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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冬时节，南县三仙湖镇三仙湖村村
民易再国将清冷的河水引入稻田。如今，正
是小龙虾产幼苗的时候，待到春夏之际，水
稻和小龙虾将在农田呈现“共生”景象。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年收入不过六七
万元，现在回家继承老父亲‘衣钵’，下田种

地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易再国说，他加
入合作社与金之香米业公司合作，由公司负
责统一品种、统一种养标准、统一收购、统一
加工，销路不愁，每斤“稻虾米”的售价达到
9元之多，比普通大米高出3倍。

湖南金之香米业是省级农业产业化
重点龙头企业之一，15 个合作社与之合
作，每年生产稻虾米10万吨，主销福建、广
东、云南、上海、北京等地。该公司在全国
建设了70家“智慧门店”，通过借助电商平
台的大数据，了解区域消费者的口感偏
好，有针对性地打造“爆款”。

“稻虾米”卖出了高价，小龙虾则走出了
国门。“我们创新了液氮8秒速冻技术，解冻
就和刚出锅的小龙虾口感一样。”顺祥食品
有限公司负责人周顺祥介绍，他们生产的冰
镇汤料香草虾、麻辣十三香虾还“坐”上飞机

“出征”了俄罗斯世界杯。据了解，该公司于
2018年建成了全国第一条小龙虾熟食生产
线，推动“渔家姑娘”品牌由一般粗加工向小
龙虾全价值链开发转变。

湖南助农农业科技则借助“互联网+
农业”的商业模式，推动稻虾产业高效发
展。建设稻梦田园直播基地，成立电商村
播专项小组，聘用专业人员针对乡土特色
稻虾产品进行淘宝、抖音等平台直播，提
升产品市场销路；通过捣蛋虾队长微信公
众号、助农官微以及淘宝、天猫网站等线
上推广销售，月均销售量约 50 万元；连续

两年举办小龙虾文化捕捞节活动，数百名
网红主播现场直播，每场活动带动小龙虾
产品销量约200万元。

南县和滨现代龟鳖产业园正按照“一
园携三区”（即赛南龟鳖种苗繁育与商品
养殖示范区、罗文龟鳖主题文化休闲农业
示范区和稻龟稻鳖综合种养示范区）模
式，打造集种养、餐饮、休闲娱乐、商务接
待、文化科普、产品加工、农产品交易与观
光旅游等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年接
待游客能力有望突破 40 万人次。南县龟
趣园是全国首家专业从事龟类繁育和驯
养基地，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各种淡水龟78
个品种，是集科研、繁育、观赏为一体的龟
类产业园，连续三年协办了“中国农民丰
收节”，获得了“中国稻田养龟第一村”“中
国最美养龟场”的美誉。

目前，南县有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 2家，省级龙头企业 6家，稻虾种养专业
合作社196家、家庭农场132家，龟鳖企业
21家、大小专业养殖户1200余户。为了助
力龙头企业拓展市场，叫响品牌，南县在城
郊和茅草街镇推进“一南一北”小龙虾交易
市场建设，其中中国供销·南县洞庭农博城
已成为湖南省最大的小龙虾交易市场，小龙
虾收获期日均交易量达400吨。打造了农
村淘宝、淘实惠、雨后电商等南县稻虾产品
线上商城，网上年销售额5亿元以上。

品牌效应卓然释放。南县获批创建
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国家稻虾生态产
业标准化示范县、“互联网+”农产品出村
进村工程试点县，获评“南洞庭湖草龟、中

华鳖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获授
“中国虾稻米之乡”“中国生态小龙虾之
乡”。“南县小龙虾”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中国农业公共品牌、全省首批“一县
一特”农产品优秀品牌。“南县稻虾米”斩
获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金奖，注册为
中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还获中国地理标
志集体商标，成功创建了区域品牌。“南县
中华鳖”“南县草龟”注册为中国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和滨”“呈宝”“华明”等10多个
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南洲镇获批首批
湖南省特色产业小镇小龙虾小镇、湖南省
南县小龙虾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农
产品加工企业中有中国驰名商标 2 个，稻
虾米相关品牌10个。

