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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涉农资金
打造园区示范亮点

近几年来，湘潭坚持以项目为抓手，重点
打造梅林桥、姜畲、银田、荷塘、东郊 5 个现代
农业综合示范园（美丽乡村示范片），累计投
入 28.14 亿元，落地产业项目 45 个，形成了
各具特色的示范模式。 梅林桥现代农业示范
园（美丽乡村示范片）总投资达 3 亿元，着力
打造长株潭都市后花园； 姜畲现代农业示范
园（美丽乡村示范片）累计投入 3.25 亿元，设
施农业、观光农业、休闲农业融合发展；银田
现代农业示范园（美丽乡村示范片）累计投入
１ 亿元，打造特色旅游小镇；荷塘现代农业
示范园（美丽乡村示范片）累计投入 20.37 亿
元， 打造了盘龙大观园和金阳城农产品物流
园；致力于打造 5A 级景区；东郊现代农业示
范园（美丽乡村示范片）累计投入 5200 万元，
发展现代科技农业和特色休闲农业。

市政府《关于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推进现
代农业园区发展实施意见》 要求， 把金融资
本、社会资本和财政资金充分融合，优先投入
到现代农业园区发展重点区域。去年，市农委
整合项目资金 1120 万元， 通过竞争比选，集
中投放到 5 个现代农业综合示范园和 10 个
产业示范片。 明确 65 个实施主体，集中投放
到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5 个现代农业综合示
范园的 58 个项目， 着力提升粮食、 蔬菜、生
猪、湘莲、水果等产业发展。 同时，市委、市政
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引进湖南粮食集团、湖
南中世、盘龙集团、华龙粮油等一批有实力的
企业入驻园区，带动产业发展，园内基础设施
得到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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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水稻单产和
复种指数全省第一，其中湘潭县连续 １１ 年、湘乡市连
续 ６ 年获得全国粮食生产先进（标兵）县；

湘潭，是全国重要的生猪生产基地，猪肉制品加
工出口创汇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湘潭县、湘乡市在全
国生猪调出大县中分别排第 １ 位、第 ６ 位。

湘潭，还是全国重要的湘莲生产基地、集散中心
和全国槟榔加工物流中心。

２０１５ 年初，湘潭市被农业部认定为整市建设的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湘潭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
设规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确定了“一化三区”的总体目
标。 即到 ２０２０ 年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打造两型现代
农业先行区、旅游休闲农业引领区、都市高效农业聚
集区。 从那时起，全市上下围绕规划，努力转方式、调
结构，积极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按照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６ 大类 ２４ 项监测评价
指标的 １００ 分制考核 （低于 ７５ 分为发展阶段，
大于或等于 ７５ 分为基本实现阶段）， 去年湘潭
得分 ７３．３４ 分 ， 距基本实现阶段只差
１．６６ 分，预计今年可超过 75 分。 预
计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同比
增长 ３％；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值
2.7:1；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900 元，居全省第三位，又
向农业现代化目标迈进了
一大步。 喜看稻菽千重浪

湘潭市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剪影

在前两年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取得阶
段性成果的基础上， 今年市委、 市政府以
“三农” 工作 10 个重大改革项目、10 个重
大建设项目、10 个重大活动为抓手， 扎实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市开工建设农业
农村重大项目 456 个， 累计完成投资
501.6 亿元。 其中，全市累计完成水利建设
近 50 亿元，完成各类水利工程 14.8 万处，
解决 49.06 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 硬
化农村公路 3361.65 公里。 建成农资经营
网点 514 个， 经营网点覆盖全市 100%的
乡镇和 70%以上的行政村。 畜禽渔养殖污

染治理等配套设施建设投入 10 余亿元，养
殖标准化、生态化水平提高到 65%以上。截
至 9 月底， 全市共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
645 家， 农民合作社 1980 家， 家庭农场
920 家。 聚宝金昊实现重组，国有控股比例
63％，民营占 37％，生产经营稳定；产业投
重组的湘潭弘茂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全面恢复月饼、 粽子、 湘莲等传统产品生
产。 重点民生实事———梅林示范片蔬菜专
业基地建设，今年高质量、高标准完成改扩
建蔬菜专业基地 2868.2 亩， 引入步步高、
绿丰等 12 家龙头企业发展蔬菜产业，蔬菜
已成为园区重要支柱产业。

