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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鄞州区野三品一标冶工作现状及发展对策
沈春艳
渊宁波市鄞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站袁浙江宁波 315100冤
摘要 野三品一标冶是政府主导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袁不仅能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袁而且对提高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力等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本文总结了宁波市鄞州区野三品一标冶工作现状袁
分析了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袁以期为推动野三品一标冶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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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品一标冶指的是无公害农产品尧绿色食品尧有

机农产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的统称遥 它是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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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三品一标冶工作现状

1.1 认证产品规模与种类
截至 2020 年底袁全区拥有无公害农产品 195 个袁

的安全优质农产品公共品牌袁 不仅能推进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袁促进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袁而且对提
高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尧品牌知名度和国际竞争
力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鄞州区是浙江省宁波市市辖区袁是其核心城区
之一遥 位于长三角南翼袁浙江省东部尧宁波市中部沿
海袁西靠海曙区袁北依江北区尧镇海区袁东北临北仑
区袁南接奉化区袁东南与象山县隔象山港相望遥 山区
面积为 706.14 km 袁占总面积的 51.14%曰平原面积
2

为 528.54 km 袁占 38.30%曰水域面积为 145.86 km 袁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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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袁故有野五山四地一分水冶之称遥 鄞州区属亚热

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袁因濒临东海又带有海洋性气

产地规模 9 153.33 hm2曰绿色食品生产企业 7 家袁产
品 18 个曰有机食品生产企业 2 家尧产品 2 个曰农产品

地理标志 1 个遥 无公害农产品个数占野三品一标冶认
证总量的 90.3%袁其中粮油 27 个袁蔬菜 35 个袁水果
53 个袁茶叶 5 个袁食用菌 2 个袁畜牧 8 个袁水产 65 个遥

绿色食品个数占野三品一标冶认证总量的 8.3%袁其中
粮油 1 个袁水果 2 个袁茶叶 10 个袁渔业 1 个袁纯加工
4 个遥 有机食品个数占野三品一标冶认证总量的 0.9%遥
1.2 认证产品区域分布

认证产品区域分布院瞻岐 28 个袁咸祥 60 个袁东吴

6 个袁塘溪 13 个袁五乡 12 个袁邱隘 2 个袁云龙 11 个袁

候条件袁四季分明袁全年无霜期 238 d袁年平均气温

横溪 21 个袁姜山 49 个袁首南街道 8 个袁潘火街道 4 个袁

渊街道冤11个遥全区通过野三品一标冶认证袁显著提升了

渊街道冤中袁绝大多数集中在姜山镇尧咸祥镇及瞻岐

16.2益遥 全区共有 10 个镇 15 个街道袁其中涉农镇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袁2018 年顺利完成了省级农产

白鹤街道 2 个遥 认证区域主要集中在 11 个涉农乡镇

镇遥 姜山镇是区农业大镇袁土地面积较大曰咸祥瞻岐

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区创建和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

靠海袁水产养殖比较多遥

放心区创建工作遥 鄞州区不断创新工作机制袁狠抓工

1.3 政策措施

作落实袁全面推进野三品一标冶工作袁积极开展农产品

1.3.1

质量安全相关业务工作袁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袁

区尧镇二级都出台相关扶持政策袁引导农业企业和种

取得了明显成效遥 与此同时袁也存在一些问题袁需创

养殖大户进行野三品一标冶认证遥 区农业农村局尧区财

新举措加快高质量发展遥

政局联合出台叶鄞州区农产品质量认证专项资金管

收稿日期 2021-09-29

理办法曳袁区财政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开展野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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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冶认证工作遥 具体政策如下院通过无公害农产品

