，占16% ②。总之，加拿大非常注重生物

风险投资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20世纪90年

技术的发展，并大力引入风险投资，在推动生物技

代之后，美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快速，得益于信息产

术进一步发展的同时，也有助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业、生物工程、医疗保健等行业蓬勃发展以及相关

风险投资的发展。
（三）欧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的政策制度扶持。
在生物技术风险投资方面，2011年风险投资公

早在1997年，欧 洲投资银行和欧 洲投资基 金

司向美国4 46家生物技术公司总共投资了47.3亿美

两大金融机构就合作建立了“欧洲技术便捷启动基

元，同比增长22%，创下自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金”（ETF），该基金将25%的股本引入风险资本基

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非常高的农业

金，支持风险资本基金投资于有新研发成果的研究

劳动生产率，其生产的主要农产品占世界总产量的

中心和科学园区的中小企业。随后，欧盟各成员国

[20]

。美国有一套协调高效的农业科技推广体制，

纷纷建立了各种风险投资基金。欧盟农业高新技术

从而使现代农业科学得到广泛而又大规模的推广

产业发展的典型代表为德国。长期以来，德国生物

应用。美国建立了高新技术推广运用激励机制，其

技术在欧盟中一直处于领先水平，其生物育种水平

农业发展资金来源也多样化，包括政府和私人两大

雄踞欧盟各国之首。德国将生物技术分为白、红、

投资主体。其中，私人投资包括企业和风险投资。目

绿三种，其中绿表示生物农业（包括育种）。2012年

前，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已经成为美国推动技术创新

5月，德国联邦教研部发布了《德国生物技术行业报

1/5

①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得到。
②资料来源于2012年2月15日加拿大风险资本和私募股权协会（CVCA）发布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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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2012》，指出2011年德国专门从事生物技术业务

术产业的发展。我国可以借鉴这些成功经验，加快

的公司年总产值达到26.2亿欧元，该类公司的数量

发展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

达到552家。此外，德国还有126家非专门从事生物

首先，进 一步发 挥 政 府在 农 业高新技 术产业

技术业务的公司，聘用员工总数达1.7万人。风险投

风险投资的支持力度。在农业高新技术风险筹资阶

资是德国生物技术行业的主要融资方式。2011年，

段，需要大力培育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充分

私营部门在德国生物技术产业领域的投资为1.42亿

发挥个人投资者的作用，并有效引导和鼓励他们积

欧元，政府公共研发经费投入依然保持在4500万欧

极参与风险投资活动。在风险资本投资阶段，政府

元水平，为广大中小型企业开展研发创新活动提供

需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

[21]

重要动力 。

险投资的法律支持体系，健全激励风险投资的动力

（四）亚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风险投资

机制。在风险投资退出阶段，政府需要充分利用现

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国家农业高新技

有金融市场，降低对农业高新技术企业进入金融市

术产业的风险投资发展比较迅速。日本风险投资的

场的准入门槛，并多渠道实现风险投资退出。

发展主要经历如下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1973

其次，健全风险投资机制，进一步促进农业高

年的初步发展阶段，1974年至1982年的调整消化阶

新技术产业化发展。对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来说，

段以及1983年至今的全面发展阶段。在农业生物技

资金需求尤其重要，资金短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农

[22]

。日本

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瓶颈”。因此，针对农业高

政府为了促 进基因制药的研究及生物技术风险企

新技术产业发展，需要建立资金投入的多渠道、多

业的培育，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政策。生物技术在韩国

元化支撑体系。在资金支持方面，通过金融机构和

占据重要地位，韩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中的发酵技

金融市场全面筹集资金。同时，积极利用外资，引导

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发酵工业是韩国生物技术产

外资向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倾斜。此外，需要建立适

业中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领域，仅氨基酸产品就占全

应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要求的风险投资机制，实

术领域，日本生物技术风险企业数为334家

球市场的20%

[2 3]

。此外，韩国在体细胞克隆牛、艾

现高新技术与传统农业相结合。

滋DNA疫苗开发、抗除草剂作物等领域达到世界水

再 次，建 立现代农 业企业制度及 运行机制。

平。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把扶持的高新技术产业重点

农业现代化，不仅需要技术装备现代化，也需要经

锁定在信息、生物和材料三个领域。其中，生物技术

营管理现代化。对于农业高新技术产业，要满足风

受到更多的重视。早在1983年，印度就制订了生物

险投资的要求，更应该以高新技术全面武装，采用

技术产业发展的长期计划，确定了生物技术产业发

现代经营管理理念，通过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

展的国家发展目标，提出了生物技术的产业化问题。

现农业产业化。此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要求有高

2003年，印度的风险投资位居亚洲第二，风险投资

素质的专业人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产业和生物技术产业，一些风

（2010 —2020年）》已经指出，需要在生物技术、

险投资商建立了生物技术孵化基金，风险投资者主

新材料、新能源、农业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

要以私营中小企业为主 [24]。

域建成一批人才高地，人力资本投资占国内生产总

总之，西方发达国家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农业

值比例达到15%，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本上以农业生物技术为主，风

33%，人才贡献率达到35%。可见，农业高新技术产

险投资发展迅速，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业发展需要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以满足风险投资
的引入。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最后，需要加快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步伐。

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比

一方面，始终坚持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

较迅速，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也有了一定程

解决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加

度的发展，但风险投资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发达国

大 对农 业的资金投入，提高农 业科 技成 果的转化

家的风险投资非常注重生物技术领域，大力引入风

率，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另一方面，进一步加

险投资，并以生物技术水平的提升促进农业高新技

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的R&D投入，将这一领域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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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研究】 中国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风险投资的发展及国际借鉴
我国长远发展战略目标之一。通过引入风险投资，开

探讨[ J].吉林农业，2011，
（2）：3.

发有市场获利前景的项目，并对产业化项目的前期
阶段给予资金支持资助，推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

[13]杨莹.风险投资关注新农业[ J].农经，2009，
（10）：37-39.
[14]张兵.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化与风险投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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