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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县设施蔬菜规模化经营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戴丽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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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安徽省黟县农业农村水利局袁安徽黟县 245500冤

摘要 本文分析了黟县设施蔬菜规模化经营中存在的问题袁并从经营规模尧组织形式尧种植构成尧蔬菜生产技术水平尧成本控制尧用工
问题以及规避经营风险等方面提出了发展对策袁以期为黟县设施蔬菜规模化经营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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黟县是皖南山区的一个小县袁生态环境较佳袁素有野世
外桃源冶之美誉袁是生产优质农产品的理想区域遥作为全国

精力种好 1 种蔬菜袁生产经营水平相对较高袁但收益易受该

种蔬菜价格的影响袁风险较大曰后者一年四季都得关注市场尧

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袁近年来黟县以家庭农场尧合作社为代

考虑茬口安排袁业主需了解掌握的蔬菜生产技术也较多袁但

表的新型经营主体蓬勃发展袁土地流转率快速增长袁带动了

收益上风险相对较小袁不会因某一种蔬菜的价格起伏而波

农业规模化尧集约化经营袁尤以粮油尧茶叶尧蔬菜的规模化生

动太大遥

产为甚遥其中袁仅大棚蔬菜就新增 136.67 hm 袁占蔬菜商品生
2

蔬菜基地菜类选择和茬口安排都是针对市场供应分析

产基地面积的 85%遥设施蔬菜规模化生产基地的快速增

判断做出的选择遥但在实际生产中袁经营主体不能准确尧及

长袁使黟县蔬菜供应能力大幅增长袁有效改善了蔬菜的市场

时地了解行业市场相关信息袁影响判断和选择袁不利于收益

供应袁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遥

的提高遥

设施蔬菜规模化生产经营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袁促进了

1.4 基地用工短缺

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遥但在生产经营中也存在诸多问题袁

由于设施蔬菜生产常年用工袁且用工量大袁加之近些年

如主体组织形式与经营规模不合理尧 基地建设与蔬菜管理

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袁设施蔬菜基地用工紧缺情况普遍存在袁

[1]

成本控制不科学尧菜类选择与茬口安排盲目性大尧基地用工
短缺尧经营风险大尧质量安全体系不完善以及生产管理水平
不高等袁亟待探讨尧解决遥
1

存在的问题

1.1 组织形式与经营规模不合理

在黟县尤以每年 3要5 月采茶季更甚遥据调查袁目前设施蔬

菜基地平均用工 577.5 个/hm2袁工资额为 41 325 元/hm2袁约
占生产成本的 48.56%袁成为蔬菜设施栽培的一大压力遥

1.5 生产经营风险大

设施蔬菜生产和其他农业生产一样袁不仅有来自产品销

目前袁新型经营主体主要有合作社尧家庭农场尧公司尧大

售情况尧销售价格的市场风险袁还有来自风霜雪雨尧旱涝尧高

户等遥但经营管理尧运营最好的是家庭农场袁其经济关系简

低温尧病虫害等方面的自然灾害风险遥生存与发展环境艰难袁

单明晰尧成员齐心尧管理有效曰其他组织形式或多或少都存

抵御能力脆弱遥

在一些问题袁主要是成员关系不紧密尧合作共赢意识不够尧
管理执行不够有力尧运营效率不高遥
在经营规模上袁过大或过小都不利于经营效益的提高遥
规模过小袁单位面积成本高袁直接影响效益水平的发挥曰规
模过大袁经营者力不从心袁资金与管理都跟不上袁严重影响
生产经营水平袁效率低下遥
1.2 成本控制不科学
成本控制包括基地建设投资与基地建成后日常经营管

理成本 2 个方面遥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时袁部分基地的规划尧

建设不合实际袁如在基地路渠水电建设尧棚架搭建等生产设
施建设方面贪大尧图好袁投资大而建成后不适用曰也有的过
于简单袁影响正常生产需要遥两者均会影响设施蔬菜基地生
产经营效益的发挥遥
1.3 菜类选择与茬口安排盲目性大
黟县设施蔬菜规模化经营基地在菜类选择上存在只种

