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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着力打造以精
细农业为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加
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这一重要部署，为全省
现代农业建设明确了目标， 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路径。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是立足供
给端、延长产业链、打造价值链的关键环节，
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贯彻落实省党代会精神，要进一步优化农产
品加工、储运和流通，依靠精细化加工提升
农产品的品质、品相、品牌，为消费者提供更
丰富、更适销对路的产品，满足人们对农产
品多样化、优质化的需求。

“十二五”以来，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量突破万亿元大关，与
山东、江苏、河南、广东、湖北、四川同列全国
农产品加工万亿元俱乐部；产业结构不断优
化，粮食、畜禽、果蔬、油料、茶叶、水产品、棉
麻、竹木等八大主导产业稳步发展，粮食、畜
禽、竹木进入千亿产业行列；龙头企业规模
不断壮大， 过 100 亿元的龙头企业已有 4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46 家；科技
创新能力明显增强，420 多家农产品加工企
业与国内 90 多家科研院所开展科技合作；
品牌影响力显著提升，全省农产品加工企业
中获得“中国驰名商标”167 件，获得“中国
名牌产品”41 件；带动农民增收能力不断增
强， 全省农产品加工业连接基地面积 8700
万亩， 带动农户 950 万户， 直接安排就业

215 万人，发放劳动者报酬 407 亿元。
我省农产品加工业发展势头喜人，但依

然存在不够精细的问题： 初级加工产品多，
精深加工产品少，丰富的农产品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利用；农产品加工率低，三产融合不
够；品牌建设滞后，多散小现象突出，缺少在
全国叫得响、竞争力大的品牌；产业链条延
伸不长，带动农民增收能力不强等。 农产品

加工业仍是我省现代农业建设的一块“短
板”。

今后一个时期，全省农产品加工业要按
照发展精细农业、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要求，以“百强”带动和“百企”培育为重点，
以科技创新为支撑，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
力，着力发展重点产业、重点园区、重点企
业、重点品牌，积极开拓市场，推进产业链、

价值链建设，促进三产深度融合发展，不断
提升我省现代农业建设水平。 至“十三五”
末， 我省农产品加工业要努力实现 3 大目
标：产业规模有新增长，到 2020 年，全省农
产品加工业产值达到 2 万亿元， 年均增长
12%，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比达到
2.5∶1，农产品加工产值占全省规模工业产
值比重突破 30%；龙头企业有新发展，着力
实施“5288”工程，重点培育年销售收入过
100 亿元的龙头企业 5 家、过 50 亿元的 20
家、过 10 亿元的 80 家、过亿元的 800 家；
产业集群有新突破，着力打造粮食、畜禽、果
蔬、油料、茶叶等一批千亿产业，重点培育
20 个省级农产品加工园区，30 个农产品加
工大县。

具体来说，要努力打造“六个链条”，构
建我省农产品加工业新优势：一是构建农产
品加工产业链新优势。引导加工企业淘汰落
后生产设备和工艺，力争省级以上龙头企业
加工装备和技术水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到
2020 年，科技贡献率达到 40%以上，产地初
加工率达到 80%以上，农产品精深加工率达
到 50%以上，综合效益提升 30%以上。 二是
构建农产品加工组织链新优势。 完善“基地
+ 合作社 + 企业 + 网络营销” 联动模式，实
现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到 2020 年，建成完善
的农产品电子交易和信息公共服务平台，
90%以上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产品加工

