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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酒新熟岳州归，黄鸡啄黍秋正肥。 改
革开放以来，岳阳市委、市政府逐步调整农
业结构，制定完善符合实际的农业结构调整
规划。 近年来，该市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践行“百千万”工程和“一县一特”“一县
一品”战略，农业结构日益完善，农产品种类
越来越丰富多样。

岳阳按照全市农业“三区三园一体”建
设要求，做大做强优质稻米、优质蔬菜、畜禽
养殖、双低油菜、名特水产、特色水果、品牌茶
叶、林下经济八大主导产业，牢固具有竞争
优势的传统农产品种类。 截至目前，该市发
展优质稻 165 万亩、 优质蔬菜 118 万亩、家
禽 2950 万羽、双低油菜 178 万亩、名特水产
养殖 110 万亩、优质茶叶 30 万亩、特色水果
48万亩、林下经济 70万亩。

“岳阳农产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才能
形成和保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湖南喜盈

田超市有限公司董事长谭劲松说道。
鉴于消费者对岳阳优质农产品的喜
爱，他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第
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
二十届中国中部（湖南）农业博览会
上，与岳阳签订了农超对接协议。

近年来， 岳阳改变“一粮独大”
“一猪独大”的格局，调整种植结构，重

点发展综合种养模式，鼓励发展种
养结合循环农业。 岳阳的稻虾

综合种养面积从去年的 32
万亩发展到今年的 66.3
万亩，增幅超过一倍，农
民增收成效显著，亩均
增收 3000元以上。

特色种养是岳
阳农业发展结构调
整的重点，该市极
力打造黄茶、豆
干、甜酒、芥菜、
小龙虾五大特

色产品。 华容已
经成为全国最大

的芥菜生产集中
区，获评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中

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
湖南省现代农业十大产

业集聚区；全市芥菜种植面
积达到 28 万亩， 鲜菜年产量

144 万吨，新建千亩芥菜产业园，总
投资 6.5亿元，明年上半年可投入运营。 届

时，该园将成为百亿规模园区。 岳阳黄茶先
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 湖南省农业十大区域公用品牌、米
兰百年世博中国名茶金奖。平江酱干于 2012
年获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平江全县酱干加
工户 95家、产值 8 亿多元，95 家酱干加工企
业申请专利达 10项，注册商标达 38例。

岳阳极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建设。 2017
年，该市出台了《岳阳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实
施方案》。 截至目前，全市拥有 31 件涉农中
国驰名商标， 占全省涉农中国驰名商标的
22%，居全省第一位。 除了华容芥菜、岳阳黄
茶这样的知名品牌迅速崛起外，还打造了道
道全、新泰和等品牌，目前这两个品牌已荣
获“2017湖南十大农业企业品牌”。

市场需求的多元化，引领着岳阳农产品
结构走上多元化发展路径。 岳阳以市场需求
为“导航灯”，抓果茶品种改良，引进新品种，
今年全市引进黄金芽、保靖黄金茶等黄茶适
制性品种，低改新扩茶园 2 万余亩；引进蓝
莓、黄桃、红心猕猴桃、红心柚、香橙等优良
品种，新建时鲜水果基地 8000余亩。

“种养的东西多了，我们的收入自然提
高啦！ ”今年，平江县虹桥镇农民李波种植的
板栗卖了不少钱，笑得合不拢嘴。 岳阳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978 年的 81 元，增
长到 2017年的 14265元，增长了 170多倍。

岳阳地处湖南东北部，临长江、濒洞庭，
有着“四山二水二分田”的地貌特点和亚热
带季风气候特点，农业发展条件良好，素有
“鱼米之乡”美称。 改革开放以来，岳阳农业
快速发展，粮、油、棉、猪、渔、茶、蔬菜等大宗
农产品产量节节攀升。拥有全国粮食生产大
县 6 个、渔业百强县 2 个、全国油料生产及
产业大县 3 个、全国茶叶优势区域建设县 3
个、国家蔬菜产业重点县 6个。

近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着眼高质量
发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岳阳
市委书记刘和生强调，要立足岳阳有基础有
特色的农业产业资源，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用改革的思路和市场的办法，着力抓、
着力推，使农业产业特色更亮、实力更强、品
牌更响，真正把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市场竞
争优势，使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
起来。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岳阳利用科
学技术提高农业资源利用效率，提高农业技
术装备水平。无籽西瓜育种技术居国内领先
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近年来岳阳先后承担
国家和省市农业科技项目 27 项， 获省部及
市级科技成果奖励 17 项， 并获得 2 项发明
专利、7 项实用性专利；培育的国审品种“岳
优 9113”已连续在 2013-2015 年成为全国
累计推广面积最大的晚稻品种。

岳阳注重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建立了
市县乡三级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全市农业机
械总动力由 1978 年的 52.47 万千瓦增加到
2017 年的 630 万千瓦，增长 11 倍，农机保
有量达到 79.1 万台套， 农作物耕种收机械
化水平达到 7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6 个百

