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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宁县脐橙种苗产业发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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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脐橙是新宁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和第一大脱贫攻坚主导产业遥 本文介绍了新宁县脐橙种苗
市场现状袁并提出相应建议袁以期确保种苗市场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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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袁新宁县斗光农校教员从邵阳引进种植脐

为保障脐橙优势产业健康发展袁2018 年 6 月 29 日袁

橙遥 新宁县现已成为全国四大脐橙出口基地县和国家

新宁县人民政府出台了叶新宁县柑橘种苗管理办法

柑橘优势产业带脐橙生产重点县之一袁同时也是国内

渊试行冤曳袁 从严规范本县行政区域内的柑橘种苗生产

重点柑橘产区少有的一块无柑橘黄龙病的野净土冶遥 新

经营和管理等行为遥 为了摸清该县脐橙种苗生产能

宁脐橙色泽橙红尧果面细腻尧口味浓甜尧富有香气袁曾

力尧脐橙种苗检验检疫及种苗监管与执法情况袁2018要

在全国及湖南优质水果评比中连续 5 年获金奖[1-3]袁远

2019 年袁邵阳市种子管理处与新宁县种子管理站对新

通过多年发展袁目前全县脐橙面积发展到 2.8 万 hm2袁

1 新宁县脐橙种苗市场现状

销马来西亚尧泰国尧俄罗斯尧加拿大尧新加坡等国家 [4]遥

年产量 40 万 t袁产值 15 亿元袁36 万人受益遥 近 5 年带

宁县脐橙种苗市场进行了调查遥

新宁县脐橙的主要栽培品种为崀丰尧 纽荷尔尧丰

动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逾 7 万人稳定脱贫袁脐橙已成为

脐尧福本遥 现有脐橙种苗无病毒繁育中心 1 个袁1970 年

第一大主导产业遥

中苗圃占地面积为 3.33 hm2袁年出圃优质脐橙种苗达

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一大支柱产业和脱贫攻坚的
随着新宁脐橙品牌影响力的快速扩大袁产业效益
不断突显遥 新宁县将脐橙产业作为全县产业扶贫的重
点产业袁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新种植脐橙的免费提供种
苗并给予 1.8 万元/hm2 的奖补袁当地农民的种植热情

空前高涨遥 全县每年以新扩 1 333 hm2 以上的速度递
增袁全县海拔 500 m 以下的荒山尧残次林尧坡地袁全部

本着野应开尽开袁宜种尽种冶的原则袁按野山顶戴帽袁山
腰种果袁山脚穿靴冶的生态模式成规模开发脐橙园遥 县
内生产的脐橙种苗供不应求袁一些苗木繁育者受利益
驱使袁大量销售露地繁育脐橙苗木袁交易市场一度非常
活跃遥
柑橘木虱是柑橘黄龙病传播的唯一昆虫媒介袁为
阻隔黄龙病传播途径袁脐橙苗木培育无病毒种苗繁育
要求严格袁育苗厂房投入较大遥 普通露地繁育脐橙种
苗染病风险较大袁严重威胁新宁县脐橙产业发展安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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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袁为财政投资兴建袁该企业生产基地占地 7 hm2袁其
150 万株袁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遥 检验检测种苗是否带

毒的手段匮乏袁育种人员对脐橙品种登记工作积极性
不高袁脐橙种苗真实性检验技术难以普及袁基层农业
执法部门缺乏执法依据遥
1.1 无病毒种苗生产能力受限
据调查袁2017 年全县脐橙苗木繁育面积 12.33 hm2袁

年产脐橙种苗 400 万株遥 其中袁露地繁育脐橙苗木

9.67 hm2袁其中砧木苗 3 hm2尧嫁接苗 6.67 hm2袁出圃苗
木 250 万株袁产值 650 万元袁主要分布在黄龙镇尧金石
镇等地袁占全县脐橙苗木总面积的 78%遥 无病毒脐橙

种苗面积 2.67 hm2袁为种子生产经营持证企业宝丰园
艺中心生产袁全县无病毒脐橙种苗繁育面积占该县脐

橙苗木繁育总面积的 22豫遥

由于无病容器苗圃建造成本高尧面积规模小尧生

产数量有限袁满足不了市场需求袁使露地苗有很大的
市场空间遥同时袁无病容器苗成本在 7~8 元/株之间袁售

价 10 元/株袁利润率只有 30%左右曰露地育苗成本仅

2 元/株以内袁售价 4 元/株袁利润率为 100%遥 投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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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差距明显袁育苗户不愿意投资进行脐橙无病容器苗

