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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搏大”，上海农业产业 向优势特色要品质效益

优势特色农业
区域布局不断优化

18.98 万公顷的郊区耕地面积，
210万亩、约100万吨的粮食生产，130
多万亩次的蔬菜播种面积，约250万
头、1800万只的生猪和家禽出栏量，约
30万吨的鲜奶产量……无论从哪个数
字看，尤其是在两千多万人口的城市
规模对比下，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小农
业”，存在土地资源禀赋先天不足的缺
陷。

如何在如此小的耕地面积上“以
小搏大”，通过郊区产业结构调整，不
断丰富上海都市农业的内涵，推动上
海都市农业走出一片新天地？

在上海南端的金山区，沿着金石
公路穿过蟠桃长廊、越过蟠桃河桥，吕
巷水果公园就展现在眼前。随着近年
来该区在原有蟠桃产业基础上，加强
规划布局，整合区域内葡萄、黄桃、草
莓、蓝莓、樱桃、猕猴桃、冬枣、西甜瓜、
火龙果等产业，通过集聚项目、资金、
技术、人才等资源，高起点规划并高质

量建设，吕巷水果公园目前已经成为
集生产种植园、水果科研园、采摘游乐
园、观光休闲园、文化体验园于一体的
农业综合园区，每年接待游客近70万
人次，品牌效益不断提升，水果总产值
已占到吕巷农业总产值的35%，成为吕
巷农业的主导产业。

而在位于上海北部的嘉定区马陆
镇的马陆葡萄主题公园，把葡萄种植、
包装、销售，产品展示、观光采摘、消闲
娱乐以及“美景、美食、美酒”融为一
体，提供有创意、有特色的个性化服
务，为市民打造了一个生活型与生态
型相结合的高品位农业休闲和科普场
所，实现了“一产的接二连三”。都市
农业发展新模式及一年一届的马陆葡
萄节，不仅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大大促
进了当地葡萄的就地销售，更使单一
的葡萄生产、销售发展为集群式农业
休闲娱乐，形成了融产、销、游、研、赏
于一体的葡萄产业，小葡萄做出了大
文章。

这是近年来本市推进各涉农区优
势特色农业发展，突出产品区域特色，
拓展产业功能的一个缩影。目前，本

市农产品区域布局总体趋于合理，各
个区优势特色产业不断突出，形成了
浦东新区水蜜桃、西甜瓜产业，嘉定区
葡萄产业，青浦区草莓、茭白产业，金
山区蟠桃、西甜瓜产业，奉贤区黄桃、
梨产业，松江区梨、花卉产业，崇明区
柑橘、芦笋、西红花产业的总体格局，
实现了各个区优势特色农产品错位发
展、突出区域特色布局，都成为支撑上
海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区域特色优势
产业。

“规划和引导是起了重要作用
的。”上海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几年，本市各级农业部门以强化政策
引导、抓好技术指导为抓手，通过有序
推进150余个区域特色农产品基地项
目建设，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积极创建
150余家市级园艺作物标准园，应用标
准化生产技术，多措并举转变农业发
展方式、保障优势特色农产品生产，开
发农业节庆旅游，拓展产业功能，促进
农业与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绿。

一个最显著的案例是金山吕巷水
果公园。吕巷镇是金山区的农业大
镇，被誉为金山的“生态绿核”。近年
来，吕巷镇紧紧围绕把现代都市农业
与观光休闲旅游有机结合的路子，积
极推进万亩水果公园建设。首先是加
快农业资源整合，以新农村建设为契
机，以吕巷“543”工程（即建成一个千
亩蟠桃核心示范区、成立一个蟠桃研
究所、扶强一个“皇母”蟠桃种植专业
合作社、形成一个蟠桃产业带、做亮一
个“皇母”品牌的蟠桃产业“五个一”
工程，建设“万亩蟠桃园、万亩果蔬
园、万亩设施粮田、万亩生态林”的农

业基础设施“四个万亩”工程，打造“百
里花园、百里果园、百里菜园”的“三个
百里”）为依托，建设综合性生态水果
主题公园。其次是大力推进“1+10+
20”三层次品牌农业建设，“1”是以“一
区一环一带”为布局重点，重点打造吕
巷水果主题品牌公园；“10”是在生产
经营组织上，推进“皇母”、“施泉”、“保
勤”、“敏蓝”等10个以上的品牌果园建
设；“20”是积极推进皇母蟠桃、施泉葡
萄等品牌水果和以吕巷白龙糕、吕巷
土布等为代表的20种以上的品牌农业
衍生品发展。

