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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办

由国家和省级农业龙头企业等
组成的“7+2”农业产业联盟，充分发
挥产业链资源整合优势，积极探索
产业高质量发展协作联动机制，坚
定扛起产业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重
大责任，去年成立至今，年营销收入
达221亿元，以稻米、果品、蔬菜、蛋
鸡、生猪、渔业、花木联盟为“一体”，
农村青年创业创新和电子商务联盟
为“两翼”的现代农业战略格局初
成。江海大地“七龙起舞”“两凤齐
飞”，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国家
战略有效衔接的盛世美景，由此豁
然呈现。

“七龙起舞”“两凤齐飞”

面对疫情、旱涝、极寒、怪风“四
重考验”，99个家庭农场、33个合作
社、154家公司基地龙头企业、5家
产学研一体化机构和3家融媒体单
位，勠力同心，打好疫情防控“阻击
战”、产业融合“总体战”、品牌打造

“抢滩战”、技术创新“攻坚战”等一
系列战役。在营销收入总额221亿元
中，盟主支撑作用明显，达160.9亿
元，成员单位60.1亿元。电子商务联
盟线上营销总额7.8亿元，创业创新
联盟营销总额0.75亿元。9个联盟创
设农产品品牌112个，与41家科研
院所建立合作关系，推广引进应用

“三新”品种、技术、工艺近40个。联
盟举办各类培训班 30余次，培训
2600余人次。

乡村振兴，产业为要。七大产
业联盟“巨龙起舞”，构建我市现
代农业产业坚实的主体。电子商
务、创业创新“两翼”，则为产业
融合提升提供强大助力。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朱进华介绍，“七龙”发展
突出“强”字，在确保稳产保供、突出

“压舱石”作用的基础上，提质增效，
做大做强。“两凤”之一的电子商务
联盟突出“广”字，在做好线下销售
的基础上，重点打造区域品牌，服
务更多的经营主体展开线上营销。
创业创新联盟突出“育”字，重点
培育新品种、打造新业态、探索新
模式。

搭台联姻“自由恋爱”

组建产业联盟，是农村产业兴
旺、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这是市农
业农村局按照市委、市政府要求，经
一年多系统调研得出的结论。去年，
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
知》，形成了“7+2”架构。

搭台联姻，尊重主体，不搞政府
“拉郎配”，成员之间“自由恋爱”，市
各相关部门致力营造环境、政策助
力。联盟相继授牌成立后，市财政投
入380万元，扶持发展。农业农村局
等还与各金融机构合作，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完善用地、用电、税收、项
目等政策，向产业联盟倾斜。在2021
年度农业产业化重点项目中，由产
业联盟承担的有 10个，补助资金
1485 万元，分别占总数的 40%、
51.2%，项目涉及示范基地建设、展
示展销馆建设、品牌建设、创业创
新、仓储冷链保鲜建设等。

“自由恋爱”，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处长
陈昌军介绍，启东嘉禾力农业，智能
温室大棚200多亩，一年种植2茬小
番茄，每亩年收益1.1万元，一年种
植8茬水培生菜，每亩年收益1.6万

元。蔬菜产业联盟盟主强盛农业，建
设10亩水培蔬菜，一年可生产18
茬，专供蔬菜每颗卖到3.8元。双方
联手闯荡上海，成为沪上高端酒店
及大型超市的蔬菜供应商。蛋鸡产
业联盟盟主、天成科技集团，带领联
盟成员致力于蛋鸡产业链发展，集
饲料生产、种禽繁殖、现代化蛋鸡养
殖、蛋品深加工、新材料为一体，同
时涉足金融、地产等行业，集团资产
超12亿元。

攥指成拳 聚力出击

截至 2019 年，南通农业产值
784亿元，增加值378亿元，农业龙
头企业514家，合作社5500家，家庭
农场18000余家，产业基础较好，但
其中真正有全国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龙头寥寥，区域品牌缺乏。

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刚介
绍，联盟攥指成拳，汇集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共谋发展，破解了“小而散”
格局，形成了“产业规划有人想、要
素整合有人谋、品牌建设有人创”的
良好态势。横向联手、纵向联合、资
源共享、互利互赢，成为联盟携手出
击的主题。

蛋鸡联盟的无抗鸡粪，供给了
蔬菜联盟用作肥料，创业创新联盟
的小麦，供给了蛋鸡联盟用作饲料，
果品联盟的客户，采购了蔬菜联盟
的有机蔬菜，几大联盟产品携手进
军“肯德基”、“麦当劳”、“COSTCO”
等等。信息的互通，有效地降低了生
产成本，拓展了销售渠道，提升了产
出效益，联盟的信息共享作用初见
成效。

双品牌唱响“通字号”