植 1 种蔬菜或蔬菜种植种类繁多的情况袁两者各有利弊遥前
者在黟县主要是种植芦笋或韭菜袁无茬口安排烦恼袁可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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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质量安全体系不完善
近些年袁商品蔬菜生产的质量安全控制有了长足的进
步袁但与消费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遥主要是因为质量安全体
系不完善袁执行不严格尧不到位袁投入品应用上仍存在一定
问题遥
1.7 生产管理水平有待提升
规模化设施蔬菜生产是近年新兴的经营模式袁受业主投
资能力尧专业知识和经营管理水平等方面制约袁其蔬菜种植
与企业管理水平都不甚理想袁未能发挥出应有的生产效益袁
生产管理水平亟待提升遥
2 对策
设施蔬菜规模化生产是通过流转土地袁以家庭农场尧
合作社尧公司尧大户等组织形式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新
兴模式袁 适 应我国农村状 况变化 和现代 农业 发展要 求遥
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袁通过调查分析袁提出了以下若
干建议遥
2.1 合理确定经营规模
综合考虑业主投资能力尧环境条件尧经营管理要求等因

素袁本地蔬菜设施栽培规模以 3.33~13.33 hm2 为宜袁尤以
6.67 hm2 左右为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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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合理安排组织形式和种植构成

各个生产环节推广应用农业器械以及多选用省力化的栽培

组织经营形式以家庭农场最好袁是可发挥组织活力尧提

技术尧方式等袁缓解用工困难遥

升经营效益的最佳组织形式遥生产经营时袁以种植 2~3 种蔬

2.6 规避经营风险

菜为主的种植结构较好遥若种植种类太单一袁经营风险过

对于自然风险袁一是要改善生产条件和提高技术水平袁

大曰若种植种类太多袁则对生产水平的要求较高袁不利于发

从而提升设施蔬菜抵抗自然风险的能力曰二是可以通过农

挥规模效益遥

业保险途径化解部分风险遥对于市场风险袁一是要及时了

2.3 着力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

解尧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袁科学合理安排设施蔬菜种植品

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是提升生产经营水平尧增加收

种尧结构[4]曰二是要增强营销能力袁包括品牌认证尧采后处理

益的根本遥业主应不断学习蔬菜科技知识和种植技术袁同时

和包装等袁使产品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据高地曰三是要

注重蔬菜新品种尧新技术的引用袁提升蔬菜生产技术水平袁

提升经营主体的蔬菜种植技术水平袁以质量与成本优势袁赢

增加生产经营收益[2]遥
2.4

做好成本控制
在基地建设时袁要做好选址与科学规划袁配套合理的路尧

渠尧水尧电等基础设施袁为基地蔬菜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条
件遥在基地日常生产管理上袁要以标准化尧科学尧经济的栽管
模式为指导袁确保既优质高产又安全低本袁以获取最佳的经
济效益[3]遥

2.5 解决用工困难问题
主要考虑通过提高生产管理水平减少用工需求袁包括在

取高利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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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密度设置蜂巢箱渊巢箱口朝南冤袁巢箱放置在背风尧向阳尧

7.1

影响壁蜂回巢遥

7 花果管理

7.2

保花保果

在盛花期喷 0.2%硼酸或 0.3%硼砂袁有利于坐果遥
壁蜂授粉

树上干杏属虫媒花袁普通蜜蜂 15 益以上才开始访花袁一

旦温度低于 15 益则停止访花曰而当温度升高到 15 益以上时袁
花期即将结束袁此时尽管看起来开花量很大袁但授粉率极低袁

坐果少曰且人工授粉成本高袁授粉效率低遥壁蜂最大的特点就
是耐低温袁气温超过 12 益即可访花袁而且授粉效果好袁是解
决伊犁河谷树上干杏授粉率低尧产量不高问题的有效途径遥

在树上干杏开花 4~6 d 放蜂袁按照壁蜂 4 500~7 500 头/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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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时合理控制药量袁避免过量使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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