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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丰县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建议
袁英国
渊安徽省长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袁安徽长丰 231100冤

摘要 为全面推进合肥市长丰县现代农业渊农副产品加工冤的发展袁全县采取听取汇报尧开展调查尧实地察看和座谈讨论相结合的方法
进行深入调研遥通过调研袁了解了长丰县现代农业发展现状袁找出了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建议袁以期促进长丰县现代农业快速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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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

标识集体商标袁野长丰草莓冶被认定为安徽省著名商标遥

长丰县位于江淮分水岭核心区域袁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袁
气候温暖尧湿润袁适宜多种农作物生长袁基本农田面积达

2.4 优质粮食基地建设取得新突破
县农委积极组织实施专用品牌粮食绿色生产技术推广

9.73 万 hm 袁耕地面积 11.05 万 hm 袁大部分土地平坦尧土层

补助项目遥项目按照品种优先尧品质保证尧品牌引领的思路袁

县政府提出大力实施现代农业野3 10冶产业振兴工程袁先后创

适度规模生产主体为扶持对象袁确定了小麦优质专用粮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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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厚尧土质松软尧耕性良好袁适宜发展种植业遥近年来袁县委尧
建农业示范园区 73 个袁市级以上农业示范区 7 个尧省级 1 个袁

建成野一村一品冶特色产业村 121 个袁建立省尧市尧县各级农
业标准化基地 28 个袁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突破 3.33 万 hm2遥全
县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达 4 864 家袁其中农业企业 1 100 家尧

合作社 1 020 家尧家庭农场 1 244 家尧种养大户 1 500 家袁其

以推进农业供给侧改革为主线袁以绿色生态为导向袁以粮食
产基地项目 78 个袁补助面积 2 143.27 hm2曰水稻优质专用粮
食生产基地项目 108 个袁补助面积 3 474.07 hm2袁合计补助

面积 5 617.34 hm2袁有力促进了长丰县粮食生产由数量向质
量尧数量效益并重的转变袁带动了粮食生产质量安全水平提
升袁产品竞争力进一步增强遥

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3 家尧省级龙头企业 13 家尧市级龙头企

2.5 社会化服务水平大幅提升

流转土地 3.94 万 hm2袁流转率 46.4%遥从事二产农副产品加

务袁以示范区尧种植大户尧农民合作社尧家庭农场等为重点袁

产值达 160 亿元以上袁其中销售亿元以上企业 21 家袁5 亿元

点袁年累计完成统防统治面积在 4 万 hm2 以上袁占全年粮食

业 112 家袁从事一产种养生产型农业新型经营主体 4 586 家袁

工及流通企业 278 家袁年实现销售收入 300 亿元以上袁归上
以上 2 家袁超过 10 亿元以上 1 家遥
2 主要成效
2.1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袁第三产业快速扩张袁农产品加工尧

商贸物流尧餐饮娱乐尧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保持了稳定的发

一是积极开展农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全程社会化服
以专业化统防统治尧绿色防控和高效低毒农药推广为着力
种植面积的 40%以上曰二是开展主要农作物联收联耕全程
社会化服务袁依托农机服务组织袁实行联收联耕整村推进袁

年实现整村推进社会化服务面积在 4.67 万 hm2 以上袁占全
年粮食种植面积的 50%以上遥
3 存在的问题

展势头袁美丽乡村游尧农业观光旅游等新兴业态日趋活跃曰

一是农业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遥产业链短尧科技含量低尧

农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袁富民产业蓬勃发展曰旱作农业技术

规模化程度低尧农民收入低尧城乡差别大等问题还没有完全

全面推广袁机械化程度持续提升袁社会化服务加快曰草莓尧博

解决袁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新问题凸显遥二是现代农业产业化

壳山核桃尧稻虾尧瓜果蔬菜四大产业发展思路更加成熟袁区

程度较低遥作为农业大县和农业人口比例大县袁长丰县农产

域布局日趋合理遥

品龙头企业数量规模依然偏小袁产业链短袁农产品科技含量

2.2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深度融合

和附加值不高袁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尧农民增收难遥三是农业

开展以龙头企业尧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等为主体的农

投入资金相对不足遥目前袁县尧乡财政支农资金数量有限袁加

业产业化深度融合 遥截至目前袁全县共计培育组建各类农

之信贷额度偏小尧贷款环节尚多袁农民贷款难尧融资难问题仍

[1]

