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纪实

新形势下，农业的主要矛盾已由总量不足转变为
结构性矛盾，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
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农村
发展的主要方向。

长沙如何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抢占制
高点，为全国探索路子、创造经验、作出表率？

面对这一命题，长沙决策们认为：抓好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对于长沙而言，重点是抓好品牌建设、
产业转型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改革创新发展。

笔者走马长沙广袤田园， 深入农业生产一线，触
摸长沙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蓬勃脉动，感受长沙
探索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展新路径带来的变化
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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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让长沙农产品飞得更高，走得更远，就要插上品牌之
翼。”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认为，要让产品、环境、工
程、服务质量都成为长沙无形的竞争力。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农产品供给要“从有到
优、从量到质”，通过提升发展平台、龙头企业、品牌产品，推动
农业供给结构、供给质量加快提升。

长沙率先在全省市州启动农业品牌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在长沙市政府的力推下，《关于全面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的若干
意见》提前出台。 未来 5 年，长沙每年将统筹安排 5000 万元
农业品牌建设奖励资金，重点打造 1 个综合产值过 100 亿元
的农业产业品牌、5 个品牌价值过 50 亿元的区域公用品牌、
50 个经营收入超 10 亿元的农业企业品牌、50 个全国知名农
产品品牌。

推进“两园一区”建设，铺排启动了 20 个现代农业产业示
范园、20 个畜禽标准化生态环保养殖示范园建设； 推动农业
企业加快兼并重组，培育一批农业龙头企业；启动品牌评选，
提升特色农业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人们不仅要吃得饱，更要吃得好。”在长沙市农委主任吴
石平看来，城市居民对农业的需求已然发生转变，绿色消费盛
行。从农业供给体系看，要求农业为市民提供更多优质安全的
农产品、更多需求旺盛和适销对路的高品质农产品。

宁乡花猪、沩山茶叶、大围山水果……今年 8 月，长沙 30
家农业企业组团到香港推介，200 多个打上长沙烙印的本土
农业品牌实力“吸金”，在 2017 长沙（香港）品牌农产品专场推
介会上，现场签订近 3.5 亿元的合作意向协议，创下了湖南地
市级单位在香港参展农业企业数量最多、 农产品现场销售额
和签约率第一的业绩。

望城区茶亭镇东城社区在外打工的姚栋、 文莎夫妻俩回
乡创业种红薯。注册薯夫妻自主品牌，仅纯手工红薯粉加工一
项，每年就创收近 1000 万元。“基地 + 公司 + 农户”的经营模
式，带动周边百余村民家门口致富。

从农民、村干部一路打拼成长起来的刘跃华，创建湖南湘
都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经过精心打造品牌，他将一碗 4 两
的花猪肉在北上广卖到了 168 元的高价， 与他签约养猪的近
50户农户也创效增收。 这样的创业故事在星城每天都在上演。

目前，长沙共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6 家、省级龙
头企业 73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514家，农业上市
企业总数增至 8家；2016年，全市农产品加工业总营业收入达
到 1750亿元，同比增长 15.1%。 新增国家五星级农庄 4家、省
五星级农庄 9 家， 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总经营收入达 460 亿
元。 中国驰名商标 30枚，地理标志农产品 6个，“三品一标”认
证农产品总数达到 606个。

在望城光明村慧润民居，曾经破败的农家院，闲置的
老房子，经过重新设计、翻新装修，成为时尚舒适的度假
民宿。

一晚 300-800 元的房费定位城市休闲旅游消费群
体，即使并非节假日和旅游旺季，10 多个民宿依然被预订
一空。

是什么让一个 2004 年时还是长沙市建设扶贫村，家
家户户是土坯房， 几乎没有水泥路、 村集体经济几乎为
零，80%的人外出打工光明村， 在短短几年内成为星城的
一颗明珠？

“谋求村组发展，首先得改善环境，带旺人气。 ”抱着
这样的信念，村上利用山水田园的优势，通过镇村合建的
方式， 建立了湖南首家蝴蝶文化主题生态公园“光明蝶
谷”，自 2014 年开园后吸引了长沙周边许多游客前往。

人气聚了，村民们渐渐看到发展潜力，坝湾组党小组
长秦辉富首先发起筹资筹劳建设美丽家园的号召， 最终
组上 88 户人家捐献 10.7 万元、700 天义务工， 齐心协力
对房前屋后、田边隙地进行美化绿化，历时半年打造出一
个“同心美丽村落”。

