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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8 月， 第二十八届香港美食博览会
上，“永州味道”大放异彩。 夏黑葡萄、温克红
提、富硒菜心苗、蘑菇等有机蔬果在香港消费
者及世界客商面前一试身手。 作为湖南参展
团代表之一，永州市更推荐了总投资约 87 亿
元的合作项目。 这不是“永州味道”第一次“漂
洋过海”。 道县濂溪万亩蔬菜基地里， 每天 3
台以上 20 吨位的大卡车装满蔬菜销往港澳
和东南亚。

永州自然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历来是农
业大市。 从 2013 年开始， 在国家质检总局，以
及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商务厅、省农委
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永州市委、市政府紧紧
围绕农业“走出去”战略，启动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 近日，国家质检总
局发布公告，永州正式成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这是全国第四个、长江
以南第一个国家级出口示范市，对于我省农业
转型升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农产品出
口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湖南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局长杨杰表示。

2017年10月13日 星期五
版式编辑 黄悦

11

“ ”漂洋过海
——— 永州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纪实

永州味道

10月正是果蔬飘香的季节。
潇湘之源、永州之野，橙黄橘绿，桂香枫红，空气里飘荡着丰收的

气息。 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的创建也在此时收获
硕果：近日，国家质检总局发布公告，永州正式成为全国第四个、长江
以南第一个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永州之野产异蛇”，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让永州成名。 如今，
江永的香柚、江华的瑶山雪梨、道县的道州灰鹅、新田的富硒农产
品，蓝山的三峰茶叶、宁远的小籽花生、祁阳的黑茶、东安的淮山、
双牌的虎爪姜、零陵的异蛇酒、冷水滩的果蔬罐头……无不成为享
誉国际国内的知名产品。

在这里，全市 11 个县区中，有 10 个是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
品质量安全示范区，1个为省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随着示范区建设的推进，辖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势头良好，初步
形成了优质水果、食用菌、生猪养殖、食品罐头、茶叶、优质蔬菜产
业集群。全市农产品通过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 4个，通过绿色产品
认证 23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 118 个……这些有了“身份”的永
州产品，漂洋过海在国际市场打响了“永州名片”，也让永州当地老
百姓富裕起来。

宇秀系列产品畅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湖南供港蔬菜水果 40%
产自永州；据检验检疫部门统计，近年来永州市农产品出口供货值年

均增长 61.8%；农产品出口市场遍及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东盟、欧
盟、俄罗斯、中东、非洲、南亚及港澳台等 2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 湖南省把出口食品农产品示范区建设作为发展现代
农业的重要抓手，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省商务厅、省农委等部
门与各地政府，不断探索创新、示范推广，形成了喜人的发展势头。
全省已建成 21 个国家级示范区，总数列全国第四位，培育了石门
柑橘、汉寿乳猪、古丈毛尖、湘潭湘莲、祁东黄花菜等一大批国际优
质品牌。

永州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的创建成功，无疑
是湖南出口食品农产品示范区建设篇章里，值得浓墨书写的一章。

一张“永州名片”，打开国际市场的金钥匙

神奇的北纬 26 度穿境而过， 青山秀水孕
育了永州传统农耕文化。

永州的出口示范区建设，在促进农业转型
升级、提升质量、扩大出口和打造品牌等方面
成效显著， 通过质量提升实现了产品优质优
价， 一大批食品农产品自有品牌大步“走出
去”。 全市食品农产品出口由 2014 年的 1.03
亿美元猛增至 2016年的 3.26亿美元。

在东安霞栖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双孢菇
栽培车间，到处弥漫着浓浓菇香，工人们正在忙
碌地采摘双孢菇， 黑营养土覆盖的蘑菇床上长
满了密密麻麻的白点，长势甚是喜人。“这就是
双孢菇的工厂化栽培室，智能控温调湿，全有机
肥料。 成熟的蘑菇拿起来就可直接吃。 ”公司董
事长蒋建国介绍，“目前， 公司已建成一条全自
动化双孢白蘑菇工厂化生产区，年产蘑菇 3000
吨。 今年，计划新增两条双孢菇工厂化生产线，
一条双孢菇深加工生产线，一条有机肥生产线，
并正在启动冷链物流项目， 准备在全国县级以
上城市布置 500个蘑菇蔬菜连锁销售网点。 ”
他自信满满地告诉我们，双孢菇产销两旺，今年
上半年，80万元产品出口东南亚， 并积极对接
港澳市场。