重大项目推动 保障园区发展动力

今年以来，湘潭重点围绕粮油、畜禽、
槟榔、湘莲、蔬菜、花卉苗木 6 大产业，在坚
守粮食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做大做强“接二
连三”文章，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引导发展优质、特色水稻品种，全市优
质稻面积突破 210 万亩， 占全部水稻种植
面积的 65.6％；优化和丰富蔬菜品种，大力
发展设施农业，蔬菜总产值超过粮食，重要
蔬菜品种的自供率达到 85％以上；全市经
济作物总面积达到 181.28 万亩， 较 2012
年增长 17.4%。 加快沙子岭猪产业链开发，
形成了以良种繁殖、饲料生产、肉食加工、
皮革制作为一体的生猪产业化发展格局，
生猪规模化养殖水平达到 76％以上，沙子
岭猪新品种配套系研究项目有望年底通过
农业部评审；家禽产业发展加速，预计全年
出笼家禽 986 万羽，优质、高效、特色种植
养殖业正在逐步形成。

在推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面， 重点
支持三旺、聚宝、龙牌酱业、伟鸿等产业化
龙头企业，延长农业产业链、价值链。目前，
全市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125
家， 较 2012 年增加 14 家， 其中国家级 4
家、省级 25 家、市级 96 家。 生猪产业出口

创汇达 1.2 亿美元， 占全省猪肉制品出口
创汇额 70%以上。

为推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湘潭积极
探索田园综合体试点工作，着力把农村变
景区、田园变公园、产品变礼品。 全市各类
休闲企业（农家乐）4000 余家，其中全国
五星级休闲农庄 7 家，省五星级休闲农庄
13 家。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休闲农业今年
预计接待游客 1200 万人次， 实现销售收
入 11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40%和 30%。观
花、赏荷、采莲、品茶、摘橙等乡村旅游节
会形势喜人，仅中国第十四届杜鹃花展暨
大美湘潭美丽乡村踏春节，就吸引游客 20
万人次。

加速产业融合 推动园区提档升级

注重品牌建设 健全园区服务体系

为加速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湘
潭重点围绕粮食、畜禽、蔬菜、水果、油料、
水产品、茶叶等优势产业，创建一批有影响
力的知名品牌，带动农业产业结构、品种结
构和生产结构调整优化。 目前，全市拥有农
业品牌 320 个， 农产品驰名著名商标企业
28 个。

与此同时，始终坚持“大服务托起大农
业”的理念，不断完善农业服务体系。

培育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力发展
“托管式”、“承包式”、“全程式”、“点菜式”
等多种类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社 367
家。 形成了粮食生产“1+N”（即全程社会化
服务公司 +种粮大户）全产业链社会化服务
的“华绿”模式；畜禽养殖“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雁芙”

模式；蔬菜生产“销售平台＋社会化服务＋
基地”的“绿丰”模式。

提升科技兴农体系。湘潭与北京大学
数字中国研究院签署了“互联网＋现代农
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中国农科院农
环所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 总投资 3000
万元的湘潭站项目列入了农业部“十三
五” 规划； 与省农发行签订了融资总额
300 亿元的框架协议。着力建设一批市级
示范性乡镇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中心，重点
打造 20 个农产品质量监管乡镇示范站。
全市培育了无公害农产品 74 个、 绿色食
品 105 个、地理标志农产品 4 个（湘莲、
沙子岭猪、 九华红菜苔、 湘潭矮脚白），

“三品一标” 农产品认证产量达到 40.55
万吨。

———来自湘潭市的报道之四十三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花石万亩湘莲示范片。

湘乡市东郊现代农业
示范园高档优质稻示范片。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隽琪在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曹炯芳，湘潭市委副书记、市长谈文胜陪同下考察湘
潭县梅林桥现代农业示范园。

岳塘区荷塘现代农业示范园盘龙大观园。

湘潭县梅林桥现代农业示范园万亩蔬菜示范片一期建设基地 （2017 年重点民生
实事工程）。

韶山市银田现代农业示范园
稻梦田园。

雨湖区姜畲现代农业示范园。 （本版图片均由彭碧峰 黄武平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