稻种植尧畜牧养殖尧水产养殖等企业和专业合作社

产地渊产品冤尧绿色食品尧有机农产品认证渊认定冤分别

186 家次袁重点检查农产品生产台账记录情况尧投入

补助 3 万尧6 万尧8 万元袁员 个补助对象单项最多补助
猿 个产品曰无公害农产品复查换证补助 0.2 万元袁绿

品管理情况遥 2020 年全区生产主体自主打印合格证

337 068 张袁附具合格证上市的农产品 414 t遥

色食品续展认证补助 1 万元袁 有机农产品保持认证

1.3.4 加大宣传袁扩大野三品一标冶的公众认知度遥 以

奖励 20 万元曰创建区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并通过

品一标冶知识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袁提高公众对

并通过考核的袁每家补助 1 万元曰新增农产品质量安

重内检员的日常管理和业务指南袁充分发挥其在生

补助 1 万元曰 对通过国家级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的

科技下乡尧各类监督检查活动为载体袁大力宣传野三

验收的袁每家补助 5 万元曰农残速测信息化创建完成

野三品一标冶的认知度袁为消费者营造良好的氛围遥 注

全追溯点创建并通过验收的袁每家补助 员 万元曰列入

产管理一线的日常监管作用遥 每年组织人员参加无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示范点建设并通过验收的袁每

公害内检员尧绿色食品内检员尧绿色食品检查员尧标

家补助 2 万元遥 通过政策引导农业企业和种养殖大

志监管员和生资管理员等培训袁促进生产企业全面

户进行产品认证袁进一步提高了全区农产品质量安

提高质量管理水平遥 同时袁组织相关企业参加地标

全水平袁强化了质量监管遥 近几年袁区财政每年安排

展尧绿博会等相关活动袁提高企业品牌的知名度袁扩

100 多万元用于野三品一标冶认证等相关补助遥

大企业的市场影响力遥 对所有野三品一标冶生产主体

1.3.2 严格把关袁稳步推进野三品一标冶认证遥 根据鄞

发放叶鄞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告知承诺书曳叶农业安

州区自然生态优势袁围绕特色农业开展野三品一标冶

全生产常识百问曳和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隐患管控

认证遥 通过多形式尧全方位尧多层次开展野三品一标冶

须知曳等宣传资料袁并签订叶鄞州区农产品质量安全

认证宣传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袁积极引导生产主体

告知承诺书曳袁明确生产主体安全责任遥

踊跃申报遥 近年来袁野三品一标冶认证呈现良好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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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头遥 在认证过程中认真贯彻落实野三品一标冶的认

2.1 认证基地规模小袁产品发展不平衡

证工作规范袁严把材料审核关和现场检查关袁确保
野三品一标冶发展质量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遥

存在的问题
目前袁鄞州区土地流转期限较短袁土地流转存在

短尧小尧散现象袁导致野三品一标冶认证企业规模偏小遥

1.3.3 强化监管袁规范主体生产管理行为遥对取得野三

在认证的产品中袁绿色食品和有机产品偏少袁还没有

品一标冶认证的生产单位的产品尧产地采取定期和不

发展起来袁地理标志农产品也只有野鄞州雪菜冶遥 无公

定期的方式进行监督检查遥 结合企业年检尧产品抽

害农产品认证规模已占耕地面积的 50%以上袁规模

检尧市场监察等工作袁加大监管力度袁规范无公害农
产品尧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标志管理袁规范主体生

经营主体也已基本通过无公害农产品认定遥 2018 年
11 月袁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停止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