10 月的江永，沉浸在秋天丰收的喜悦中。
橙黄诱人的香柚、香橙，黝黑丰腴的香芋，金灿
飘香的稻谷……空气里弥漫着香甜的气味。

“我家去年种香芋 6 亩多， 收入近 10 万
元。 今年计划种植 12亩。 ”在江永县千家峒瑶
族乡白花岗村，漫山遍野都是忙着收获硕果的
民众。

据江永县农委主任何重林介绍，香芋是该
县特色支持产业，“江永香芋”成功申报为国家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目前，全县已形成千亩连
片香芋基地 18个，种植总面积达 6 万亩以上，
年总产量超 7万吨。

从内地的一片农田，到成为境外餐桌上啧
啧称赞的食品，江永香柚、香芋、香姜、香米、香
菇，早已“香”遍五湖四海。

近年来， 江永不断培育壮大龙头企业，积
极推进基地园区建设，共认定国家级重点农业
龙头企业 1 家， 省级重点农业龙头企业 3 家，
江永县香柚开发总公司、江永特色农副产品开
发有限公司、江永老石头特色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一批龙头企业得到发展壮大。

舜水河边岭，百叠岭上云，茶山翻碧浪，茶
园聚宝盆。蓝山县百叠岭，海拔 891米，这里有
着湖南省最大的 100%自有高山有机茶基地。
2014 年， 被农业部认定为全国首批 403 个农
民合作社加工示范单位之一，成为永州首家获
此殊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近年来，生态有机茶持续火热。 在茶园深
处，我们见到百叠岭三峰茶业公司董事长雷沅
传忙碌的身影。 他热情地介绍，古有“万里茶
路”，如今，三峰茶业公司的有机茶叶也远销俄
罗斯。

放眼 全县 ，2015
年蓝山县茶叶直接出
口额突破百万美元。
2017 年， 签订了 300
万美元的供俄茶叶出
口合同，截至 8 月已完
成出口 100万美元。此
外，绿色蔬菜出口也是
逐年发展，今年香芋等
有机蔬菜出口额 110
万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24%。

江永“五香”、“瑶
山雪梨” 香飘万里，新
田“富硒”享誉中外，希
尔药业走进欧美，果秀
罐头、舜皇山土猪、东安鸡、九嶷山兔畅销海内
外……目前，永州全市创建市级以上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 267 家，其中国家级 3 家，省级 43
家，年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 67 家，培育有意向
上市的企业 13 家，创建中国名牌产品 2 个、中
国驰名商标 6 件，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4
个、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7 个，以“一县一品
牌，一县多品牌”为切入点的示范市创建工作
成效突出。

带着国家级出口示范区的“名片”，丰富多
彩的“永州味道”正不断漂洋过海，奔向世界各
地的餐桌。

“七个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国家级出口示范市”创建

“沪洽周”、东盟博览会、中蒙博览会上的频
频亮相，让我们看到“永州味道”走出大山后的
华丽转型。

作为湖南省的农业大市， 永州的出口质量
安全示范区创建工作，不仅有决心，更有底气。
“在检验检疫部门的大力推动下，永州市在决定
开展创建工作之初， 就决定了以国家级为目
标。 ”永州市商务和粮食局局长邓群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要创，我们就要创‘国字牌’。 ”

2015 年，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与永州市
政府签署了《共同推进永州市出口食品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市建设合作备忘录》，创建工作进
一步深入。在检验检疫部门的组织协调下，永州
加强品牌创建和质量管理认证力度， 推广食品
农产品标准化种植养殖加工， 建立健全了农
产品质量安全组织保障、标准化管理、投入品
控制、疫情疫病监控、质量追溯监管、预警应

急管理、诚信管理等七大全程控制体系，走出了
一条具有永州本地特色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新路子，全面提升了农产品质量安全和竞争力。

组织保障体系高效有力。 一支由市委副书
记、 市长易佳良任组长的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各县区积极响应全市号召，向市政府递交了
创建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责任状，
各级政府建立了县区、乡镇、相关部门、村、企业

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责任体系， 将监管责
任延伸至生产车间、原材料基地。 三年来，市财
政安排创建办专项工作经费 180万元， 确保了
示范市创建工作顺利开展。