好风气很快“传染”开来，雅港、虎型等组纷纷效仿，整
个村形成了“自我投入、自我建设、自我维护、自我管理”
的美丽乡村建设模式。“碧梧巢”筑得好，“金凤凰”自然
来。 目前，该村已成功吸引贝拉小镇、中华黑茶文化博览
园、快乐车行房车露营基地等 18 个重大项目落户，直接
带来就业岗位 600 多个。

村民吴小波给笔者算了一笔账， 他将自家房屋租赁

给慧润民宿，每年租金 2.8 万元，土地流转费用 4500 元，
妻子在家门口的快乐车行打工、女儿在贝拉小镇当辅导老
师，每月工资共 4000 多元，他自己承包了营地的一口鱼
塘，周末还到营地打临工，一年全家收入十几万元。

2016 年，该村集体经济突破 300 万元，人均收入达
2.58 万元，第三方机构所做民意调查显示，村民的幸福指
数高达 98%。

全域美丽乡村建设目前在星城大地上进行得如火如
荼。吴石平介绍说，长沙县、望城区、浏阳市、宁乡市均结合
当地实际制定了全域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和方案———长沙
县在现有 32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基础上， 每个镇建成了 1
个以上示范片区，实现美丽乡村覆盖率达到 100%；宁乡
市正在打造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市；浏阳市获批全省首个全
域美丽乡村建设试点市。

下一步，长沙将继续坚持共建共享美丽乡村的基本路
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创新，凝聚建设全域美丽乡村的
最大共识与合力， 到 2018 年建成 100 个美丽乡村示范
村、100 个特色村，到 2020 年实现美丽乡村全覆盖。

在宁乡大成桥镇鹊山村陈列室里，摆放着几本厚厚
的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全是关于土地合作经营的会议记
录。 这是全国十大改革案例、湖南省十大管理创新奖土
地合作经营“鹊山模式”的“成长历程”。

———把村里的零散田块整合起来， 组建土地合作
社，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统一将耕地对外租
赁。 采取“基本分红 + 二次分红”的收益分配方式，基本
分红按人口分配。

从湖南农大兽医专业毕业返乡的谢强，是鹊山村现
有 17 名返乡大学生代表之一。 通过土地竞标，从村里土
地合作社拿到 50 亩土地，借款 20 万元，谢强成为鹊山
村首吃“水稻＋”种养模式“螃蟹”的人。

通过“水稻＋” 种养方式， 一亩地平均可获利
3000-5000 元。 去年一年，仅小龙虾垂钓一项，他就获
利十几万元， 谢强去年轻松就收回了 20 万元的前期投
入成本。

“全村 4500 多亩土地全部实现‘双种双收’，抛荒现
象基本杜绝。 ”陈剑说。 如今，鹊山村村民变身“三金农
民”，既可以拿租金，还能享受土地合作社的二次分红，
如果愿意种地，还能再有一笔劳动工资，收入比往年翻
番。

长沙全面推广“三权分置”的土地合作经营模式，建
立村级土地股份合作社 246 家，目前已有 246 多个村探
索开展土地流转合作经营，入股耕地达 40.56 万亩。

开展农村“三块地”改革试点，在浏阳市全面推广宅
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启动土地征收制度改革、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建立城乡一体化基准地
价体系，盘活农村土地资源价值。

2012 年，省级贫困村长沙县果园镇浔龙河村，在乡
贤柳中辉的带领下，开始实施系列土地改革试点。 通过
土地确权颁证，开展土地流转、宅基地置换新房、集体经
营性建设用地上市交易，以及以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
款融资等改革试点，以农村资源为纽带，与城市资本有
效对接，让农民充分参与到农村资源增值链条中来。

2015 年，浔龙河引进上市公司棕榈集团，通过股市
增发筹资 14 亿元，投入浔龙河生态小镇建设。 一个省级
贫困村，蝶变为省级示范村，村民收入也随着城市资本
大量进入而“水涨船高”。

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农产品加工和乡村旅
游为重点，大力发展农业新产业、新业态。

初冬时节，笔者走进长沙县金井镇湘丰村湘丰茶业
总部。 湘丰茶业在当地流转土地 2.6 万亩， 用工人数
5000 人，人员工资支出 1.2 亿元左右，去年总产值达 5.8
亿元。

据该公司副总经理龚威介绍，近年来，公司引进和
培育了一些高科技的产品，将产业、农业与旅游相结合。

“我们引进了巨型稻和新西兰猕猴桃， 打造一个以茶园
为中心，形成种植、养殖、亲子、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
基地。 ”

今年国庆节期间， 湘丰茶博园户外音乐露营大会，
第一天涌入 1.2 万游客， 黑压压的人头让主办方始料未
及。 60 岁的王可群娭毑在茶博园大门口卖自制的香干
子，一天就卖了 1 万多元。