产管理行为遥 以投入品使用管理为重点袁督促企业落

通知袁无公害农产品逐渐由食用农产品合格证取代遥

实质量控制措施尧生产操作规程袁建立健全生产记录

虽然宁波还在进行无公害农产品认定袁但随时都有

档案等遥 同时袁加大对野三品一标冶产品的检测力度和

停止认证的可能遥 因无公害农产品工作制度的改革

抽检力度袁确保全区农产品质量安全遥 2020 年全年完

和国家对野三品一标冶的重视袁为适应新时期农产品

成定性抽检 5 753 批次袁定量抽检 633 批次袁7 批次

不合格袁合格率 98.9%遥 配合上级抽检 40 批次袁省级

例行抽检合格率 98.1%袁省级专项风险问题发现率和

处置率都在全市名列前茅遥 2020 年联合执法尧水产尧

质量安全工作新要求袁发展绿色食品及有机产品就
显得尤为重要遥
2.2 认证机构队伍不健全袁监管措施乏力
所有的野三品一标冶认证工作都由区级机构来完

畜牧等相关科站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监管执法

成袁但是区级并未配备相应的专职野三品一标冶工作

巡查袁共出动检查人员 451 人次袁巡查蔬菜种植尧水

队伍遥 目前袁区级机构拥有无公害农产品检查员 2 人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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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检查员 4 人袁但检查员大多是兼职人员袁工

野三品一标冶认证工作作为创建农产品品牌尧争创农

作调动频繁袁人员流动性较大袁导致检查员队伍不稳

业新优势和贯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工作

定袁现在执行检查监督任务的仅 2 人遥 各个涉农镇

来抓[3]遥 在政策引导尧项目申报尧科技投入尧市场准入

渊街道冤虽有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人员进行日常巡

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袁深入了解企业和农户需求袁提

查袁但无检查员及监管员且大都是兼职袁每个人负责

高办事效率袁以大力促进企业申报野三品一标冶遥

好几项工作且流动性更大遥 检查员投入了大量的时

3.2 加强品牌培育袁推进标准化生产

间和精力袁但在评奖评优尧职称评定等方面没有一点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袁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优势袁缺乏奖项和项目袁从而影响了检查员的积极

有序流转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袁发展野企业+农户冶野企

性袁影响了野三品一标冶工作的正常开展遥 野三品一标冶

业+基地+农户冶等多种合作关系袁在技术指导尧农资

监管工作多以执行上级要求和专项行动式监管为

供应尧销售等方面进行联合袁推动农业生产规模化与

主袁监管措施创新和常态化制度建设不足[1]遥

标准化遥 针对企业普遍存在的重认证轻管理问题袁可

2.3 科技支撑力度不足袁先进生产技术难以推广
野三品一标冶的关键点是现代农业科技的广泛应

分批次拨付奖励资金袁与企业复查换证尧年检尧监督
检查尧检测等挂钩袁通过改变补助资金拨付方式来促

用袁需要不断应用技术进行优质种子种苗培育尧土壤

进企业按要求规范生产遥

培肥改良尧化肥和农药的减量控施尧绿色高效的栽培

3.3 加强证后监管袁完善追溯体系建设

或养殖技术推广遥 但是袁目前鄞州区科技力量队伍严

检查员尧监管员必须切实认真履职袁加强对获证

重不足袁农技科技人员严重缺乏遥 许多农技人员并非

企业的证后日常监管遥 加大对三品的抽检力度袁把

农业专业出身袁对农业工作不熟悉袁且主要精力未放

野三品一标冶农产品全部纳入农产品抽检范围遥 对抽

在农业上遥 有些新进的专业对口工作人员袁工作没几

检不合格尧违规使用禁用农药尧存在质量安全隐患的

年又从事行政工作袁导致精力分散遥 野三品一标冶农产

企业提出整改意见并监督整改到位袁整改不到位的

品生产的科技支撑力度远远不足袁因缺少技术指导袁

产品坚决取消标志使用权遥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许多主体的实际生产情况与野三品一标冶的标准要求

系建设是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重要抓手袁必

存在一定差距遥

须完善全区农产品追溯体系及田间生产档案袁 扩大

2.4 企业积极性不高袁缺乏品牌意识

农产品追溯的覆盖范围遥 对于小规模的生产主体及

现在产品凭卖相和价格占据市场袁而野三品一

散户要一并纳入袁而且覆盖范围扩展到投入尧生产尧

标冶农产品生产成本比普通产品高袁没有忠实的消费

销售的全过程遥

群体袁品牌认知度很低袁多数消费者只知道野无公害冶

3.4 加强队伍建设袁调动工作积极性

野绿色冶等字眼袁并不知道内在含义 遥 目前袁市场准入
[2]

