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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19 日，常德市政府与省农
业厅就共同推进常德市农业标准化签署合
作协议，提出用五年时间把常德打造成全省
标准化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引领区、全国农
业标准化建设示范区。

五年来，常德市在省农业厅（委）的精
心指导和大力支持下，围绕水稻、油菜、蔬
菜、茶叶、柑橘、葡萄、烟叶、生猪、家禽、水
产十大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套标准、一
套监督检测体系、一批实施主体、一批示范
园区、一批品牌”“六个一”的模式和“操作
有规程、过程有记录、产品有标识、市场有
监管、质量可追溯”“四有一可” 的要求，
在全国率先整市推进农业标准化， 加快了
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确保了农产品质量安
全、提升了农业质量和效益，探索出了一条
发展现代农业的有效途径。 全市逐步形成
粮食、生猪、水产、蔬菜、林业五个“双百亿”
产业和柑橘、茶叶、油茶、甲鱼、烟叶等特色
产业竞相提升的产业发展格局，金健米业、
大湖股份、万福生科、惠生肉业等加工企业
竞相壮大的加工业发展格局，“金健” 米、

“大湖”鱼、“盈成”油、石门柑橘、澧县葡萄
等农业品牌竞相争艳的品牌发展格局。
2015 年，常德农产品优质率达 80%、加工
转化率达 60%、商品率达 70%以上，农户
加入合作社比重达 25%， 农产品质量安全
部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达 99.2%， 预计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1700 元。

启示一：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政府为主

导，建立标准化推进机制

省农业厅与常德市政府成立了由厅长
和市长任主任的厅市合作委员会， 建立了联
席会议制度。 常德市县两级成立了由市县长
任组长的农业标准化建设领导小组。 全市形
成了在省农业厅（委） 指导下的政府统一领
导、农业部门组织实施、其他相关部门协调配
合的农业标准化建设组织领导体系。 市委、市
政府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业标准化建设的
意见》， 明确了推进农业标准化的目标任务、
工作重点和保障措施，建立了农民投入为主、
部门项目支持、 各级财政奖补相结合的农业
标准化建设投入机制。 省农业厅（委）每年给
予 2000万元的专项支持， 市财政每年投入
农业标准化建设资金 1500万元以上，各县市
区财政每年投入均在 200万元以上。 市县财
政、整合部门资金和社会投入五年累计达 16
亿多元。 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定
期调度农业标准化工作， 现场办公解决标准
化建设中的具体问题。 建立了市委常委联系
标准园建设制度， 每名市委常委联系一个农
业标准化园区。 全市农业标准化建设进入由
一个部门工作上升为政府行为， 由分管领导
抓上升为主要领导亲自抓， 由过去单纯依靠
行政推动上升为依靠社会力量特别是以农民
合作社为主体，政府、企业、社会全面协作、合
力推动的新阶段。

启示二：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产业为单

元，制订标准化技术规程

为有标可依， 常德市紧紧围绕水稻、蔬
菜、茶叶、生猪、家禽、水产等十大产业标准
化，按照全程有标准、可操作的要求，制定了

基地建设、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使用、生产
技术规程、专业化防治、农产品采收、产品质
量和标识、生产加工等方面的标准或技术规
程 224 项，累计达 573 个，健全了十大产业
标准体系。为掌握标准，按照市县分级培训、
园区全员培训的原则，常德市每年培训县乡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农技服务站、畜牧
水产站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及种养大户等标
准化骨干达 2 万人以上。 为落实标准，以乡
镇农技服务站、畜牧水产站等为依托，将技
术规范转化成操作卡、明白纸，按季节、分农
时、分品种发放入户；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
入到园区、基地开展标准化技术指导；建立
监督巡查、检测、执法等制度，定期开展农业

标准化技术执行情况检查；园区全面建立生
产档案，实行生产过程全记录。

启示三：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新型经营

组织为主体，培育标准化实施中坚

实施农业标准化最大的障碍是千家万
户分散经营。为解决这个问题，常德市委、市
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农民合作社、农产
品加工企业等农业新型经营组织发展，通过
新型经营组织把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产业规
模，推行产业标准，提升产业水平。特别是按
照一个产业一批合作社的要求，围绕主导产
业培育和发展了农民合作社 2809 家， 其中
市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289 家（国家级
18、省级 85、市级 186），有社员 20 多万户、
带动农户 40 多万户， 有 456 家注册商标、
228 家通过农产品质量认证，基本覆盖所有
传统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同时，全市
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 4900 多家。 在合作社
等主体内部，实行统一提供种苗、统一供应
生产资料和投入品管理、统一制订技术规程
和技术培训、 统一品牌包装和注册商标、统
一检疫检测（实行产地准出、市场准入）、统
一组织销售的方式，组织标准化生产。 龙头
企业实行“公司 + 农户 + 标准 + 基地”的标
准化管理模式，把分散的小生产纳入工业化
生产标准体系中，实现基地车间化、农民工
人化、原料生产工厂化，打造农产品“露天工
厂”。葡萄产业在农康葡萄合作社的带动下，
建立 3 万多亩葡萄设施栽培标准化基地，汉
寿县以太湖股份为龙头建立 7 万多亩甲鱼
标准化养殖基地，已分别发展为南方最大的
葡萄、甲鱼规模商品基地；石门县以袁哥、亚
辉等柑橘合作社为载体，柑橘标准化生产规
模达 23 万亩。