实施“区域品牌+产品品牌”“双
品牌”战略，一批“通字号”农产品品
牌脱颖而出。

南通“米老大”、稻米产业联盟盟
主季和米业，入选首批“苏米”核心企
业，授予使用“苏米”集体商标。市作

栽站站长郁伟介绍，目前联盟已拥有
跨县域的66家成员单位，建设规模
化、标准化的优质稻米基地50万亩，
联盟内稻米加工产能超100万吨。联
盟合力打造中国地理标志和区域公
共品牌，构建“一袋米”工程，全力唱
响南通稻米金字招牌。蛋鸡产业联
盟，承担了“国家蛋鸡全产业链标准
化示范区”项目，参与起草发布了《包
装鸡蛋》国家标准。

围绕优质农副产品市场服务保
障基地建设，从生产端、供给侧着
手，联盟瞄准上海市场的消费端、需
求侧，优化品种品质结构，大幅增加
绿色优质农副产品供给，在绿色化、
优质化、规范化上下功夫，努力打造
上海市民的“菜园子”。

据统计，蔬菜产业联盟盟主强
盛农业等15家基地，成为上海外延
蔬菜生产基地或上海市外蔬菜主供
应基地。全市约 8%的粮油产品、
10%的花卉苗木、15%的水产品、
20%的畜禽产品、26%的蔬菜瓜果
销往上海市场，去年供沪农副产品
销售额突破200亿元，今年疫情期
间，南通销往上海的蔬菜日均5000
吨，充分发挥了上海“菜篮子”保供
外延基地的作用。有机蔬菜、狼山
鸡、三黄鸡、长寿食品、本港海鲜、优
质稻米成为畅销上海的南通优质农
产品的标志性产品。目前，全市在上
海开设各类农副产品直营店逾200
家，年销售额近20亿元。

“7+2”产业联盟，构建统分结
合、农业龙头企业深度融合的“一盘
棋”新格局，创建覆盖上中下游的农
业产业经营“一条龙”新模式，构建
政府引导、企业主体、行业自律的农
业产业运行管理“一体化”新机制，
唱响区域公共品牌和产品品牌结合
的“一条声”新品牌，必将在乡村全
面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舞台
上大放异彩。

本报记者 施晔 龚秋瑾
上图 许丛军摄

扛起乡村产业振兴重大责任，七大产业联盟年营销收入221亿元——

“一体两翼”产业联盟新格局
助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龚秋瑾） 乡村要
振兴，产业兴旺是核心。产业要壮
大，龙头培育是关键。培育并通过

“7+2”农业产业联盟建设，构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强大引擎，我
市路径设计之一是：整合优化资源
要素，发挥龙头聚合作用，奋力跑
出产业联盟建设“加速度”。

一是项目专项扶持。设立产业发
展专项扶持项目资金，每年不少于

2000万元。二是实行两个优先。中央
及省级各类农业项目，在同等条件
下，农业产业联盟及其成员优先申
报；市乡村振兴扶持资金和各类产
业项目，在同等条件下，农业产业联
盟及其成员优先实施。三是加大财政
补助。市每年对各产业联盟拨付不少
于20万元的专项资金。四是强化人才
培育。

产业联盟推动乡村振兴目标是：

稻米产业联盟，到2022年，力争优
良食味水稻占比达80%。果品产业联
盟，力争全市果品面积达15万亩。蔬
菜产业联盟，全市蔬菜面积总体稳
定，叶菜类蔬菜占比40%以上。蛋鸡
产业联盟，全市蛋鸡规模化养殖水平
达98%，力争将我市打造成长三角地
区蛋鸡产业高地。渔业产业联盟，全
市特色水产养殖面积超过80%，海洋
捕捞产值稳定在60亿元。花木盆景产

业联盟，建设小微盆景基地 2000
亩，花卉种植基地1000亩，收集乡
土种质资源50份。生猪产业联盟，确
保全市生猪生产规模达到存栏140万
头、出栏230万头。农村青年创业创
新联盟，培育具有复制推广价值的青
年新型职业农民典型20名、青年农民
特色创业创新主体典型10个。电子商
务联盟，带动形成农产品网络销售超
50亿元。

奋力跑出产业联盟建设加速度

“四新政”助力“九目标”

本报讯（记者施晔 龚秋瑾）“从来隽物有嘉名，物以
名传愈自珍。”江、海、河、沟鲜俱全的南通，个体品牌突
出、区域品牌缺失渐成历史。中国邮政集团南通市分公
司跨界担任电子商务联盟盟主后，200余款爆款网红农
品成功进入“通吃天下”公共品牌产品库，在品牌强大引
擎推动下，邮乐网、融E家、菜菜网、城市日历商城、通通
购电波福利社等众多电商齐发力。去年至今，全市20
余场“直播带货”活动，千余立方冷库冷链建设规划，
电商联盟线上营销7.8亿元，百万农民开始享受公共品
牌的红利。