在松江区种养结合家庭农场的特
色形成中，当地有关部门则从把好“选
址、选人、建设、运行”关，夯实农场发

展基础；出台扶持政策，促进农场稳定
发展；提供培训、技术指导和全方位服
务，建立考核退出机制等多个方面，为
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这一创新的农业生
产经营模式创造了条件。截至目前，
累计建成家庭农场79家，不仅生态效
益显著，更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知名品牌和优势产区
成产品质量效益风向标

为优化我国农业生产力布局，国
家制定了《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
划》、《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两个
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优势农产品区域
布局规划》的实施，对于形成大宗作物



新近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新近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优化产品优化产品

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着力推进农业提质增效，，明确明确““进一进一

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步优化农业区域布局，，建立评价标准和技术支建立评价标准和技术支

撑体系撑体系，，鼓励各地争创园艺产品鼓励各地争创园艺产品、、畜产品畜产品、、水产水产

品品、、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林特产品等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明确明确““做大做大

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做强优势特色产业，，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实施优势特色农业提质增

效行动计划效行动计划，，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把地方土特产和小品种做成带动

农民增收的大产业农民增收的大产业”。”。

《《上海市现代农业上海市现代农业““十三五十三五””规划规划》》也提出也提出，，

““着力构建粮菜经统筹着力构建粮菜经统筹、、农牧渔结合农牧渔结合、、种养加一种养加一

体体、、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结构，，

不断增强农业发展的多样性不断增强农业发展的多样性、、整体性和协同整体性和协同

性性”；”；明确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布局为明确其他经济作物生产布局为““以保护和以保护和

升级已经形成的专业产区为主升级已经形成的专业产区为主，，地区之间错位地区之间错位

发展发展，，着力推进浦东西瓜着力推进浦东西瓜、、水蜜桃水蜜桃，，奉贤黄桃奉贤黄桃、、蜜蜜

梨梨，，松江水晶梨松江水晶梨，，金山蟠桃金山蟠桃、、特色瓜果特色瓜果，，青浦草青浦草

莓莓，，嘉定葡萄嘉定葡萄，，崇明柑橘等十大特色经济作物产崇明柑橘等十大特色经济作物产

业园区建设业园区建设”。”。

本市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情况如何本市优势特色农业发展情况如何？？对农民对农民

增收增收、、农业增效效果表现如何农业增效效果表现如何？，？，日前记者作了日前记者作了

一番探究一番探究。。

文文//记者记者 张树良张树良 摄摄//记者记者 杨清悦杨清悦

种

产业带、提高产业化水平、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特色农产品
区域布局规划》则是发挥资源比较优
势、形成优质特色农产品产区、推进农
业综合开发、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
手。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
化的快速推进，特色农产品新产品、新
品牌、新品种大量涌现，生产的专业
化、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水平越来
越高，特色农产品的品种品质、技术条
件、空间布局、市场竞争力均发生较大
变化，2014年，农业部对第一轮特色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进行修编，发布了
《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13-
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进一
步充实调整特色农产品品种范围和优
势区布局，完善相关扶持政策，推进产
业化进程，重点发展10类144种特色
农产品。

《规划》还结合《全国主体功能区
规划》中“七区二十三带”农业战略格
局要求，规划了一批特色农产品的优
势区，并细化到县。本市嘉定、金山、
奉贤、崇明的葡萄，金山、奉贤的特色
桃，嘉定、金山、崇明的太湖猪，浦东新
区、奉贤、崇明的优质地方鸡分别被列
入《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表》。

经农业部同意，上海在全国率先
“整建制”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范市。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
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

“坚持质量兴农，实施农业标准化战
略，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健全农
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规划》中特色农产品品种调整中主要
考量的“产品品质独特，功能特殊，有

一定认知度；产品具有一定的规模，产
业可延伸性强，有进行市场开发的价
值；目标市场相对明确，现实市场竞争
优势明显或具有潜在市场需求”三个
原则，在某种意义上为入选农产品的
质量安全“背书”。