业产业化联合体 21 家袁新增市级示范联合体 11 家袁参与农
业联合体运营的企业有 44 家尧各类农民合作社 135 家尧家
庭农场 150 家尧专业大户 100 家袁带动农户 3 000 户袁经营土
地 0.82 万 hm2遥

2.3 农业优势品牌建设迈上新台阶

然是农业产业发展面临的一大难题遥四是野三产冶发展相对
缓慢遥全县农产品运输尧商贸物流尧餐饮娱乐尧流通等服务业
主要以个体尧自发尧分散经营为主袁缺乏扶持引导遥外出务工
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袁竞争力不强遥五是经营管理能力有待
提高遥农业龙头企业中除了少数几个大企业外袁普遍缺乏与

近年来袁县委尧县政府十分重视农业品牌建设袁每年安

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经营人才尧科技人才尧市场营销人才袁

排专项资金支持农业品牌建设袁对获得国家尧省尧市以上知

大多数是家族式管理模式袁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发展要求[2-3]遥

名品牌给予奖励袁先后培育了野伊利冶野丰大冶等国家级名牌
产品和野金润冶野澳威利冶野华仁爱牧冶野裕森冶野白帝冶野仙晶冶
野东宝冶等省尧市级名牌产品袁野下塘烧饼冶被认定为国家地理
收稿日期 2019-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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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议

4.1 转变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一是通过举办培训班和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现代农业
渊下转第 238 页冤

现代农业科技 圆园19 年第 9 期

农村经济学
成有机肥袁不仅能解决农村黑臭水体的污染问题袁而且还可以

2.6

多途径增加农民收入

减少无机肥的施入量袁为生产绿色尧优质尧无公害农产品提

在乡村产业兴旺中使农民成为最大受益者袁是调动农民

供充足的有机肥源遥其次是电的问题遥近年来袁国家对农村

参加农业生产积极性的重要保证遥目前袁农民直接出售的一

电网改造的力度不断加大袁农村供电能力得到提升遥但在农

些农产品价格较低袁远低于超市同类农产品价格袁这直接影

业生产上电器化的普及率还不是很高袁如冷库建设缺位袁农

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遥要解决这些问题袁首先要生产优

产品生产加工电价的优惠政策等仍需解决遥再次是路的问

质尧绿色尧无公害的农产品袁扩大市场占有率袁增加产品附加

题遥为了农村的经济发展袁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用于修建村村

值[5-6]遥其次袁粮食作物收获后要进行仓储及深加工袁延长产

通公路袁为农民出行尧农产品快速流通销售带来了很大便利袁

业链条袁增加收入遥对果蔬产品进行冷藏以延长保鲜期袁避

但是要把农业做大做强袁适应农业高速发展的趋势袁就要对

开产品旺季及市场价格低谷期袁等到价格升高后再出售遥最

村村通公路进行拓宽遥最后是普及电商进乡村的问题遥现在

后袁加快农产品销售业建设步伐[7-8]遥建设农产品销售团队袁

是互联网信息技术爆炸的年代袁网购方便尧快捷遥通过网络

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袁随时捕捉农产品价格信息袁使农业产

销售新鲜农产品袁需缩短农产品与销费者之间的距离袁需解

业不断适应新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遥

决电商在农村的普及问题遥
2.5 推进农林牧副渔同步发展
一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粮食生产袁确保主要粮食作物
如小麦尧水稻尧大豆尧土豆尧红薯等的种植面积在农业总种植