增设人员编制袁让更多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人

机制并未完全建立袁往往认证产品和普通产品一起

员加入野三品一标冶工作队伍袁通过积极参加技术培

销售遥 一部分生产者急功近利袁认为三品认证在较短

训袁更新现有知识体系袁及时掌握认证方面的新政

时间内难以取得较大利润袁体现不出优质优价袁导致

策尧新要求袁有效提高野三品一标冶工作队伍的专业能

企业积极性不高遥 很多获证单位存在野重认证轻监

力和管理水平[4]遥 通过评奖评优尧职称评定等优惠政

管冶现象袁对认证产品缺乏有效监管手段遥 部分主体

策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遥 同时袁必须加大对企业及

意识不强袁标志使用不规范甚至很多时候不用标志遥

农户的培训袁开拓其眼界袁提升其品牌开拓能力遥

3

3.5 加强宣传袁健全市场

建议

3.1 加大认证及开发力度袁提高申报积极性

应经常通过传统媒体叶鄞州日报曳尧新媒体野鄞

各级领导应该充分认识到野三品一标冶对推进

响冶和公众号野鄞农氏冶宣传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和

野质量兴农尧绿色兴农尧品牌强农冶的重要性袁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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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冬梅等院日照市花生黄曲霉毒素污染成因与防控技术
间确定袁通常在 9 月中下旬遥 适宜收获的标志是院植

臆8豫遥 储存前确保花生在安全水分以下袁杜绝将花

上荚果果壳较韧硬袁脉纹清晰可辨袁内果皮白色海绵

臆15 益尧湿度臆60豫遥

株生长衰退袁叶色变淡袁大部分叶片枯萎脱落曰2/3 以

组织收缩袁局部有黑褐色斑片与光泽袁饱果率达到

生原料直接堆放在地面进行储藏遥 储藏环境温度

3.3.3 运输加工遥 在恒温库中储存的花生荚果尧籽仁

60豫以上遥

在装运之前袁要先出库保持原包装状态袁在常温下进

3.2.2 避免机械损伤遥 为防止花生荚果在收获时受

行平衡温度遥 用于出口的花生原料在运输过程中袁注

损或破裂袁应尽量避免采用不当方式对花生荚果剧

意温湿度监测变化袁以减少花生霉变产生黄曲霉毒

烈摔打尧挤压等遥

素的机会遥 在加工过程中袁应保持全程车间通风干

3.2.3 收获后迅速干燥遥 选择适宜的收获日期袁避免

燥袁不同批次原料含水量不同袁不要混合进行加工筛

在雨天收获遥 刚收获的花生鲜荚果避免堆放袁应迅速

选袁避免产生黄曲霉菌袁同时剔除霉变尧发芽和受损

摊开尧晾晒遥 建议带秧晾晒袁收获后摆成薄层袁使根

的籽仁遥

系尧荚果向阳袁就地干燥袁促进后熟遥 如遇阴雨天气袁
应采用人工干燥设备袁在干燥催干过程中注意防止
回潮袁已催干的花生应及时包装扎实遥
3.3 收储尧加工尧运输环节
3.3.1 荚果脱皮遥 荚果在脱皮前要充分晾晒袁使荚果
含水量臆10豫袁剔除霉变荚果遥 提倡人工脱皮袁保证
籽仁完整遥 机械脱皮要调节好脱皮机构袁避免或尽量
减少脱皮时损伤花生籽仁袁破损花生籽仁在贮藏过
程中易受黄曲霉菌侵袭遥
3.3.2 收储要求遥 收购商在收购原料时袁必须严格把
好水分关袁确保花生荚果水分臆10豫尧花生籽仁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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