品牌影响持续提升。“南县稻虾米”在
香港市场每公斤卖价高达24元，还通过欧
盟检测，取得销往海外资质。“南县小龙
虾”畅销全国、出口欧美，在消费者中拥有
很高的美誉度。南县还带动了周边益阳
市大通湖区、沅江市及常德市安乡县、岳
阳市华容县等县（市、区）稻虾产业的蓬勃
发展，以南县为中心的洞庭湖区域稻虾生
态综合种养总面积已超过130万亩。龟鳖
产业享誉全国，年加工龟鳖产品 1000 万
斤，总产值达5.8亿元。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再到“卖品
牌”，南县现代农业以品牌打造和市场开
拓为支撑，持续做大做强绿色有机无公害
食品产业，擎起高质量发展大旗。开启

“新征程”，跑出“加速度”，南县品牌兴农
风光无限！

质量兴农 品牌强农
——南县以特色品牌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纪实

杨玉菡 周 静 周 云

水韵南洲，稻香虾肥。
产自洞庭湖腹地，进入香港市

场的首款湘米“南县稻虾米”、闯入
俄罗斯世界杯的爆款小吃“南县小龙虾”，
成为备受追捧的网红。

“农业品牌化发展是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
措。要加快构建‘区域公用品牌+企业品牌+产品
品牌+产品认证’的农业品牌格局，推进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帮助涉农企业发展，促进农民增产增收。”南县县委
书记罗讯介绍，近年来，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优势，按照“一县一
特一品牌”思路，以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农产品品牌为目标，
以“做实基地、做优品牌、做大流通”为路径，以“生产标准化、加工精
细化、营销品牌化、管理规范化”为手段，持续做大做强稻虾、龟鳖等
特色产业，成绩不俗。

目前，南县稻虾产业规模和影响力跻身全国三强，年产龟鳖稚
苗8000万只，占全国产量的三成。

近日，笔者走进“中国好粮油”行动示范县南县，探寻当地以特
色农业品牌助推现代农业发展的路径。

地处洞庭湖腹地的南县，土质
肥沃，水系发达，气候适宜，是发展
种养业的黄金地带。据统计，县域
耕地面积 87.6 万亩，其中水田 63.5
万亩。但长期以来，该县农产品结
构单一、效益低下、综合竞争力不
强，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前些年，外
出打工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大片耕
地被抛荒。

如今，南县的广袤乡村大变样：
原来被大量抛荒的耕地，现在是“一
地难求”；曾经一心闯天下的年轻
人，回乡务农与创业的越来越多。

湖洲良田重焕生机，全赖于南
县实施“质量兴农 品牌强农”战略。

“提升农业质量，要在生态绿色
上做文章；树立品牌影响，要在可推
广模式上有开拓。”南县县委副书
记、县长孔令强介绍，基于区域功能
定位和湖乡水田优势，近年来，南县
推出“稻虾共生”生态种养模式，因
生产过程实现了“用有机肥不用化
肥、用生物制剂不用农药、用诱蛾灯
杀虫及人工除草等不用除草剂”，大
大提升产品品质，受到市场热捧。
此外，南县作为曾经的全国首批人
工养殖甲鱼县、全国最大的草龟原
种基地以及亚洲最大的淡水龟驯养
繁殖基地，厚植产业优势，持续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南县龟鳖品牌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

稻虾产业悄然崛起。南县县
委、县政府出台《关于推进稻虾产业
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了稻虾产业
发展的路线图、时间表，并连续 3 年
下发1号文件推动产业持续壮大；对
标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出台《关于做
强做优稻虾产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意
见》，从 20 个方面推动产业快速发
展。成立以县委书记为组长、县长
为副组长，县委办、县政府办、县发
改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县
市监局、县商务局、县委宣传部、县
科工局、稻虾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县
融媒体中心、南县粮食行业协会等
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南县稻虾米产业
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全面推进虾稻
种苗繁育、标准化生产、稻虾田投入
品监管、龙头加工企业培育引进、质
量溯源体系建设、产品研发提升、公
共品牌创建等“七大工程”。