质量安全标准化体系日趋完善。 从《产品溯
源管理制度》到《产品质量检测制度》，企业严守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生产操作规程和标准。

立好标杆后，以“尺”为“度”，大力开展质量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在出口基地、出口加工企业
中，大力推进应用 ISO9001、GAP、HACCP等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 如湖南省熙可有限公司通过
了 ISO9001、GAP、 欧 盟 IFSFOOD、
CEO/CERT认证。

农业化学投入品控制体系不断健全。 市农
委主任周善生介绍说：“全市各县区均建立健全
农业化学投入品生产、流通、使用相关环节的管
理制度， 建立农业化学投入品市场联合执法机
制，实现‘产、供、销、用、检’全过程链式管理，从
源头治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

疫情疫病监测控制体系不断加强。制定《永
州市重大动植物疫情疫病应急预案》，建立防治
预案和应急处理机制，重点对种苗基地，规模种
植基地实行检测，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
诊断、早处理。 目前，永州市出口农产品备案基
地总数达 72 家，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疫情

疫病防控预警管理体系。
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构建有效。 除使用传统

方式构建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永州更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 在全省率先启动了满天星计划和农
产品防伪溯源监管云平台建设， 在可追溯和化
学投入品管理上建立管理制度 20余项。

2015 年全市 11 个县区均与杭州甲骨文科
技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目前，市级云平台正在
建设中，11 个县区子平台有 10 个已经全部硬
件采购到位，实际赋码量达到 3500 万个，入驻
企业达到 60家。

预警通报与应急管理体系常抓不懈。 永州
市政府制定了《永州市食品安全应急预案》，建
立了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机制。

宣传培训诚信管理体系扎实推进。 食品安
全宣传周、3·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 以食品农
产品质量安全为主题的系列宣传活动已多达
124场次。

在创建过程中，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永
州办事处与市商务粮食局、农委、市食药局等
保持紧密联系，加强沟通协作，赴多地考察学
习，牵头起草创建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市）实
施意见，每年组织多次创建工作协调会，将工
作任务分配到各职能单位， 督促审定落实情
况，并经常到各县区指导帮助创建工作，确保
了创建工作有效开展。 2014 年以来，先后 4 次
邀请专家到辖区举办培训会，介绍示范区相关
背景、申报流程和体系管理要求，解析创建示
范区成功案例经验， 在各县区开展 20 多场次
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培训，培训各方面人员
5000 人余次。

一个“国家级示范市”，提升效益看得见

在江华大路铺镇琅下村的 3000 亩“瑶山
雪梨”中心示范园，六月香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邹会龙告诉我们， 在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创建
工作的带动下，“瑶山雪梨”不仅形成了标准化、
体系化的种植管理模式，打响了自己的品牌，更
因其质量优势而赢得了国内外市场的高度认
可。“去年的销售季，我们的雪梨在电商平台上
售价超过了 8 块钱一个。 ”邹会龙兴奋地表示，
“从过去的论斤卖，到如今的论个卖，这就是示
范区创建带给我们最实在的好处。 ”贴上“东升
农场” 标签的有机蔬菜在香港各大超商变身抢
手货； 偏僻小山村， 葱郁的蔬菜地里有了观光
道，依山傍水建起了新景观……

是什么为永州农产业转型发展插上翅膀？
是什么助力永州脱贫攻坚克难？ 是什么让永州
新农村建设展露新颜？

正如易佳良所说：“开展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建设对于发挥永州特色农产品资
源优势，提升永州农业产业化、区域化、规模化
和标准化水平，推动‘永品出境’扩大食品农产
品出口，引领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质量
和效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食品
农产品外贸健康可持续发展， 以及带动农村就
业、农民增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社会效益明显提升。 将出口质量安全
示范区创建与精准扶贫紧密结合， 通过土地流
转和出口基地建设，带动当地农民脱贫致富，这
正是湖南检验检疫部门和当地政府在工作中期
望实现的重要目标。 通过土地流转，引导规范、
规模种植养殖各种特色优质农产品， 有效增加
了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

在江华大路铺镇的温氏生猪养殖扶贫示范
园，“一个猪场、一口沼气、一片果园”的生态种
养循环模式吸引了省内外众多学习考察团。 作
为全国贫困县之一的江华，通过开展 20 万头生
猪生态养殖精准扶贫项目，帮助 1.53 万名贫困
人口脱贫。