早在上世纪80年代，马陆葡萄就
以其规模和效益闻名于大江南北。
1992年，马陆葡萄研究所成立；2000年
上海市葡萄研究所挂牌，2003年马陆
葡萄开发有限公司成立；2006年，马陆
葡萄主题公园开园。30多年来，马陆
葡萄历经“产量效益”、“质量效益”和

“品牌效益”三个阶段。随着人们消费
观念的转变，安全、卫生、优质的水果
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欢迎。2006 年

“马陆”牌葡萄通过了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2007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名
牌农产品”，两次“上海名牌产品”以及
本市唯一通过中绿华夏有机食品认证
的葡萄品牌……一系列品牌认证，实
际上也是一系列的“品质认证”。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结
构性改革，就是要从过去的生产主导
向消费主导转变，从主要追求数量向
更加注重质量、效益转变。”如何提高
质量和效益，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可持
续发展能力？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
2016年举行的中国农业产业发展论坛
上表示，“有效的办法就是创品牌：第
一，要靠市场来推动；第二，要靠生产
经营者自我约束和自我塑造；第三，品
牌化要有优质优价的条件和环境。”

马陆葡萄主题公园这一旅游产品
的开发产生了良好的带动效应：马陆
镇现有葡萄种植面积近5000亩，种植
户547家；葡萄平均售价在每公斤40

元左右；亩产值由原来不足1万元，上
升到目前2万多元；全镇葡萄年产值达
亿元，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3~4倍。

芦笋自1980年从美国引进到崇明
试种以来，已有30多年的种植历史，经
历了生产出口加工白芦笋的政府指导
型和生产鲜食绿芦笋的市场经济型两
个阶段。目前绿芦笋已成为崇明标准
化设施菜地的主栽品种，75%以上的面
积都以种植绿芦笋为主。全市首家农
民专业合作联社——崇明芦笋种植专
业合作联社破解了过去松散组织方式
的弊端，以上海市著名商标、名牌产品

“白狗牌”进行统一市场营销，不仅成
功开拓了长沙、武汉、青岛、福州等芦
笋销售新市场，还探索了统一品牌、标
准、价格、销售、结算的市场运作新机
制。在芦笋销售市场，合作联社掌握
了定价话语权，绿芦笋生产开始由传
统的生产决定市场向市场引导生产发
展，初步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化经营
机制。

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华绒螯蟹的重
要养殖区，特别是种源方面在全国享
有较高声誉，年产蟹种占全国的15%，
崇明岛很大部分农民以培育蟹种为
生，种源产业为蟹农致富发挥了不可
替代的作用。近几年来，本市大力发
展生态养蟹模式与技术，建立了上海
特点的大规格成蟹生态养成的“松江
模式”和“崇明模式”。上海成蟹的养
成规格、产量和品质发生了巨大变化，
上海本土生产的大闸蟹每年获得全国
河蟹大赛金蟹奖、最佳种质奖和最佳
口感奖。崇明河蟹一改以前“乌小蟹”
的形象，华丽转身为“崇明清水大闸
蟹”。上海河蟹从以前的按斤销售，已

逐渐发展成按只销售，蟹农的致富增
效极为明显。当前上海的蟹种亩经济
效益在6000元以上，商品蟹的亩经济
效益在10000元以上，出现了蟹种提
前预定、商品蟹供不应求的良好局
面，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
丰收。

优势特色农业发展
布满“科技底色”

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具有地势
偏低、地下水位高，温热潮湿、雨水偏
多，耕地面积小、复种指数高等特点，
不利于多种作物生长。因此，除了农
业设施建设和政策扶持，科技进步在
本市优势特色农业发展中，同样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发展特色农产品要以科技进步
来保障特色农产品特有的品质，加强
种质资源驯化，改造传统生产经营方
式，稳定和增强特色产品的品质优势，
培育核心竞争力。”“发展特色农产品
着眼于特色农产品产业整体开发和整
体竞争力的提高，通过延伸产业链和
产业化经营，建立完整的特色农产品
产业链，提高特色农产品整体竞争
力。”这是《规划》提出的发展特色农产
品的科技支撑原则和产业开发原则的
主要内容。

