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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水稻产业发展现状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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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瑞安市有野浙南粮仓冶之称袁水稻是当地重要产业之一遥本文介绍了瑞安市水稻产业发展现状袁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袁并提出
了相应的对策袁以期为当地水稻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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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地处浙江东南沿海袁全市常年农作物种植面积

3.2 万 hm 袁其中粮食作物 1.5 万 hm 袁素有野浙南粮仓冶之美
2

2

统计袁2018 年瑞安市水稻综合化机械水平达 85.9%遥
1.2

瑞安市水稻加工现状

称遥近年来袁瑞安市以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袁

目前袁瑞安市稻米加工企业的情况可以概括为野三多三

以绿色增产增效增收为目标袁加大了水稻优质新品种和绿

少冶袁即小企业多尧大企业少曰加工能力强尧产量少曰品牌多尧叫

色增效新技术的引进示范推广袁通过高产创建和水稻产业提
升等项目的实施袁促进了各类适用技术的综合应用袁使瑞安

市水稻产业取得了较好的发展袁连续 6 年被浙江省尧温州市
评为野粮食生产先进县冶遥

得响少遥据统计袁2018 年全市稻米日加工能力 100 t 以上的
企业有 5 家袁日加工能力 30~50 t 的企业有 16 家遥其中袁全
市通过无公害生产基地逾 8 000 hm2袁绿色基地 166.67 hm2袁
有机基地认证 85 hm2袁申报无公害大米企业 1 家尧产品 2 个袁

有机认证 1 家尧产品 1 个袁瑞安市水稻产业初步形成了野市

1 瑞安市水稻产业发展现状
1.1 瑞安市水稻生产情况

场+龙头企业+基地冶或野市场+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冶的产

1.1.1 规模发展情况遥自 2015 年瑞安市被列入省农业三项

业化生产模式遥2018 年订单面积 9 086.67 hm2袁占全市水稻

散户补服务冶的指导思想袁结合实际袁逐年加大规模种植补

2 瑞安市水稻产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补贴改革试点县以来袁按照适度规模导向和野大户用直补尧
贴力度袁促进了瑞安市规模经营发展遥据统计袁2018 年全市
水稻复种 3.33 hm 以上大户有 582 户袁水稻规模种植面积
2

播种面积的 67%遥
2.1

水稻生产成本逐年上升袁稳定播种面积面临挑战
近年来袁瑞安市水稻种植面积基本保持稳定袁但与最高

为 8 672 hm2袁占全市水稻面积的 64.7%曰与 2016 年相比袁户

峰相比仍然减少近 50%遥究其原因院一是城市尧交通建设大

1.1.2

涨袁生产成本居高不下袁影响了种粮的效益遥目前袁种粮平均

数减少了 32 户袁规模经营面积增加了 527.77 hm 遥
2

产业发展布局遥瑞安市水稻种植模式以稻要稻或经

济作物渊蔬菜冤要 单季稻为主袁双季稻主要分布在沿海平原
渊塘下镇尧飞云街道尧南滨街道等镇街冤尧沿江平原渊包括云周
街道尧仙降街道尧马屿镇尧曹村镇尧陶山镇尧桐浦镇尧潘岱街道
等镇街冤曰单季稻主要分布在山区尧半山区地带渊包括湖岭
镇尧林川镇尧芳庄乡尧高楼镇尧平阳坑镇等乡镇冤遥近年来袁蔬
菜要稻尧油菜要稻尧春粮要稻尧草莓渊西瓜冤要稻等粮经二熟
制发展较快袁这种稳粮增效种植模式受到广大农户的欢迎遥

量占用农田曰二是劳动力成本大幅提高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飞
效益仅为 3 000耀4 500 元/hm2袁种植露地蔬菜效益 1.50 万~

