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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湖北省潜江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的方法和成效袁以期为江汉平原地区乃至长江中下游水网区虾稻产业园创
建模式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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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以虾-稻为主导产业袁现已

团院士专家工作站尧华中农业大学尧中国水稻研究所尧湖北

初步形成集科研示范尧良种选育尧绿色种养尧加工出口尧餐饮

省农科科院等科研院所袁重点开展小龙虾野生种质资源库

服务尧冷链物流等于一体的虾-稻全产业链遥产业园以农业

建设尧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技术研发尧野潜江虾稻冶优质水稻

强尧农村美尧农民富为发展目标袁坚持野姓农尧务农尧为农尧兴

新品种选育和野虾稻共作冶模式下水质尧土壤环境尧病理学等

农冶的发展方向袁力争打造野业态合理尧效益显著尧生态良好冶

课题研究遥

的虾稻特色产业发展先行区 遥自产业园创建以来袁在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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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取得成效

3.1 农业科技创新显成效

科技尧产业升级尧经济效益等方面增效明显遥
1 基本情况

产业园包括市园林尧泰丰尧杨市尧熊口尧龙湾尧渔洋 6 个

镇尧处袁总面积 590.8 km2遥产业园重点聚焦野产业融合尧农户
带动尧技术集成尧就业增收尧引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尧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冶核心功能袁结合虾-稻产业优势尧发展潜

依托湖北省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中心和院士工作站袁

已从长江中下游地区 6 个小龙虾地方群体中筛选出了 1 个
生产性最好的地方种群曰依托湖北省农科院开展适宜虾稻生
产的优良品种选育袁筛选出了 5 个优质稻组合遥
3.2 园区产业集群显成效

力尧经济区位尧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袁构建潜江市科技创

一是打造虾-稻加工集群遥以产业园为核心袁提升生态

新与综合商务区渊核心区冤尧产业集聚与产城融合发展区渊示

虾稻米等高端稻米尧稻米休闲食品等精深加工水平袁打造稻

范区冤尧绿色高效虾稻共作标准化种养基地渊辐射区冤的野两

米加工产业集群遥巩固提升虾仁尧虾尾等原料型产品加工能

区一基地冶总体布局[2]遥

力袁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精深加工产品袁打造小龙虾加工产

2 创建方法
2.1

业集群遥二是建设虾-稻物流集群遥着力引进和培育现代化

政府支持袁部门联合投资建设

市委尧市政府出台资金整合政策袁整合资金 3 亿元重点

投向产业园建设袁确保园区建设可持续性遥搭建虾-稻产业

融资平台袁由市国资办与市供销社共同出资 1 亿元成立湖
北潜江龙虾投资有限公司袁并设立潜江市产业园虾-稻产业

小龙虾物流园尧批发市场和自由交易市场 20 000 m2 及配套

设施建设遥三是创建潜江虾-稻产业品牌集群遥以生态龙虾
城为试点袁分产业分别开展小龙虾养殖品牌尧小龙虾和大米

加工尧小龙虾餐饮等品牌统一整合遥野潜江龙虾冶已于 2018 年
8 月 8 日获得全国驰名商标袁积极创建野潜江龙虾冶省级区域

发展引导基金遥
2.2

物流企业袁重点建设全国小龙虾交易中心项目袁目前已完成

企业主体袁龙头带动园区发展

依托华山和莱克为主的 2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公用品牌袁目前全国范围已授权 43 家单位使用野潜江龙虾冶
区域公用品牌[3-4]遥

业积极延伸产业链袁加工产品包括小龙虾尧甲壳素等 7 大系

3.3 园区经济效益显成效

拓展到医疗尧烟草等行业遥依托巨金米业尧虾乡食品公司为

殖及良种繁育产值达 20 亿元袁稻米及加工产值达到 25 亿元袁

列尧23 个品种袁其中袁甲壳素及其衍生产品已从保健品生产
主的 2 家省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点开展稻米深加工袁

打造以野潜江虾稻冶为主的优质大米系列产品袁为虾-稻产业
农户参与袁合力推进园区建设
园区实行野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冶经营模式袁统一种
养模式尧农业投入品尧烘干收储尧标准加工尧线上线下销售袁
农民积极参与袁以土地流转尧土地入股等方式参与园区建设遥

目前袁产业园内标准化虾稻共作基地面积达到 1.2 万 hm 袁其
中集中连片和规模经营基地面积达到 85%遥
2.4

小龙虾加工业产值达到 80 亿元袁甲壳素及其衍生品深加工
业产值达到 47 亿元袁虾-稻仓储物流产业实现产值 52 亿元遥

另外袁通过现代产业园示范带动袁截至 2018 年袁全市虾稻共

发展发挥龙头引领作用遥
2.3

截至 2018 年袁潜江市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小龙虾养

2

作总面积达到 4.67 万 hm2袁小龙虾产量达 12.5 万 t尧优质虾田
稻米产量达 44 万 t袁全市虾-稻全产业链的综合产值达到
310 亿元遥

3.4 农民致富增收显成效
不断创新虾-稻产业联农带农激励机制袁采取野公司+农

户+基地冶模式袁有效拉长农业产业链袁农业产业化水平大幅

技术入驻袁搭建科技服务平台

度提升袁实现了农民增收尧企业增收野两头甜冶遥通过华山模

产业园先后联合湖北省小龙虾产业技术研究院尧莱克集

式尧莱克模式和巨金模式的推广袁农户和贫困户增收效果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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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努力的方向遥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袁在
吸烟有害健康的大环境下袁发展有机烟草成为趋势遥促进烟
草多元化尧研究烟叶新用途为烟草发展提供了新途径遥总
之袁新时代对现代烟草农业提出了新要求袁走烟草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需要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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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遥截至 2018 年袁产业园区农民可支配收入预计 20 339 元袁
增长 18.0%以上遥
4 结语

随着潜江市对产业园高端技术研发投入尧产品品牌建设
力度尧金融资本扶持力度的不断增加袁潜江市虾-稻产业必
将为夯实虾稻产业高质量发展尧绿色发展奠定更加坚实的基
础袁成为加快潜江市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尧实施乡村振兴
的重要发展契机[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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