事实上，本市在提升农产品品质、
推进优势特色农业发展上，下足了技
术指导的功夫。近几年，本市以瓜果
产业技术体系等为依托，不断引进筛
选优良品种，西甜瓜、草莓、果树等经
济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90%，特色经济
作物优良品种示范和推广等工作取得
长足进展，为产品品质提升打下坚实
基础。依托农技推广部门，大力推广
促品质提升的栽培技术，主要以设施
栽培、避雨栽培促品质提升，据初步统
计，本市葡萄、西甜瓜、草莓设施栽培、
避雨栽培比例分别达到75%、88%、和
85%，可有效减少病害发生，在果实成
熟期还可以通过控制土壤水分含量，
提高果实可溶性固态物含量。再配套
推广疏花疏果等控产技术、增施有机
肥和配方肥技术、精准灌溉技术等，在
产品品质提升方面取得较好的成效。

在上海初具规模的优势特色农业
案例中，处处充满着“科技底色”。

上海联中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于
2013年开始投资7000万元，建造10条

一、二次隧道发酵房，改建部分传统蘑
菇房，利用世界先进的荷兰双孢蘑菇
智能化自动控制设备和技术，生产过
程采用电脑控制，完全实现了工厂化、
标准化、自动化、周年化生产。双孢蘑
菇现代化种植能使每个栽培周期缩短
到55天，每间菇房全年可循环6个周
期以上，实现每周期单产达30公斤/平
方米，全年每平方米的总产量是农民
传统生产产量的20倍。同时，发酵技
术和高温灭菌金少了碳排放和化学农
药的使用，保证了产品品质。

在上海河蟹的养殖发展过程中，
通过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的建
设，逐渐形成了本市“良塘、良种、良
法、良人”的河蟹养殖核心内容，选育
出了国家级“江海21”河蟹新品种，并
在生产上积极应用，使上海成蟹养殖
的良种覆盖率已达60%；在河蟹良种选
育技术、大规格亲蟹繁育技术、配合饲
料研发技术和蟹产品加工技术等方面
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大力培育和使用
河蟹产业的研发人才、产业开发人才
和技术应用人才，形成全国河蟹技术
研发高地和最强人才库等。

马陆葡萄公园则利用根域限制下
的半基质栽培模式，发展葡萄观光旅
游，可使培肥土壤面积由传统的每亩
667 平方米，缩减为不足 100 平方
米，物联网技术、小平棚T型架、机
械化生产、供应期延长至8个月都出
现在该公园新一轮“升级换代”的技
术列表中。

与此同时，本市积极探索、总结、
推广种养结合和林下经济等多种生态
种养模式，逐渐形成了包括金山枫泾

“稻虾共作”、青浦农业园区“稻蛙共
作”等模式在内的生态种养结合模式；
包括松江“三三制”种地养地结合模
式、奉贤利用农业废弃物种植食用菌
等在内的生态循环模式；包括崇明林
下种植食用菌、上实农业公司林下种
植中药材等在内的生态高效经济模式
等。中华绒螯蟹产业技术体系以标准
化池塘建设为基础，根据河蟹生物学
特点与生态学要求，建立水草、水生生
物（如螺蛳）、水质调控这“三水”有机
融合的生态系统，营造水体森林，构建
出水草茂盛、水生生物丰富、水体清澈
的养蟹环境。当前，养蟹池塘的许多
水质指标已优于水源水体，从养殖基
础上保障了河蟹养成产品的“舌尖上
安全”。

本市经济作物生产情况

■■上海滑稽演员许榕真展示一只六两多重的崇明清水蟹上海滑稽演员许榕真展示一只六两多重的崇明清水蟹

■■本市一家庭农场正在进行早稻收割本市一家庭农场正在进行早稻收割

经济作物

西甜瓜

草莓

鲜食玉米

食用菌

果树

花卉

合计

桃

葡萄

梨

柑橘

小水果

主要品种

早佳8424、抗病948、玉菇、西薄洛托

红颜、章姬

中糯2号、彩糯2号、苏玉糯2号

金针菇、真姬菇、双孢蘑菇等

湖景蜜露、新凤蜜露、大团蜜露、锦绣黄桃

巨峰、巨玫瑰、夏黑、醉金香

翠冠、早生新水

宫川

猕猴桃、枇杷、蓝莓、枣、火龙果等

面积
（万亩）

15

3

5

/

25.7

2.5

51.2

7.7

6.7

2.7

6.5

2.1

产量
（万吨）

30

4.5

4

14.3

31.6

/

84.4

产值
（亿元）

10

6

1.5

11.2

20.2

6.7

5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