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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农业是光
明食品集团的核心

基础产业，是光明食品全产业链
的起点。多年来，光明食品集团
现代农业的发展，始终坚持产业
化、科技化、品牌化、生态化发展
战略，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道路。

光明食品集团下属农场区域
面积近100万亩，耕地面积45万
亩，林地面积12万亩，水产养殖场
区域10万多亩，主要分布在市郊
崇明、奉贤、浦东和江苏大丰、安
徽黄山等地。这是光明食品集团
现代农业相比于其他企业的一个
重要的基础和比较优势。通过自
有基地的经营，既保障了农产品
质量安全，又积累了现代农业发
展的经验。

上海农业不能再是传统农业
发展模式，一切要围绕城市功能
服务。上海城市第三产业高度发
达，2015年超过60%，土地和劳动
力的稀缺，决定了上海农业特别

是城郊型农业，一定要走设施化、
装备化、产业化、品牌化、服务化
发展道路。农业要充分体现出它
的立体、生态、高效功能。所以，
我们决策的思维，就是从问题导
向和市场入手，使农业与加工和
市场连为一体，并放大农业的品
牌效应。比如我们生产的优质稻
米，1斤原粮也不卖，都通过加工
和品牌包装进入市场。目前，我
们的海丰、瀛丰五斗等品牌大米，
占市场份额已达30%以上。又如
我们生产的星辉蔬菜、爱森猪肉、
瑞华瓜果等，也都通过加工和包
装进入市场，在市民中形成良好
的口碑。

随着市民对市郊农业旅游需
求的增加，近几年，我们加大都市
休闲农业的投入力度，每年有超
过50万以上的游客参加我们的鲜
花港郁金香节、丰收节、荷花节、
葡萄节、蔬菜节等，既满足了市民
休闲娱乐观光度假需求，又提升
了光明食品品牌的知名度。

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方面，
上海鲜花港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
案例。上海鲜花港占地只有1500
亩，已经建成为一个集高端花卉
和种苗生产研发、鲜花观赏、科普
教育的基地，年利润达到1500万
元，也就是1万元一亩。特别是通
过创意栽培，每年4—5月份举办

“郁金香”节，游客人数10余万人，
门票收入1000余万元，花期结束
后，种球又可以出售，可以说是生
产、娱乐、收入三不误。未来农业
发展就是要把农业田园化、工厂
化、装备化、产业化与教育、休闲、
娱乐有机结合起来。

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出现倒
挂，归根结底，是由于我们的装
备、科技水平还比较低，劳动力成
本居高不下，再加上过度的依赖
化肥、农药，产品质量欠佳，当然
缺乏竞争力。所以，要提升现代
农业的发展水平，必须首先在装
备、科技和生态上下功夫；还要实

现产业的规模化、组织化和品牌
化，这是现代农业效益的保证和
支撑。

装备既是现代农业的物质基
础，也是现代农业生产的重要手
段。随着我国农业劳动力的结构
性短缺，装备在发展现代农业中
的作用越来越凸显。集团农机总
动力18万千瓦/时，粮食日烘干能
力3200余吨，粮食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水平达95%以上。特别是在
机械化种植方面，农场从2009年
开始试验机直播，并不断总结和
完善，取得重大突破，与人工撒播
相比，机直播解决了均匀性问题
和通风透光问题，产量比较稳
定。与机插秧和人插秧相比，机
直播解决了劳动力紧张和成本高
的问题。农场目前推广的8米宽
幅水稻直播机每天可以播种400
亩，而一般的插秧机在70-80亩；
在成本上，机直播比机插秧每亩
成本要节约100—150元。