龟鳖产业重振雄风。南县将之
作为支柱产业纳入“十三五”规划，给
予政策支持。建立南县中华鳖、南县
草龟质量体系标准；兴建 3000亩的
南县龟鳖现代农业产业园；成立以行
政负责人为首的示范基地水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推行水产品质
量安全承诺制度，构建质量管理自控
制度和产品质量溯源体系。

激励企业争创品牌。企业参加
省级及以上国内展会、国际性展会

的分别给予 2万元、4万元的补助参
展经费；产品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集体）商标、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的，一次性奖励20万元；企
业获评中国驰名商标、国家重点支
持和发展出口产品企业的，一次性
奖励 20 万元；企业获评国家质量管
理奖、省长质量奖、市长质量奖的，
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10 万元、5 万
元；市场主体参与经认证的国际标
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编制的，一
次性奖励10万元。

特别是稻虾产业，南县厚爱有
加。对经营主体连片种植政府指导
优质水稻品种 100 亩以上、与县域
内市级及以上稻米加工龙头企业签
订种植订单合同且严格履行的，每
亩奖补 50 元；对稻虾种养基地集中
连片 200 亩以上，并开展高档优质
稻机插的，每亩不低于 100 元的标
准给予奖补；对企业稻虾产品通过
绿色认证、有机认证的，分别奖励 2
万元、20万元；对市级及以上稻米加
工龙头企业烘干、储藏、标准化加
工、大米检测等设备设施升级改造、
固定资产投资达 500 万元及以上
的，按当年审核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额的 1%予以补贴；对稻虾企业在一
二线城市开设专店的一次性奖励 5
万元，进入其他地级市的一次性奖
励3万元，进入地级市及以上城市标
志性消费场所或高端超市的一次性
奖励3万元。

高位推动与政策扶持叠加，南
县农业品牌创建成绩斐然。2018年
4月，益阳市现代农业改革暨示范区
创建工作现场会在南县召开，作为
现代农业改革示范县，该县在会上
做典型发言，相关经验获全省推介。

“在稻虾米种植过程中，一些合作社
和米厂建立了两套系统。一是监控系统，
在连片种植区安装太阳能供电的摄像头，
360°远程监测周边农田是否违规施肥施
药；二是追溯系统，每一个批次的产品贴

有一个溯源二维码，‘扫一扫’便能看到从
耕地、播种、植保到收割、加工、包装全过
程的影像记录。”南县县委副书记肖娟介
绍，这是南县提升农产品质量，筑牢品牌
基础的有力举措之一。

近年来，南县部门联动，打出“组合拳”，
引导土地向优质农产品基地流转，引导农民
开展稻虾、龟鳖种植养殖，在洞庭之心演绎
着“小行业，大作为”的无限精彩。

引进优质种养品种。积极整合“湘米
工程”及稻田综合种养高产创建项目，引
进各地高档优质稻米品种34个，采用对比
试验和大面积展示的方式，筛选出适合稻
虾田的“桃湘优莉晶”“野香优航 1573”等
高档优质稻品种，创建优质稻虾机插连片
示范田近2万亩。

培育精深加工企业。对甲壳素、虾青
素、氨基葡萄糖等生物酶提取技术等稻虾
深加工项目的培育和引进，制定奖补细
则：按“一事一议”给予特殊优惠补贴；按
人才引进、技术中心和科研工作站等创新
平台的建设配套给予相应补贴；采用医疗
行业标准的车间装修给予相应的一次性
财政补贴。

推动产学研融合。加强与湖南农业
大学、湖南省水产科学研究所、湖南省水
稻研究所、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合作，通过
绿色防控技术，全县每年减少化肥、农药
投入 50%以上，粮食产品优质率提升至
85%；设立水产养殖类高级科学技术人才
基地，为“南县中华鳖”“南县草龟”的纯种
繁育与提纯复壮、稻龟综合种养、龟鳖产
品深加工等专项课题提供技术支持。