启示四：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园区为载

体，创建标准化示范样板

常德市结合现代农业示范区、粮油高产
示范片和“三园二场”(标准果园、菜园、茶园
和标准化畜禽养殖场、 水产健康养殖场）建
设，根据产业基础不同，分层次推进标准化
园区建设，形成“广泛参与、分层推进、逐步
提质” 的全面推进农业标准化基地建设格
局。 五年来，常德共建设市级标准化示范园
区 157 个、县级示范园区 108 个，每个主导
产业和优势产业都建成了一批标准园区。通
过示范带动，油菜、水稻、柑橘、蔬菜标准化
覆盖率达 70%，生猪、家禽、水产标准化覆盖
率达 75%，烟叶、茶叶、葡萄基本实现标准
化。 五年里，农业标准化基地硬化田间道路
112 公里、疏浚整修沟渠 93 公里、安装杀虫
灯 5 万多盏，架设钢架大棚 7100 亩、智控
大棚 1350 亩， 建立高规格设施配套标准化
基地 180 多万亩，基地环境质量和基础条件
明显改善，生产效益明显提高。全市柑橘、葡
萄、蔬菜、甲鱼、生猪标准化基地，亩（头）均
增效分别达 275 元、1500 元、650 元、1200
元、80 元。 澧县设施葡萄实现产销一体化，
生产规模由五年前的 1.1 万多亩扩张到现
在的 3.5 万多亩， 年产值由 1.7 亿元增长到
6 亿多元。

启示五：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品牌为抓

手，打造标准化区域品牌

常德市为发展“三品一标”农产品及争
创驰名商标， 市财政按无公害农产品每个

0.3 万元，绿色食品每个 0.5 万元，有机农产
品每个 1 万元， 农产品地理标志每个 2 万
元，中国驰名商标、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每个 30 万元的标准，对
获证的企业和单位实行“以奖代投”，充分调
动了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开展认证的积极性。
五年里，新增“三品一标”产品 421 个，其中
无公害农产品 114 个、 绿色食品 182 个、有
机农产品 100 个、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登记
25 个，累计达 1052 个。大力整合品牌，重点
以“金健大米”为主整合粮食品牌，以“石门
柑橘”为主整合柑橘品牌，以石门有机茶和
桃源大叶茶为主整合茶叶品牌，以“澧康葡
萄”为主打造葡萄品牌，以“汉寿中华鳖”为
主提升龟鳖品牌， 扩大名牌农产品种养规
模，“三品一标”农产品生产基地达 620 万
亩。 积极扶持名牌农产品发展，采取走出去
参加展会、引进来办节会，召开新闻发布会
和产品推介会等多种形式，集中推介名牌农
产品， 同时积极加强基地农产品与批发市
场、超市、宾馆、学校等消费团体的产销对
接，对接率达 80%以上。 全市“三品一标”农
产品占上市农产品比率由五年前不足 20%
提升到现在的 60%以上。

启示六：
农业标准化建设要以产地环境

管控和产品检测为手段，完善标准化
监督体系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落到实处，
常德市按照“切断源头、清洁过程、把住关
口”的要求，着重强化了质量监管、检测和环
境管控体系建设，建立了政府监管、行业自
律、农民自为的农业标准化建设质量监督管
理制度。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在完善市县监管
体系的基础上， 结合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改
革，全市 208 个乡镇单设或加挂了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站，并明确了 2 名以上专职监管
检测员，每个村由村委或支委的主要负责人
担任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每个村民小组
由组长兼任农产品质量安全协管员，形成了
市、县、乡、村、组五级监管网络。质量安全检
测体系在市县两级建立农产品质检中心
（站）的基础上，全市 208 个乡镇全部建立检
测室、配备农残速测设备，支持合作社、基地
村等建立 180 多个速测点，形成了以市级检
测中心为龙头、县级检测中心为骨干、乡镇
监管站为基础、合作社和基地速测点为补充
的农产品质检体系。产地环境管控体系在建
立 10 个部省级监控点的同时， 在重要农产
品生产区、城市郊区、重点工矿企业周边区
和污水灌区建立市级动态监控网点 60 个，
对水质、空气、土壤、农产品进行定期抽样送
检， 达不到规定标准的退出食用农产品生
产。

展望未来， 常德市将坚持农业规模化、
高端化、智能化、服务化路径，继续按照“六
个一”的模式，全面深入、提质加速推进农业
标准化，积极发展品牌农业、特色农业、绿色
农业，切实加快现代农业发展。 继续以水稻
等十大产业为重点，按照“四有一可”要求，
完善标准体系、建设示范园区、创新推进机
制，全面建立起由田间到餐桌的农业标准化
体系。 按照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
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的要求，
贯穿生产、加工、流通、消费各个环节，落实
属地责任、经营主体责任、部门责任，建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检测体系和认证体
系，开展农业生产环境污染专项整治、农业
生产资料专项整治、打击假冒伪劣农产品专
项整治。采取企业主体、政府扶植、社会支持
的方式，加强农产品品牌创建、营销和推介，
着力打造一批有影响力、 竞争力的公共品
牌、区域品牌、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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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昌畜牧生猪标准化养殖

汉寿县华诚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

石门县白云山茶叶标准化生产基地

鼎城区灌溪镇中心村水稻标准化生产基地

安乡县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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