当越来越多的生产基地和食品加工厂建成
后，农民在自家门口就能找到就业机会。

“过去我一人在东莞打工，家里老人小孩全
靠妻子照顾，一方面她累，另一方面家庭收入也
不高。 ”2008年，彭金冬在新田东升农场负责人
刘道忠的劝说下回到家乡， 与妻子一起成为农
场的“菜农工人”，如今，家庭年收入达 7 万元，
更可喜的是，夫妻俩都能兼顾家庭了。

此外，随着示范区建设的推进，辖区农业产
业化发展势头良好，初步形成了优质水果、食用
菌、生猪养殖、食品罐头、茶叶、优质蔬菜产业集
群。 示范区内各种水果种植面积 157.2万亩，茶
叶种植面积 12万亩， 优质蔬菜种植 275 万亩，
存栏生猪 991.5万头。

“自永州各县区获批国家级和省级示范区以
后，各界客商慕名而来。”市商务和粮食局副局长
邓建华向我们细数“业绩”：初步形成食用菌、蔬
菜、水果、活大猪、茶叶等出口基地，规模化生产、
规模化加工、规模化经营大幅提升，规模生产加
工企业达到 70多家， 江华和新田两个国家级贫
困县分别减少贫困人口 7.7万人和 4.9万人。

———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2016 年，永州直
接出口食品农产品 7861 批次、 货值 3.2 亿美
元， 同比分别增长 46%和 84%，25 个农业及农
产品加工类项目达成投资意向。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永州办事处主任邓
萍芳介绍，永州出口示范市的成功创建，意味着
永州食品农产品实现了一个标准统领两个市
场，确保了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疫部门
在永州采取了简化备案注册程序、 便利出口检
验放行、加大技术服务力度等便利化监管措施，
食品农产品出口验放时间提速 30%以上。 示范
区内的农产品出口基地和加工企业注册备案、
报检通关等更加方便快捷， 出口产品抽检查验
比例下降，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和成本，将
极大地提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伴随着出口量的跨越式增长， 首先受益的
是食品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 宇秀系列产品畅
销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湖南供港蔬菜水果 40%
产自永州。 出口食品农产品示范区建设助推了
永州农业产业化发展，各级政府通过土地流转，

引导规范、规模种植养殖各种特色优质农产品，
极大增加了农业、农村、农民收入，较好地解决
了“三农”问题。

———食品安全水平明显增强。 在示范区创
建工作的带动下， 永州市的食品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大幅度提升。

为确保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提供更
广泛的公共检测服务，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还大力推动湘南进出口食品（农副产品）检测中
心项目建设，对实验室的功能定位、人员需求、
设备需求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大幅度提升，品
牌优势越来越显著，贸易便利化措施得以推进，
助推了通关平台和公共服务检测平台建设。

“每一根豆芽都能追溯到哪一块田何时采
摘”，“每一根蔬菜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
证’”。 在东升农场包装车间，我们看到工人们正
在往每一包新鲜蔬菜上粘贴专属“身份证”。“通
过实施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加工厂到餐桌可追溯
体系管理， 为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构建了严密
的防火墙。 ”湖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永州办事处
介绍， 去年永州出口食品农产品抽检合格率
99.5%以上。

湖南熙可有限公司近两年来获得省长质量
奖、湖南名牌、农业部颁发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省科技厅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称
号， 并通过了 ISO9001、GAP、HACCP及欧盟、
美国出口目的地国的质量安全管理认证。辖区通
过原产地保护产品认证 4个、 绿色产品认证 23
个、“三品一标”农产品 118个。 永州食品生产企
业纷纷加强品牌创建和质量管理认证力度，越来
越多的食品农产品成为国际国内知名品牌，

示范区建设也进一步推动通关平台建设、增
强口岸功能拓展。目前，永州（内陆）港项目已获批，
正在启动建设。 今年，永州公路口岸暨湖南农副产
品集中验放场通过省政府验收，即将封关运营。

作为我省传统的农业大市， 千年永州厚积
薄发； 作为我省首个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市，永州市正不断开放创新。 杨杰表示，希
望永州以获批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
示范市为契机，坚持以质量效益为中心，打造特
色产业、优质产业，创建名优品牌，进一步强化
示范引领效应。

前

言

江永香芋基地
（本版图片均由永州市商务局提供）

东安双孢菇

新田东升农场区域划分清晰的有机农田

江华瑶山雪梨
香甜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