强化质量溯源体系。县信息中心与
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公司合作，建设县一
级稻虾大数据中心和稻虾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数据库。扶持标准化程度高、产业基
础好的基地和企业，开展可追溯试点示

范。将克明米业、顺
祥水产、金之香米业、溢
香园粮油、国安米业作为
首批溯源示范企业，各自建
设溯源标准化自有基地2000
亩以上，确保“生产有记录、产
品有检测、包装有标识”。

提升科技服务质量。建设5
所稻虾米技术培训中心，为本县农
民稻虾米种植提供技术保障；组建以县
级农业（水产）技术专家、乡镇农业（畜水）技
术推广干部、村级稻虾种养能手为主体的南
县稻虾生产技术服务指导小组，为稻虾种养
户提供全方位的指导与服务；在每个万亩示
范基地确定具体责任人、专业技术指导员，
加强稻虾疫情监测，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成
立南县龟鳖养殖协会，为386家（户）会员养
殖户提供产销“一条龙”服务；组织龟鳖产业
培训上百次，覆盖全县130多个行政村，培
训人数上万人次。

强化公共品牌建设。制定出台《南县
稻虾区域公共品牌保护运营管理办法》，
建立公用品牌使用许可制度，加大品牌维
权和保护；初步完成《南县稻虾区域公用
品牌战略规划》《南县稻米区域公用品牌
形象手册》《南县稻虾区域公用品牌宣传
和推介总体方案》编制工作。下一步，南
县将组织“南县稻虾米”“南县小龙虾”加
工、销售企业统一使用和宣传区域公用品
牌。

扩大公共品牌影响。举办“南县小龙
虾”捕捞节、美食文化节，仅节会期间就邀
请参展企业 36 家，吸引游客 6 万余人次，
销售稻米和龙虾30余万斤；与人民网等主
流媒体合作，推介产品；推动相关企业参
加各类省级以上展销对接会、推介会及博
览会，如第三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湖南
贫困地区优质农产品(北京)产销对接活动
之南县稻虾米·小龙虾品牌推介会等；推
进龙虾园、龙虾广场等项目建设，研发南
县小龙虾旅游工艺品，建设了一批龙虾名

镇、名村、名店。
严格监管维护形象。出台《南县稻虾

种养投入品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切实
保护生态环境，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同
时完善监管溯源系统，搭建了稻虾服务综
合平台。一是搭建一个监管平台，按“三
确二检一码”（确品种、确地块、确投入品、
企业自检、部门抽检、二维码）思路建立南
县稻虾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监管平台，目前
该平台为7家“南县稻虾米”公共品牌授权
企业提供防伪溯源服务。二是健全一套
溯源机制，制定《南县稻虾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追溯平台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规
范南县稻虾产品溯源和审核信息采集，理
顺了企业和部门配合完成产品质量检测
结果线上审核流程。目前，平台已颁发

“南县稻虾溯源防伪二维码”77000 组，为
近 35 万公斤高端稻虾米溯源。三是建立
一个服务中心，利用智慧农业大数据展示
中心，结合洞庭虾网公共服务 APP，为生
产企业、种养户提供农场管理、电商销售、
标准种植、远程控制等智能化服务。

2020 年，南县稻虾种养面积达 60 万
亩，年产小龙虾达 10 万吨，年产稻虾米原
粮 30 万吨，年综合产值 140 亿元。目前，
全县打造了7个高标准集中连片万亩稻虾
示范基地，建成 1000 亩以上集中连片稻
虾标准化生产基地22个，全县累计高端优
质稻订单面积达55万亩。

部 门 联 动 筑牢品牌之基

龙 头 引 领 叫响品牌之名

南县第二届小龙虾捕捞节之
网络直播节现场。

2020 年 6 月 7 日，游客参观中国
名龟文化博览中心。该中心是湖南
省科普教育基地，集中展出世界各地
淡水龟78个品种。

游客在稻虾文化馆内体验游玩。

（本版照片由南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南 县 罗 文 村
村民欢庆丰收节。

高 位 推 进 谋划品牌之策

南县企业组团参加2018亚洲（香港）农产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