分点；截至 2017年底，全市经工商注册登记
的农机合作社 527 家，现代农机合作社总数
达到 238家，累计创建省级示范社 29 家、全
国示范社 4家，均处于全省领先地位。

岳阳创新农业经营方式，农村土地经营
权有序流转，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序
发展。 截至目前，该市建立了土地流转服务
中心 119 个，流转耕地 216.6 万亩，流转率
达 52.3%。 2017年，岳阳被选定为全省唯一
的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示范市，市级和
10 个县市区供销合作联社得到发展， 全市
共建乡镇供销社 92个。

岳阳创新农业基础建设，建设高标准农
田，加强耕地保护。截至目前，该市有了 3个
部级耕地质量长期定位监测点和 94 个市级

大田定位监测点。 2017年，农作物秸秆还田
面积高达 41.2万亩；2018年，该市又申报中
央投资计划 8400万元， 新建高标准农田达
到 7 万亩，耕地质量不断提升，土壤持续改
良。

农业发展， 离不开农民本身的技能支
撑。 湖南新泰和现代农业集团总裁高翔认
为：“种田关键还是在人，什么人来种田很重
要。 ”如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成岳阳现代
农业发展的生力军。 该市开展新型职业农民
培训，累计培训 2.7 万人次，认定新型职业
农民 5645人， 农民的职业化水平和能力在
不断提高。

还似洞庭春水色，晓云正入岳阳天。 岳
阳一方面扎实稳定传统农业的基础，另一方
面锐意突破传统农业单一的格局，创新出灵
活多样的农业发展形式，激活了农业发展的
潜能，农业发展焕发着可喜的生机。

“以前在外地，老担心这不能吃那不能
吃，回到岳阳就放心多了。 ”寓外乡友李敏回
到家乡岳阳县有感而发。“基地自检、乡镇部
门抽检，检验检测数据及时公示，买菜自然
放心。 ”李敏坦言，这就是属于家乡的“安全
感”。

“安全感”从何而来？ 近年来，岳阳市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中央农村工作会
议、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按照全国推进质量
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工作会议和省委
农村工作会议的部署要求，扎实开展“农业
质量年”行动。 目前，农畜产品质量安全平均
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6%以上， 全市连续 14
年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现在搞种养还要注意绿色生态呢，化
肥农药不能随便用！ ”岳阳县荣家湾镇农民
老龚告诉笔者。 近年来，岳阳加强农产品生
产环境的整治和保护，加强农村面源污染防
控和耕地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实行了全面
禁止天然水域养殖投饵， 推广高效低毒农

药、畜药、渔药的使用，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开展农药化肥使用零增长行动。 去年，
全市农药施用量减少 4.2%、化肥施用量减少
2%。

岳阳大力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按照农
产品安全生产要求，研究制定农产品的生产
技术标准，今年制定农产品生产标准 22 项，
建设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 155万亩。 截至目
前，岳阳创建了国家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县 1个， 农业标准化生产基地面积达到 155
万亩，“三品一标”农产品新增 13 个，总数达
到 270 个，其中绿色食品 148 个、无公害农
产品 93 个、有机食品 18 个、农产品地理标
志产品 11个。

岳阳狠抓市、县、乡三级检测体系建设，
已全面构建了“一体两翼”监管体系。 市本级
设立农产品质量监管机构、执法大队、农产品
质量监测中心；104 个涉农乡镇（街道）设立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并配备农残检测设
备，开展市县监管机构标准化建设，守住了
市民的“菜篮子”安全。

岳阳盯住安全隐患， 开展专项整治，实
行高毒高残农药专柜专营、实名销售；开展
了对农药、兽药、水产品违禁药物、饲料、兽用
抗生素、私屠滥宰、农资打假等整治行动；形
成了从田间到餐桌的全过程质量控制标准
体系。

近年来，该市出台的《岳阳市食用农产
品追溯体系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要逐步
建成从批发到零售、从农田到餐桌全程的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该市以岳阳县
为试点，建立了农产品“追溯体系”，消费者购
买农产品时，扫一扫农产品上贴着的二维码，
即可了解该产品的来龙去脉，获悉其是否符
合安全生产标准。 岳阳从 11 月起逐步开发
其他食用农产品销售模块，建立常用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站在新起点， 迈向新征程。 岳阳市农委
主任孙志诚说：“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三农’思想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守护好一江碧水，
做好产业振兴大文章，打造岳阳现代农业新
名片，努力走出一条具有岳阳特色的乡村振
兴之路。 ”

芙蓉万里巴陵路，消息佳期在此处。 改
革开放以来， 岳阳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延
伸农业产业链， 农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
绩。 该市出台了《关于加快我市农业产业化
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2007 年起，连续
5 年安排 1000 万元农业产业化引导资金；
2012 年起， 安排整合新型农业工业化引导
资金 2000万元。 2017年，全市农产品加工
业总产值 1718亿元， 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
达到 2714 家， 市级以上龙头企业 290 家，
上市企业有 3家。岳阳各类饲料生产持证企
业 82 家，2017 年各类饲料总产量 365 万
吨，产值 134 亿元，产量和产值占全省三分
之一。