黄龙病的野净土冶袁但由于柑橘木虱迁飞性传播能力强袁

繁育遥

若露地苗受携带黄龙病源的柑橘木虱危害袁出圃后

繁育优质无病容器种苗是促进新宁县脐橙生产

可能会带来隐患袁会对种植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遥

健康发展的关键袁应重视品牌野崀丰冶脐橙品种的脱毒

一方面袁由于露地育苗没有正规手续袁生产管理不规

繁育与展示示范工作袁鼓励生产经营主体开展脐橙新

范袁很多砧木尧接穗由不法渠道获取袁特别是接穗袁常

品种的选育工作袁加大投入袁改善苗木繁育设施和条

是从病树上采集并进行嫁接曰也有的以假充真袁影响

件袁提升苗木繁育生产能力袁促进苗木繁育向规范化尧

种苗品种纯度和安全性遥 另一方面袁种植户对露地苗

专业化尧企业化尧基地化方向发展袁从源头上消除品种

的隐患认识不够袁在种苗选购尧种植上袁存在根深蒂固

上的野多尧乱尧杂冶现象袁逐步形成标准化育苗尧规范化

的不良观念袁随意性很大袁无病毒种苗的优势未能深

经营的产业格局遥

入人心遥

1.2 检疫性病害检验检测能力薄弱袁政府公益服务能
力不足

根据新修订的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曳的有关
规定袁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作为柑橘种苗行政执法主体袁

鉴别柑橘苗木是否带检疫性病害袁如柑橘黄龙病尧

应组织相关部门联合执法遥 然而袁新宁县执法大队尧种

裂皮病尧碎叶病尧衰退病尧溃疡病等病害袁特别是鉴别

子管理机构尧植保植物检疫机构尧脐橙开发中心都在

柑橘黄龙病袁一般是采取肉眼观察和仪器检测 2 种方

各自业务范围内开展柑橘苗木的相关工作袁难以形成

法袁如症状明显袁病苗用肉眼可以鉴别曰不显示症状的

有效合力遥 加之柑橘种苗在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曳

苗木必须用仪器检测袁但新宁县还没有一套完善的检

中属于不需包装的非主要农作物种子袁市场管理监督

测仪器遥 没有国家层面的柑橘种苗 DNA 指纹图谱袁假

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文不多遥 只要露地苗有市场袁露地

冒脐橙种苗识别难袁监管与执法部门无法及时取得直

育苗在较长时期内仍将存在遥 应加强叶中华人民共和

接的证据袁监管与执法缺乏有效抓手袁难以有效净化

国种子法曳的宣传与普法力度袁整合农业行政主管部

脐橙种苗市场遥

门内部监管与执法力量袁对规范该县脐橙种苗市场意

抓好技术培训尧技术跟踪服务袁以点带面袁逐步建

义重大遥

立脐橙良种无病毒苗木繁育体系袁推动无病毒种苗生

2 建议

产向规模化尧标准化尧集约化发展遥 生产技术服务能力

2.1 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袁确保柑橘无病毒种苗

建设尧检验检测能力建设等公益性服务必须加大投入袁

生产推广

确保脐橙种苗产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遥
1.3 基层种子管理机构难以适应全程监管要求