“在建立南通市农产品品牌目录前提下，提出区域公
共农产品品牌运营标准，制定“通吃天下”品牌使用规范，
建立追溯体系。”电商联盟秘书长许秋嵘介绍，“目前200
余款地方特色农产品已经进行身份认证，进食堂、进超
市、进网点、进集采推广工程全面展开。”

“通吃天下”品牌首次试水，是金沙翠蜜梨。去年8
月，如东蜜梨滞销，农业农村局当即联系邮政，开展“通吃
天下”系列直播，“我为农民卖蜜梨”大受欢迎，一炮走红，
直播期间销售翠蜜梨5000箱，累计销售翠蜜梨2.3万
箱。其后，盟主致力“通吃天下”品牌设计，针对果蔬系列
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制作统一风格的果蔬包装盒1万个，
用于产品包装及品牌形象宣传。

5月24日，“海安角斜来南村百万斤马铃薯滞销，农
户欲哭……”的消息在“海安市益农信息社”微信群里发
布，瞬间引起了海安邮政关注。以“通吃天下”品牌，打通
海安农村电商全链条直播销售迅速展开。“寻味海安”平
台开通“通吃天下角斜土豆邮政专供”的团购链接，“通吃
天下·邮选优品”马铃薯专场直播落地，短短2天，首批
5000斤马铃薯销售一空。

对“通吃天下”品牌中的海安墩禾大米、如皋萝卜皮、
如东小海鲜等地方特色农产品进行补贴促销，更让农民
得品牌红利，直播产生补贴订单共11694笔，发放补贴
108238.4元。“我为合作社代言”系列线上推广活动，产生
补贴订单共328笔，使用补贴金额8001.6元。

农业农村部9日披露，去年全国县域网络零售同比
增长14%，其中农产品增长29%，增速位于各类品种之
首。南通电商联盟相关负责人徐晖称，站在数字化生活
消费重塑县市域市场的风口，电商公共品牌建设红利
无限。

电商联盟“通吃天下”邮政直播间开播。 龚秋瑾摄

南通农村青年创新创业联盟，
发掘云南老稻种，成功移栽如皋白
蒲朱家桥村智慧农田，长至一人多
高，“禾下乘凉”江海圆梦。

记者 黄哲摄

稻株一人高
大风吹不倒

本报讯（记者龚秋瑾）8日，如皋市白蒲镇朱家桥村
科技综合示范基地，一架无人机在田间盘旋，数十分钟，水
稻作物长势高精度多光谱图像便已生成。“无人机搭载多
光谱相机，6个波段获取作物长势的相关信息，进而预测
其产量、品质等。”返乡创业的南京农业大学农业信息学博
士研究生于明磊介绍。

他所在的农村青年创业创新联盟，成立短短一年，吸引
了南农大、中国农大、南航等各类高校43位青年才俊来通
创业，把博士和硕士论文竞相写在江海大地上，用智慧农业
等理念，助推联盟成员及周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转型升级。

由4名南农博士、1名南航博士、1名中农大硕士组成
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水、肥检测系统已在联盟成员单
位中应用，效果良好。创业创新联盟理事长、福欣家庭农
场主杨镇华介绍：“小范围无人机、大范围卫星获取遥感影
像后，团队分析作物长势指标、病害、冠层含水率等相关的
遥感光谱指数，大范围、快速监测农情，相应生成农作处
方，实现变量施肥，提高肥料利用率，每亩减少穗肥使用约
10千克，农业面源污染同步减少。”目前，团队已注册朴农
智慧农业公司，全面推广。

“智慧农业”加持，缓解“谁来种地”难题。这也是联盟
才俊的论文研究方向。“足不出户，就可以直观监测作物生
长状态和稻田内的所有信息。”杨镇华说：“目前正值水稻抽
穗扬花期，水稻病虫害多发，田间管理尤为重要。我的试验
田安装了智能探头，水稻生长、室外温度、土壤温度等一系
列数据，实时传输手机app，动动手指就可调整到位。”

把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论文写在如皋大地，岂止
“朴农智慧”？南农大毕业生章江宜，放弃中化优越待遇，
返乡流转了600多亩土地，成立“玖壹家庭农场”，专事稻
麦种植，高水平全程机械化种植，又引得各地农场主啧
啧称赞。

用新理念助推农业经营转型升级

联盟好青年 论文写江海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攻坚取得胜
利后，现在的使命就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这是“三农”工作重心的历史性转移，要举
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在市第十
三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南通市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办公室与南通日报社
（集团）联合推出《乡村振兴》半月刊（每半
个月出版1期），聚焦典型、引领示范，总结
经验、展示成果，形成声势、奋进开局，动员
全社会力量聚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样板，
奋力走出南通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

发刊词

让农民分享“通吃天下”品牌红利

电商联盟线上销售7.8亿

半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