龙头企业开展网上直销。 三是构建农产品加
工质量链新优势。 引导农产品加工质量标准
体系建设，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质量安全控
制和监管体系，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实现全
覆盖。 加强品牌建设， 每个重点行业形成
3-5 个在全国有影响的知名品牌，扩大“湘
字号”农产品加工品牌的影响力和市场占有
率。 四是构建农产品加工创新链新优势。 引
导和支持龙头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鼓
励国家、省级龙头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开发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提高核心竞
争力；加强产学研结合，完善体制机制，重点
围绕精深加工、 副产物综合利用及节能减
排、质量安全、新产品开发等重点，开展联合
攻关和国内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吸收与再创
新， 提升我省农产品加工业整体研发能力。
五是构建农产品加工服务链新优势。 加强流
通体系建设，支持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连锁
超市、配送经营和电子商务；建设农产品加
工信息服务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人才培训
平台，为农产品加工业提供共性服务。 六是
构建农产品加工资金链新优势。 扩大农产品
加工企业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支持条件
成熟的重点龙头企业上市融资；充分发挥大
企业的资本优势， 支持企业开展资本经营，
充分发挥政府担保公司的功能作用，通过多
种方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省委农办、省农委主任 刘宗林

长沙市（23 家）
湖南润和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春光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长株潭广联生猪交易市场有限公司
长沙市绿叶农产品贸易有限公司
湖南奇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现代资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沃尔德农产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新聪厨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太阳现代休闲农庄有限公司
湖南湘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神农大丰种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泰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台现代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飘香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果之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长沙千龙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长沙正大有限公司
湖南森蓝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香生态兰花有限公司
长沙远扬食品有限公司
长沙天登实业有限公司
长沙天野有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金霞粮食产业有限公司

衡阳市（16 家）
湖南省广林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衡岳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湖南衡东县衡金优质农产品有限公司
衡阳周福记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金林食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衡阳力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宁市福塔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常宁市康佳利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衡南绿贝生物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金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华泰食品有限公司
耒阳市江头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衡阳希朵曼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森香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知味大师食品有限公司

衡东县爱平养殖有限公司
株洲市（12 家）
株洲悠移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湘春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省吉泰农牧有限公司
攸县奇瑞实木家私有限公司
茶陵县虎源生态园林有限公司
炎陵县耕夫子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汉唐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攸县城关国家粮食储备库
株洲市明扬农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指上美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泽域美景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市大顺包装有限公司

湘潭市（7 家）
湖南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莲美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市仙女竹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湘大王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韶山毛家食品有限公司
湘潭绿丰保鲜蔬菜配送有限公司
湖南瑞丰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邵阳市（14 家）
绥宁县神农金康药用植物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邵阳市龙石山铁皮石斛生态种植有限公

司
武冈市鑫德生态现代农业有限公司
城步苗族自治县燊威特色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
湖南宝东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邵阳市云新高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雨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军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鸿利药业有限公司
湖南恒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天香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省丰源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邵阳天元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满师傅食品有限公司

岳阳市（15 家）
湖南省华文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临湘永巨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天裕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屈原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云龙菜业有限公司
湖南月坤农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南湖洲牛业有限公司
湖南新泰和绿色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济海物流有限公司
岳阳县枫树湾畜牧有限公司
湖南景园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坚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金顶实业有限公司
岳阳市新宏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龙窖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常德市（23 家）
常德市永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市敬佩粮油有限公司
常德市鼎城年丰粮油饲料有限公司
湖南华乐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丰阳光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常德振邦米业有限公司
汉寿县华鑫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津山口福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蜀中情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博邦农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金湘源进出口有限公司
湖南城头山红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常德正新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省梅林果业有限公司
津市市金湘猪鬃实业有限公司
湖南惠宜佳木业有限公司
湖南海佳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桃花源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市河洲水产有限公司
湖南德人牧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金德米业有限公司
桃源紫艺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广源麻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市（4 家）
张家界福安家木业有限公司
张家界立功旅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张家界云雾王茶业有限责任公司
张家界三木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益阳市（15 家）
湖南梅山黑茶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辉华牧业有限公司
中茶湖南安化第一茶厂有限公司
湖南阿香茶果食品有限公司
桃江县湘益木业有限责任公司
益阳味芝元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鑫泰麻床垫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风河竹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益阳市佑林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市赫山区山岭米业有限公司
益阳湘味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溢香园粮油有限公司
湖南洞庭湖蛋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鑫海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竹泉农牧有限公司

