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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县蔬菜标准园区创建措施及成效
马 丽 1 董现义 2 杨兴党 2
渊 山东省宁阳县堽城镇农技站袁山东宁阳 271400曰 2 宁阳县农业农村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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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宁阳县不断推进蔬菜标准园区建设袁创建成效明显遥本文总结了宁阳县蔬菜标准园区创建采取的主要措施袁分析了蔬菜标准园
区创建成效袁以期为宁阳县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尧进一步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和蔬菜产业竞争力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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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阳县位于鲁西南平原和鲁中山区交界地袁是典型的

农业大县 遥近 2 年来袁宁阳县在推进全县蔬菜生产区域化
[1]

已通过无公害认证遥
1.2 创建措施多样化

布局尧规模化发展尧标准化生产尧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袁紧紧

1.2.1

围绕做大做强蔬菜产业袁进一步提高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和蔬

园区创建工作顺利开展袁宁阳县成立了以分工县长为组长尧

菜产业竞争力袁把蔬菜标准园区创建作为野抓点带面冶主要

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袁促进了

措施进行了研究与探索遥目前袁宁阳县蔬菜标准园区建设

相关部门的紧密协作袁形成了创建合力遥县农业局也成立了

有了长足发展袁创建形式多样化袁创建呈现规模化曰创建措

相应的组织机构和技术指导机构袁明确了各自的工作职责遥

施多样化袁创建成效理想化曰政策驱动激发化袁稳步发展效

1.2.2

整合部门资源袁集中精力搞好创建遥县农业局成立专

益化曰园区建设的规模效益逐渐显现袁蔬菜标准园区创建成

家指导组袁优化团队人才配置袁集中了农业科研尧教学尧推广

效明显遥

单位的专业人才资源袁积极投入创建技术集成研究与推广

1 蔬菜标准园创建主要措施

指导袁增强了蔬菜标准园创建的科技力量曰整合了种子尧蔬

1.1 创建形式多样化

领导重视是前提袁行政推动是关键遥为确保蔬菜标准

菜尧农技尧土肥尧植保尧质检等农业系统内部的技术优势袁促

1.1.1 大型企业投资创建模式遥泰安力博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与山东金阳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合作袁成立泰安金利农业科技

进了技术的有效集成袁为创建工作提供了有力保障[2]遥
1.2.3

注重提升农民和创建单位员工的综合素质遥通过蔬

有限公司袁在蒋集镇大湖村流转土地 33.33 hm 用于发展设

菜专家尧技术人员进棚到地入户指导尧集中培训等方式袁提

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在东疏镇前张村尧小伯村流转土地

防治技术水平尧安全食品生产意识尧品牌销售理念袁为快速

司袁发展露地蔬菜标准园区袁园区对蔬菜种植品种尧茬口安

1.3

2

施蔬菜生产袁建起连片日光节能温室大棚 13.33 hm2遥山东宁

高了农民和创建单位员工的高效生产技术水平尧病虫害综合

200 hm2袁投资 5 000 万元袁成立宁阳县联农农业科技有限公

推广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销售方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3]遥
政策驱动激发化

排实行统一规划尧统一种植尧统一管理遥综合采用配方施肥尧

乡镇政策到位袁激励了标准园区创建遥华丰镇在标准园

物理防治尧保护性耕作等各种农业新技术袁设立蔬菜生产标

区创建工作中三措联动袁推进发展遥该镇出台文件规定院凡

准化流程遥
1.1.2 流通企业创建模式遥泰安凌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由
宁阳县最大的商贸流通企业泰安凌云商社集团投资建设的
新兴农业项目袁占地 100 hm2袁是宁阳县第一家拥有蔬菜大

是集中连片发展 100 个以上设施大棚的村袁每个大棚奖励

2 000 元曰集中连片发展 50 个的袁每个大棚奖励 1 000 元曰连
片发展 10 个以上的袁每个大棚奖励 500 元遥伏山镇大力实
施野产业兴镇冶战略袁围绕农民增收和产业发展袁大力发展以

棚最多尧建设比较集中尧建设标准比较高和实行现代化管理

太空蔬菜尧有机蔬菜尧无公害蔬菜为主的设施蔬菜曰同时充

的农业公司袁目前公司已被国家商务部尧省市商务局列为野农

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袁树立野扶持一个龙头尧

超对接冶试点项目尧农业综合开发产业化经营扶持项目袁公

带动一个产业尧致富一方百姓冶的发展理念袁积极培植壮大

司日光温室面积 15.6 hm2袁采光棚 2 个渊占地 0.67 hm2冤袁葡萄

农业龙头企业袁切实走好野龙头联基地带农户冶的特色产业

1.1.3 村级合作组织创建模式遥华丰镇南良父村的宁阳华良

技术人员和设备袁定期对菜农进行新型技术培训袁对进入市

采摘休闲区 1 hm2遥

发展之路曰该镇还成立了现代农业办公室袁配齐配强了专业

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袁在充分考察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袁狠抓