2.25 万元/hm2袁种植设施蔬菜效益 9 万~12 万元/hm2袁种粮的

比较效益低下影响了农民种稻积极性袁部分农户放弃种植
水稻袁而改种经济效益更好的经济作物袁稳定粮食播种面积
面临挑战[1]遥

2.2 农田基础设施仍显薄弱袁制约农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

自 2010 年以来袁瑞安市各级政府积极采取多项措施袁加

1.1.3 社会化服务体系遥近 3 年来袁瑞安市进一步创新粮食

大了农田基础设施和中低产田的改造力度袁2010要2016 年

力度袁成立了一批影响力大尧服务能力强尧带动范围广尧示范

改善了农田基础生产条件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院一是由于投

作用大的专业服务组织袁新培育粮食尧农机尧植保等生产合

入资金有限袁仍有不少田块基础设施较薄弱袁尤其是山区或

生产经营服务机制袁加大了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

全市建成粮食生产功能区共 133 个袁面积 10 021.8 hm2袁大大

作组织 162 家袁其中家庭农场 61 家曰2016 年根据水稻生产

半山区袁农田水利设施仍不完善曰二是由于城镇尧工业尧交通

一代育秧尧代耕尧代插尧代治尧代收尧代烘粮食生产全程服务袁

业环境和设施的保护曰三是千家万户分散经营和土地流转

区域成立了塘下等 7 个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袁积极开展统

等建设缺乏严格执行项目可持续发展评价制度袁忽视对农

粮食生产社会化服务能力显著提高遥3 年来袁全市共新建水稻

的短期性袁导致对设施的修复尧保护意识淡薄袁农田沟渠道

瑞安市 3 年水稻总产量的 31.1%遥同时袁在继续稳步提高机

力有所减弱袁制约了瑞安市农田综合生产能力提升遥

育秧中心 12 个袁新增烘干中心 35 个袁共烘稻谷 116 014 t袁占
耕机收水平的同时袁大力推进农机大户和农机合作社等发
展使用插秧机尧烘干机袁水稻综合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遥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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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损坏老化尧农电线路被盗等现象较为严重袁抗自然灾害能
2.3 农业科技支撑水平不足袁科技贡献转化率低
一是农技队伍不稳遥基层农技队伍建设滞后袁新老交替

缓慢遥全市现有乡镇农技人员 122 人袁存在野两少一低冶现
象袁即从事农技推广人员少和从事本职工作时间少袁多数农
技人员蹲点驻村搞行政曰专业技术水平偏低袁高级职称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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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袁中级职称占 26%袁初级职称占 53%袁19%没有技术职称遥

用技术袁使农业科技应用水平逐步得到提高袁进一步落实

由于时间尧专业知识限制袁农技推广服务受到较大制约遥二

野藏粮于地尧藏粮于技冶的战略袁实现水稻生产增产增效和农

是科技拓展不够遥新品种尧新技术尧新机具推广难以满足实

民增收遥

际需要袁尤其是在施肥尧打药等机管环节和稻米精深加工

3.2 加强水田基础设施建设袁提升农田综合生产能力

技术等方面相对滞后袁整体技术装备水平不高袁农业科技

一是借助粮食生产功能区提标改造尧农业综合开发和高

含量仍然偏低遥三是农民素质偏低遥随着工业化尧城市化发

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袁重点对灌溉设施和农田机耕路等农

展袁有文化知识尧有经营能力的农民大多转移到非农产业袁

田基础设施进行更新换代袁改善稻田生产条件袁提升水稻综

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年龄老化袁文化素质偏低袁习惯于传

合生产能力遥二是按照粮食生产功能区分布通盘考虑粮食

统的生产耕作方式袁市场意识尧质量意识尧品牌意识淡薄袁

生产服务设施建设布局袁对规模较小的粮食生产功能区袁按

较难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遥从全市 582 位水稻规模
种植户调查情况来看袁年龄在 40 岁以下的共有 18 位袁占
3.09%曰年龄在 40~49 岁的有 76 位袁占 13.06%曰年龄在 50~

59 岁之间的有 254 位袁占 43.64%曰60~69 岁有 222 位袁占
38.14%曰70~79 岁有 12 位袁占 2.06%遥从学历来看袁小学学历
及以下的有 466 位袁占 80.07%曰初中及以下的有 80 位袁占
13.75%曰高中及以下的有 32 位袁占 5.50%曰本科及以下的有
4 位袁占 0.69%遥