湘丰村党支部书记林金良说， 国家政策支持力度越
来越大，茶园面积增加，产品提质，产业链走向融合，围绕
茶的旅游业也越来越兴旺。 老百姓流转土地收入增加了，
家门口就业机会多了，餐饮、住宿的客流也增加了。5年前
村里人均年收入不到 8000元，今年可以达到 2万元。

目前，全市 70%以上的农业企业已建立网上销售渠
道，蜜蜂哥哥、蛋哥哥、湘康农业等企业销售额均突破千
万元；农村电子商务平台超过 100 家，搜农坊、松桂坊等
电子商务平台农产品交易额突破 4000 万元。

近期，长沙市市长陈文浩主持召开长沙市产业投资
基金管理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现代农业创新发展投资
基金，基金总规模达 10 亿元，将为破解农业农村发展投
融资问题提供重要途径。

“通过农村改革创新，破除城乡二元的体制机制，统
筹各方力量支持农村建设，是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普适
途径。 ”吴石平介绍，长沙通过盘活农村资源、创新投融
资机制和整合建设力量，从投入、建设、管理等方面，改
变了过去单纯依靠政府的方式，形成了各级、各界共同
参与的农村建设新理念、新方式、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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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企业饮料生产线。

休闲农业———光明村

浔龙河生态小镇

湘丰茶厂茶叶基地

金色浏阳河。 罗晨 摄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长沙市农业委员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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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行在柯柯农业的温室大棚，一个个设施大棚都“穿戴”
上了各种环境传感器，“通过这些环境参数传感器可实时监测
大棚内的空气温度、 湿度等指标并设置预警， 实时把作物生
长、温湿度、病虫害等视频及图片信息上传到云系统。”柯柯农
业董事长何桅对笔者介绍。

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等，近年来长沙以增加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为目标，推动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加快向规
模化、标准化、生态化转型。

柯柯农业充分利用先进农业信息技术，实现了产品提质增
效，农民增收致富。除了特色种植以外，儿童科普教育馆、创意城
市农业馆、热带雨林馆等一应俱全，柯柯农业正在打造湖南最大
的农业主题公园，目前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近 16万人次。

在浏阳市普迹镇青山生态智能养殖场，标准化的栏舍犹如
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 走进其中几乎闻不见异味。 3 个栏舍
1800多头猪， 以往传统模式， 需要至少 6名员工从早到晚忙
碌，现在全自动化操作，一名员工就可以管理。

据养殖场场长朱觉兵介绍， 他的养殖场采用湖南农大零
排放智能养殖系统，没有排污口，栏舍下面设有隔筛网，每隔
5 分钟就有全自动刮粪器收集干粪送至有机肥场循环利用，
猪尿也会利用微生物将其中的臭气因子分解。通过智能温度、
湿度控制， 猪的存活率达到 97%。“我们还准备追加投资
5000 万元建设生态智能母猪养殖场。 ”

近年来，长沙培育多种类型适度规模农业经营主体，总数
超过 1.8 万家。 建设种植业标准化基地超过 80 万亩，创建畜
禽标准化养殖场 963 个，其中国家级畜禽标准化生产示范场
22 个、省级 33 个，全市畜禽养殖标准化生产率达到 85%。 像
柯柯农业、 青山生态智能养殖这样的农业种植养殖规模化生
产经营方式，正在成为主流并逐渐普及开来。

从政策、技术、机制上发力，长沙现代农业发展活力十足。
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人才培育。

12 月 4 日，回乡创业的刘小英走进长沙市第二届现代青
年农场主第二阶段培训班。 这是她第二次参加培训。 两年间，
她的果园品种从单一的圆黄梨扩展到黄桃、 猕猴桃等多种特
色水果，销售收入比 2016 年增长了 50%，突破 100 万元。 如
今，她正谋划着搭上乡村旅游快车，通过与乡村旅游“联姻”，
向体验农业“华丽转身”。

2016 年，长沙共完成各类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9980 人，培
育现代农业领军人才 430 人，今年截至目前，10661 人次参加
了长沙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在农业生态化转型方面， 长沙推动农业投入品减量化使
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超过 500 万亩、病虫害统防统治
面积 85 万亩、绿色防控面积 55 万亩，农药、化肥使用量逐年
减少。 推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在全市铺排建设 10 个农
业废弃物综合利用中心，建立健全农业废弃物收集、运输、贮
存体系，现有畜禽养殖场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达 70%，农作
物秸秆资源化利用率超过 80%。

设施农业连栋大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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