场的蔬菜进行农残等多项指标检测袁在白马蔬菜批发市场设

农业结构调整袁积极发展设施蔬菜大棚袁成立宁阳县华良蔬
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袁建立标准化育苗棚袁为大棚户搞好服务遥
全村已有大棚 400 余个袁2018 年计划再投资 400 万元袁新
建冬暖式大棚 100 个袁力争实现户均 1 个大棚的发展目

标遥野华顺冶牌商标已通过国家商标局认证袁野华顺冶牌西红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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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太空蔬菜专营区袁提升了蔬菜品质袁注册了野至京山冶

野伏乐冶野双宝冶等农产品品牌遥目前袁全镇有 2 533.33 hm2 经
济作物通过了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认证袁有 12 种蔬菜
成为无公害农产品袁有 10 种蔬菜获得了国家级野绿色食

品冶证书遥同时袁利用互联网平台袁创建伏山蔬菜供销专业网
站袁随时发布当地供销信息袁吸引全国各地客户前来交易袁
打响了野伏山蔬菜销全国冶的品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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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志信院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现状及发展对策
地区深受欢迎曰但就全国而言袁宣传力度不足尧认知度不高袁

导和发展管花肉苁蓉种植尧深加工研究等工作[8]遥
3.6 加大宣传力度

无法与和田的大枣尧核桃等产品相提并论遥
3 发展建议

积极开展绿色尧有机认证及原产地保护认证尧地理标志

3.1 加快推进药食同源认证进度

产品认证等工作曰通过展会尧电子商务平台等方式推介一批

积极协调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尧卫生部门袁进一步加快

和田管花肉苁蓉产业品牌袁努力形成和田管花肉苁蓉的区

将管花肉苁蓉列入药食同源目录的步伐袁开展管花肉苁蓉

域公用品牌袁进一步扩大市场认知度和占有率遥

新食品原料申报工作袁推动产业向纵深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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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吸引一批大型龙头企业进驻
通过招商引资方式袁吸引一批大型企业进入和田管花
肉苁蓉产业领域曰研究给予种植基地尧税收减免尧贷款贴息
等优惠政策袁培育和扶持企业做大做强遥
3.3 多渠道筹措资金袁形成产业发展合力
积极争取国家尧援疆省市尧社会资金袁加大对管花肉苁
蓉种植渊接种尧滴灌冤尧人员培训以及产品精深加工等环节的
支持力度[7]遥

3.4 建立新型市场主体
鼓励和支持成立管花肉苁蓉农民专业合作社袁实行订单
生产尧保护价收购袁确保种植户利益以及在市场上的话语权遥
3.5 加强与国内外的交流合作
给予优惠政策袁从国内外引进专业技术团队袁帮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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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表明袁连平县东北部上坪一带最适宜种植柠檬曰东南部

哉i寅哉 的评价模型遥

三角尧大湖及西南部溪山尧田源等镇较适宜种植柠檬曰其他

使用专家打分法能够获取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评价因

子的各级权重分配袁如表 1 所示遥

地区生态气候环境一般袁不适宜种植柠檬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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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区划
柠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划分袁即以柠檬生态气候适
宜度评价模型为依据袁并使用隶属函数与评价模型计算实
际发生值袁得出 V 值袁V 沂[0.00袁10.00]袁进而得出较明确的柠
檬生态气候适宜度等级范围遥

利用上述评价模型求出连平县各镇生态气候适宜度值
V 袁根据 V 值对连平县柠檬种植生态气候适宜度进行区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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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好尧规模大尧发展劲头足袁具体表现在农业产业以工业

2 蔬菜标准园区创建成效

企业的形式体现袁将工业的理念渗透到农业发展的各个角

标准园创建以来袁县农业局注重示范带动作用和效果 袁
[4]

组织乡镇分管领导尧龙头企业负责人尧种植大户及村民技术
员到标准园实地参观学习 110 批次袁吸引各类社会团体和
个人到园区参观学习达 3 000 人次遥标准园的创建发挥了示
范尧培训尧引导与带动等功能袁对全县蔬菜产业发展起到了
良好的带动作用遥
截至 2018 年底袁企业化运作蔬菜标准化生产园区发展

到 8 个袁全县蔬标准园区达到 19 个遥蔬菜标准园区数目多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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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老袁此时可全树更新袁即紧贴地面用圆盘锯将地上部枝条
全部锯掉遥一般不留桩曰若留桩袁应将桩高控制在 2 cm 以
内袁留桩过高会达不到更新效果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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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袁有效破解了土地产出效益低的难题遥随着示范效益的凸
显袁产业将继续壮大袁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前景广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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