郴州市（17 家）
湖南郴州粮油机械有限公司
湖南兴义物流有限公司
郴州国盛生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市芝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资兴市达达农产品冷链物流有限公司
湖南景湘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汝城县鼎湘茶业有限公司
郴州湘众中药材种植贸易有限公司
郴州市莽山瑶益春茶业有限公司
永兴县永兴冰糖橙有限责任公司
嘉禾县广发农牧有限公司
临武舜美牛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汝华生态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利诺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郴州市中天粮油商贸有限公司
湖南瑞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汝城县鑫利食品有限公司

永州市（11 家）
湖南栋梁木业有限公司
永州市华利工贸有限公司
永州天成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新田县恒丰粮油有限公司
蓝山县鑫旺竹业有限公司

湖南省宇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和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远县好放心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湘浩油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祁阳县金丽鸽业发展有限公司
湖南金三和粮油有限公司

怀化市（14 家）
湖南博世康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怀化正大有限公司
湖南金糯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五溪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有生绿色产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洪江嵩云禽业有限公司
湖南杨家将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会同宝田茶业有限公司
靖州湘百仕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麻阳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靖州金茶油科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万孚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怀化市明友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怀化正好制药有限公司

娄底市（9 家）
湖南威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峰县湘军粮油有限公司
湖南忠食农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天柱山禽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新化县天鹏生态园开发有限公司
湖南水云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宜东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娄底市三和绿缘高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涟源市祥兴农林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西自治州（8 家）
湖南鑫科牧业有限公司
湘西苗汉子集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花垣县兴盛供销有限责任公司
吉首诚成纺织有限责任公司
龙山县恒龙中药业拓展有限公司
龙山县飞龙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龙山县泰新大鲵驯繁有限公司
泸溪县红山椪柑有限责任公司

省直（5 家）
中粮米业（岳阳）有限公司
湖南省农业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优蜜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隆平茶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新希望南山液态乳业有限公司

一、监测合格的 39 家分别为：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银华棉麻产业集团股份公司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长沙马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省怀其皮革集团制革有限公司
伟鸿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创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正虹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李文食品有限公司

益阳益华水产品有限公司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大湖水殖股份有限公司
常德广积米业有限公司
湖南临武舜华鸭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裕湘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熙可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新金浩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正清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鑫洋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湘西老爹生物有限公司
克明面业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绿海粮油有限公司
道道全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湘潭弘茂湘莲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湘窖酒业有限公司
湖南银光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盈成油脂工业有限公司
娄底市庆阳牧业食品有限公司
湖南省明园蜂业有限公司

童年记食品有限公司
聚宝金昊农业高科有限公司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浏阳河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湘佳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新增递补 7 家为：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湖南大三湘茶油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
汇美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安仁县生平米业有限公司

2016 年，全国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八部门开展了第七次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监测工作。 据监测结果，湖南省农业
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监测合格的有 39 家；经专家评审、联席会议审定和媒体公示，湖南有 7 家新增递补农业
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湖南省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名单

2016年新认定的湖南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名单

努力把湖南农产品加工业做细做精

顺祥食品有限公司今年新增递补为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这是公司的无菌
生产车间，正在加工鱼、虾系列产品。 目前，顺祥食品拥有“渔家姑娘”、“好好食”两大品
牌，公司自建养殖基地 11.60 万亩，年加工水产品 3 万吨，产品畅销欧、美市场，年销售
（营业）收入逾 4.8 亿元，净利润 5169 万元，带动数万家养殖户致富。

（本版图片均由省农委提供）

稻田养虾。

省农委牵头、八部门参加，对原有 509 家省级龙头企业运行情况进行了监测，淘汰 92 家。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
递补 92 家，另新增 101 家。 现将名单公布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