“要通过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通过加
工转化提高附加值，通过线上线下扩大市场
占有率。 ”岳阳市委副书记、市长李爱武多次
叮嘱农业线上的干部。 岳阳黄茶，种植历史
悠久。 该市实施龙头企业培育工程，培育壮
大起点高、规模大、带动力强的茶叶龙头企
业。 到 2020 年，全市培育 2 家以上产值过
10 亿元的茶叶龙头企业； 引进工商资本入
驻岳阳黄茶，鼓励和扶持带动能力较强的企
业， 通过资本纽带实行联合与战略同盟经
营，组建产销联合的企业集团，实现优势互
补、市场联动、抱团发展。该市还通过举办岳
阳黄茶文化节，扩大市场影响。目前，全市茶
园面积已达 23 万亩， 茶叶产业综合产值近
40亿元。

推行标准化生产，岳阳小龙虾产业如火
如荼。市农委、各县（市）区农业局成立“小龙
虾产业课题组”， 研究适合稻虾种养的水稻
品种、虾苗提纯复壮、稻虾米等技术；全市拟
建一个繁殖能力 100 亿尾左右的小龙虾种
苗基地； 岳阳还引导成立汨罗粽子协会，集
中推进园区标准化建设， 按照食品生产要
求，重点建设屈子祠镇中国汨罗粽子文化产
业园区，重点建好 1 个产业园区，包括生产、
种植、办公、展示、体验、商业 6 大区块，重点
培育 3个主要种植基地， 分别为罗江镇 2.6
万亩、三江镇 1.3万亩、长乐镇 1.1万亩。

创新农业营销服务，农产品才能有好销
路。岳阳充分利用互联网，促进农网融合，大
力发展“互联网 +农业”，成功创建 1 个国家
电子商务示范基地、2 个国家级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实现了农村电子商务“村
村通”， 扩大“农村淘宝” 覆盖面， 带动约
5000人就业脱贫。目前，平江县电子商务交
易额 9235万元， 相当于全县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的 39%；岳阳县建立了全国一流县级
农村电子商务中心，该县农村淘宝目前业绩
排名全国前三，被阿里巴巴总部评为“全国
优秀县域”“王牌县域”。

岳阳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大力发展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截至 2017年底，全市
有休闲农庄 1418家， 其中国家星级休闲农
庄 20 家、省星级 82 家，成功创建全国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县 2 个、中国美丽休闲

乡村 3 个、全国十佳休闲农庄 1 个、省级休
闲农业示范园 5 个、省级示范点 2 个……带
动从业人员 3万多人， 年接待游客 1600 万
人次，综合收入 26 亿元，从业农民人均收入
达到 2.8万余元。

岳阳开展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把
现有的黄茶、芥菜、龙虾、豆干、粽子等特色
产业做大做强，做响品牌。目前，黄茶小镇君
山区柳林洲、酱干小镇平江县长寿镇、芥菜
小镇华容县三封寺镇、龙虾小镇君山区钱粮
湖镇、竹器小镇临湘市羊楼司镇、果浓小镇
岳阳县新墙镇、 湖鲜小镇云溪区陆城镇、田
园小镇岳阳楼区郭镇乡、花果小镇岳阳经开
区西塘镇等 20 个特色小镇在各大节会、各
类媒体频频亮相，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了产
销对接、项目合作的“香饽饽”。 岳阳市副市
长李激扬说， 农业产业化特色小镇建设，既
是激发农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也是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的
岳阳探索。

调 结 构 ，营造多元特色

优 品 质 ，保障绿色生态

亚 平 梦 君 吴 广 张 璇

幕阜山下，漫山遍野，橘绿橙黄；洞庭湖畔，沃野千里，叠翠流金。 金秋时节，徜徉于巴陵大地，但见一片片缀满金果的
果林，秀色诱人；一个个生机勃勃的茶园，翠色欲滴；一垄垄望不到边的稻田，金浪如海……好一派丰收景象!

比丰收景象更令人惊喜的，是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岳阳农业发展翻天覆地的变化。岳阳市近日召开的“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农业发展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农村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市农委新闻发言人邹国良称：“岳阳围绕‘转方式、融
产业、调结构、优品质’做活农业发展文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 1978 年的 7.57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560.5 亿
元，增长 73 倍；农林牧渔业增加值由 1978 年的 8.85 亿元增加到 2017 年 367.6 亿元，增长了 40 倍！ ”

转 方 式 ，突破传统路径

融 产 业 ，激发崭新动能

喜悦 好禾黍洞庭

科学育苗。 徐典波 摄

绿色产业，茶叶飘香。 吴悠 摄

潘家大辣椒，乡愁里的“华容味”。 徐典波 摄

希望的田野。 宋政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