新宁县种子管理站实际只有 2 名工作人员袁要负

近几年袁新宁县委尧县政府高度重视脐橙产业发
展袁特别是针对脐橙无病毒种苗繁育出台了一系列奖
励扶持政策遥 网棚无病容器脐橙苗逐步得到了农户的

责全县农作物种子市场监管袁承担种子行政许可事务

青睐袁减少了农户采购露地带病脐橙苗木的风险遥 随

工作遥 目前种子行政许可与备案系统都已全国统一联

着国家产业扶贫政策的逐步退出袁该县奖补政策将失

网袁政策性尧时效性强袁工作压力大袁职业风险高袁有限

去资金支持袁应该积极探讨一条引导市场生产尧使用

的力量只能优先应付目前的行政许可与备案系统事

无病脐橙种苗的长效机制遥

务工作遥 柑橘无病种苗生产的管理袁特别是柑橘接穗

2.2 配齐基层种子管理部门机构编制袁加强市场监管

环节的管理袁 是确保柑橘种苗纯度和无病的关键环

种子行政许可与种子生产经营备案制度尧种子生

节遥 根据叶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曳的要求袁生产经营

产经营档案管理制度的有效衔接袁是种子管理部门的

主体应建立无病毒容器种苗繁育基地生产档案尧销售

工作抓手袁也是市场监管与行政执法的依据遥 基层监

档案袁真正做到种苗生产经营过程全程可追溯袁但很

管部门由于人手不足袁往往重审批尧轻监管袁给种苗市

难真正落到实处袁企业主体不愿做袁监管部门力有不

场管理留下隐患遥

足袁难以实时监管遥

2.3 加强农业部门脐橙苗木联合执法袁确保执法有力

1.4 种子种苗市场监管未形成有效合力袁普法执法教
育任重道远

要建立农业执法大队尧种子管理尧苗木检疫等部门
参与的种苗联合执法队伍袁县级财政应保证开展种苗

规范柑橘苗木生产育苗可从源头上控制柑橘黄

执法的正常工作经费遥 加强对脐橙苗木销售市场监督

龙病发生与蔓延袁确保新宁县脐橙产业的持续尧健康

检查袁从培育砧木到苗木出圃以及市场销售进行全程

发展遥 新宁县是国内重点柑橘产区少有的一块无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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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机耕路尧灌溉渠道较远袁因用水尧运输困难抛荒遥

农产品网络销售等技能培训遥 二是政府监管部门要加

3 对策

强农资市场管理袁 严厉打击农资生产经营者制假售

3.1 强化组织领导袁落实责任到位袁定期督查督办

假尧哄抬物价尧牟取暴利的行为袁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强化党政领导重视程度袁将撂荒复耕任务分解落
实到各个责任单位尧个人尧地块袁把撂荒复耕复种各项

不受侵害遥
3.6 改善基础设施袁夯实农业生产条件

指标任务纳入绩效考核范围内遥 将解决耕地撂荒问题

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袁 加快推进项目实施袁

作为农业生产的重点工作袁建立相应的工作机制袁成

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袁提高种粮基础设施条件袁提高防

立耕地撂荒复耕工作督查小组袁定期督查尧督办遥 对工

灾抗灾能力曰加大资金投入袁完善农村机耕路建设袁改

作开展较好的进行通报表扬尧奖励等袁对工作开展不

善交通基础设施袁推进农业机械化生产袁提高农业生

好的进行通报批评尧约谈尧问责等遥

产效率袁降低农民劳动强度遥

3.2 优化产业结构袁提高耕地收益

3.7 加快土地流转袁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袁各级政府积极指导群众复

积极推进土地集中流转袁通过各种形式的土地流

耕复种袁积极引导农民改变传统生产经营模式袁培育

转将撂荒耕地流转至种植大户尧农民专业合作社尧村

优势产业袁开展多种产业综合经营袁最大限度降低农

集体经济合作社加以充分利用遥 积极构建农业集群发

民种植风险遥 在山区撂荒的田块可以发展特色种养

展模式袁扶持壮大现代农业园区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袁也可以因地制宜发展水果尧蔬菜尧中药材等产业遥

业尧家庭农场尧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袁推动

对部分低洼尧易涝尧积水的农田袁引导农户改种其他非

农业向规模化尧集约化方向发展遥

粮作物袁如种植芡实尧莲藕尧马蹄等水生作物以及发展
稻虾综合种养袁防止其撂荒遥
3.3 加强政策扶持袁引导农民复耕撂荒地

3.8 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袁加强农业技术服务
积极引进使用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技术袁降低
农业生产劳动强度袁以弥补全市农村劳动力的短缺袁

一是积极向上级争取农业生产资金袁引入社会资

从而实现农业生产高产稳产和可持续发展遥 加强农业

本袁整合非农项目资金袁加大农业生产扶持力度袁提高

机械化服务袁通过农机服务合作社与村集体经济组织

农民开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遥 二是严格落实各项支农

签订协议袁提供农作物全程机械化生产托管服务袁将

惠农政策袁提高补贴的针对性遥 对符合补贴要求的袁及

各村边缘地段连片撂荒的耕地充分利用袁种植农作物遥

时发放补贴资金曰对长期撂荒的暂停发放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袁待撂荒耕地复耕后再发放补贴遥 三是市尧县尧
乡尧村四级联动袁明确工作重点袁履行分片包干制度袁
逐村逐户摸清撂荒耕地面积袁动员各村盘活撂荒地遥为
解决耕地撂荒问题袁各级政府制定相应的奖惩办法遥
3.4 加大宣传力度袁提高认识
组织工作小组进村入户对稻谷补贴尧耕地地力保
护补贴等强农惠农政策进行宣传解读遥 各级部门通过
农村广播尧短信尧公众号尧电视等方式宣传耕地撂荒的
危害尧奖惩办法尧政策文件等遥
3.5 加强技能培训袁加大监管力度
一是加强农民农业病虫害防治尧农业机械操作尧
渊上接第 223 页冤

监管袁使违法育苗尧违法销售的行为得到逐步规范袁种

苗质量得到根本保证袁从而维护广大种植户的利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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