2.4 农业设施用地审批难袁制约水稻全产业链延伸

区域布局统筹建设水稻育秧中心尧稻谷烘干中心尧农机服务
中心袁杜绝一户一社重复建设遥按照打造整洁田园尧建设美
丽农业行动要求袁服务设施建设外观设计尧色彩风格要简洁
整齐袁与自然环境协调融合袁做到田园清洁化尧景观化遥如针
对南滨街道阁巷农户需求袁由村经济合作社或粮食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承建南滨街道阁巷粮食服务中心袁统一为农户开
展机插尧机收和机烘等社会化服务[3-4]遥

3.3 加大科技培训力度袁提高先进适用技术到位率
加强水稻产业科技服务体系尧信息服务体系和培训体系

根据叶瑞安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设施农用地管

建设袁优化各体系内部结构和相互间联系袁切实做好粮农的

理的意见曳渊瑞政发也2015页74 号冤要求袁农业设施用地要尽量

产前尧产中和产后的技术服务与培训工作遥以提高新品种尧

不占或少占基本农田袁但瑞安市基本农田基本涵盖了全市

新技术成果转化率和贡献率为目标袁通过试验尧示范和引导袁

所有范围内耕地遥因此袁按文件要求进行选址尧审批非常难袁

探索行之有效的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应用新模式袁加快良种良

尤其是随着农业供给侧改革深入推进袁粮食向绿色和高品

法的推广袁破解困扰科技人员的野最后一公里冶难题遥

质方向发展袁粮食产后加工体系建设显得尤其重要袁而稻米

3.4 提高稻米产业化经营水平袁推进水稻全产业链发展

加工场地不属于农业设施用地审批范围袁需按建设用地进

一是要重点打造尧扶持一批龙头企业袁在稻米精深加工

行审批袁难度非常大袁大大制约了瑞安市水稻产业链延伸和

方面给予支持袁以提高稻米加工产品附加值袁提高稻米及其

产业发展 遥如瑞安市重点产粮镇南滨街道目前仅有 2 个粮
[2]

食烘干中心袁10 台烘干机袁远远不能解决当地稻谷烘干问

题袁迫切需要解决农业设施用地约 4 700 m 袁主要用于办公袁
2

副产品的综合利用率遥二是实行目标分区规划袁充分利用天
井洋和金川等区域生产优质稻米的资源优势袁合理进行瑞
安市稻区生产目标规划袁明确哪些区主抓高产尧哪些地区主

建烘干中心尧农资服务场地和农机具库房等曰又如马屿镇马

抓优质袁合理布局袁大力发展优质稻米尧生态米和有机稻米袁

曹粮油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为提高稻谷的附加值和种粮效

打造区域性品牌或者著名商标遥同时袁加强品牌的宣传和市

益袁计划开展粮食加工服务袁但由于没有建设用地指标而导

场开拓力度袁提高市场份额袁从而促进稻米产业的可持续发

致粮食加工中心无法建成遥

展遥三是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介入稻米产业袁在政策上鼓

3 瑞安市水稻产业发展对策

励尧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规模化生产袁获得规模化效

3.1 加大绿色高效新技术示范推广袁降低水稻生产成本
一是引进示范推广优质高产水稻品种遥秉持以创新尧协

益遥四是借助各地粮食收储公司仓库空余的场所建设烘干
中心和稻米加工中心袁积极实施野放心粮油冶行动袁推进瑞安

调尧绿色尧开放尧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统领袁以稳粮提质增效和

市水稻全产业链发展遥

绿色高产高效为宗旨袁积极引进示范推广优质高产品种袁尤

4

其是优质晚稻品种袁促进水稻生产向绿色高产高效化发展遥
二是要继续全面普及大棚工厂化育秧尧机插和机收等机械化
作业技术袁进一步提升水稻生产综合化机械水平遥三是加强
机管环节如植保机械尧施肥除草机械与配套技术等研究与
示范推广袁为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打通障碍环节遥同时袁通
过技术培训尧农民信箱和微信等多种有效途径宣传普及实
渊上接第 48 页冤

增强水稻植株对高温的抗性袁达到减轻高温热害尧提升结实
率与千粒重的效果[5]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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