面积的比例在 70%以上袁并按照市场需求适时适度调整各

种作物种植面积遥二是提高秸秆综合利用率袁还秸秆于饲袁
禁止还秸秆于田遥加大秸秆禁烧工作管理力度袁鼓励农民将
农作物秸秆用于养殖优质畜产品袁大幅增加农民收入遥三是
充分利用荒山尧荒滩尧河道两岸尧国省道干线进行植被保护袁
加大植树造林尧创建金果林产业袁建设绿色森林家园遥四是
加快盘活农村集体荒费资源袁开挖荒废沟塘袁发展渔业养
殖遥五是逐步发展乡村旅游业袁加快农村服务业步伐袁提高
农民副业收入[3-4]遥

3

参考文献

[1] 诸雨.寻甸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探讨[J].现代农业科技袁2014渊10冤院
300-301.
[2] 张景宏袁王春霞.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袁2014
渊10冤院306.
[3] 陈金勇.关于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工作的思考[J].现代农业科技袁2009
渊21冤院385-392.
[4] 淳伟德.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问题及对策[J].宏观经济管理袁
2005渊10冤院31-33.
[5] 王仲华袁杨昌琼袁王时雄.平塘县农业产业扶贫现状及对策[J].耕作与
栽培袁2018渊6冤院50-52.
[6] 李芳袁高信波.基于产业发展的美丽乡村建设规划研究院以赣州市火
燃村为例[J].乡村科技袁2018渊36冤院30-32.
[7] 吴云鹏.贵州省湄潭县乡村振兴的做法与成效[J].农技服务袁2018袁35
渊6冤院86-87.
[8] 刘雯袁王广斌袁刘艳萍.山西中西部农业产业发展存在问题与应对措
施[J].农业技术与装备袁2018渊11冤院41-43.

渊上接第 236 页冤

农业物质装备条件袁着力补齐农业科技尧信息尧投入等关键

科技知识的宣传普及袁推动各级干部群众特别是生产尧经营

短板袁优化生产体系袁突破农业生产力提升瓶颈[4]遥加大对农

大户树立前瞻意识尧市场意识和现代农业意识袁增强压力感

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袁采取招商引资尧项目带动尧社会

和紧迫感遥二是定期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尧专业合作组织成

参股等形式袁改造中低产田袁扩大节水灌溉面积曰鼓励县内

员尧种养大户赴县内外发达地区参观学习袁借鉴现代农业尧

各类企业尧组织尧个体经销户参与现代农业建设袁配套完善

精细农业发展经验袁坚定发展信心袁增强工作信心遥三是转

专业基地和涉农加工企业的水尧电尧路等基础设施遥整合使

变政府职能袁加强调查研究袁创新服务手段袁不断提升服务

用涉农专项资金袁积极支持现代农业发展遥

质量和水平遥

4.4

4.2 加快现代农业的主导产业建设

提高现代农业的技术含量
一是继续推行县内外合作模式袁积极从全国尧省市等农

一是主抓粮食生产遥实施以小麦高产创建尧水稻产业提

业大专院校尧科研单位引进农业新技术尧新品种尧新材料曰二

升为重点的粮食单产提高工程袁引进高产尧优质专用品种袁

是积极引进农业科技人才袁引进农业产业化急需的大中专毕

推广地膜覆盖栽培尧测土配方施肥尧化学除草等配套技术遥

业生和高职生袁开展科技驻乡尧驻村服务袁为全县农业科技

二是提升草莓瓜果蔬菜产业遥以北部设施草莓尧南部薄壳山

队伍注入新的活力遥三是不断加强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袁

核桃尧中东部稻虾尧中南部经果林产业为重点袁大力发展现

创新培训模式袁强化疫情监测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5]袁增

代农业尧观光农业和城郊型农业袁重点推广绿色无公害生产尧

强现代农业发展全方位的服务能力遥

节水灌溉等技术袁推动设施果蔬产业上档次尧上台阶遥三是
抓好一村一品遥引导各有关乡镇尧村居发掘整合现有资源袁
大力发展培育餐饮娱乐尧农家乐尧美丽乡村游等特色亮点产
业袁走集约化尧规模化尧集团化发展路子袁拓宽长丰县一乡一
品尧一村一品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及市场前景遥
4.3 加大招商引资和农业项目建设
大力开展农业领域野劝耕贷冶业务袁缓解企业融资难问
题袁切实加大财政资金扶持力度袁加快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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