现代农业，无论是种植业还
是养殖业，一旦插上科技的翅膀
就会高远放飞。光明食品集团始
终致力科技创新，现有国家级创
新平台5家，省级创新平台17家，
3家院士工作站和3家博士后工作
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5家。产量
水平和种源农业可以说是科技的
集中体现。我们的水稻单产达到
620公斤/亩，麦子单产达到450公
斤/亩，比郊县分别高 50 公斤和
100多公斤。我们的奶牛单产，从
2006年的7.6吨，提高到现在的10
吨，处于南方最高水平，也是历史
性突破。我们生猪养殖，全程成
活率在92％，生产母猪年提供上
市商品猪达23头，技术参数国内
一流，接近欧盟水平。在稻麦种
源方面，我们推进“育繁推”一体
化，10多个品种通过审定，年销售
近10万吨，辐射种植面积1000万
亩。我们奶牛冻精占全国市场份
额超过 20%，位居全国第一。另
外，在花卉、蔬菜种苗等细分市场

上也都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农业还有个问题就是生态的

问题，这点已经成为共识。这些
年，畜牧养殖环保问题，越来越成
为制约畜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上海农场生猪养殖可以说是走出
了一条生态发展道路。以5万头
上市肥猪配置1万亩承载农地为
例，只种1万亩耕地，稻麦二茬，净
收益约1000万元左右；而如果配
置养猪5万头，猪粪还田可节约化
肥20元/亩，1万亩即20万元，但
养猪产出3年平均150元/头/年，5
万头1年年750万元，加上节约化
肥20万元，即770万元，每亩增收
770元，如果每头猪盈利200元，即
亩收增收 1000 多元，翻倍增收。
所以，我是积极倡导农牧结合发
展模式的，可使土地的资源利用
率、土地产出率大幅度提高，这
样，既解决了环保问题，又增加了
效益。目前国家也在大力推进种
养结合模式的发展。

此外，规模化、组织化、品牌化，
是现代农业效益的保证和支撑。

农业的效益是经营出来的。
我国农业生产仍以小规模分散经
营为主，生产成本高、比较效益
低、现代生产要素引入难等问题
突出。光明食品集团在现代农业
发展过程中，就是不断提高规模
化、产业化和品牌化水平，从而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规模化是现代管理设施应用
和高效组织的前提。在土地方
面，我们将原来大大小小有20多
个农场进行归并整合成 4 大农
场。这几年投资10多亿元，完成
40多万亩各类设施粮田改造及配
套水利建设，实现农田条田化、林
网化、路渠硬质化，人均管理土地
由100亩提高到500亩。在养殖
业方面，大力推进标准化改造和
现代化规模养殖场建设，投资20
多亿元完成近80万头生猪、6万多
头奶牛、7万多亩水产标准化改造
和建设，建成 2 个万头生态奶牛
场。新建猪场人均养殖超过1000
头，比传统的高1倍；万头奶牛场
人均养殖超过60头，是传统养牛
的3—4倍；水产标准化改造后，产
量翻一番。

农业产业化是市场化的前
提。集团通过打造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来推动农业产业化的发
展。目前共有“良友集团”、“光明
乳业”、“都市农商社”、“上海鲜花
港”、“牛奶集团”、“蔬菜集团”等8

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
业；有“长江现代农业”、“上海农
场”、“海丰米业”、“星辉蔬菜”、

“瑞华果园”、“光明渔业”、“西郊
国际”、“爱森肉食”、“大瀛食品”、

“光明森源”等22家市级农业产业
化重点龙头企业，分别占到上海
市的1/3和1/4。集团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发展，发挥了
很好的带动作用。

品牌是质量的体现。集团积
极开展无公害、绿色、有机产品认
证，以及良好农业规范、ISO9001、
ISO22000 和 HACCP 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加强农业投入品的准入和
农产品的准出管理，全面建立了
农产电子质量追溯体系，农产品
质量安全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
可，培育出了光明系列米、“星辉”
蔬菜、“爱森”优质肉、“光明”牛
奶、森源“九道菇”、“大瀛”休闲食
品等一批深受上海市民信赖的名
牌产品。

我觉得，未来农业的发展方
向，在于几个方面，包括搞好供给
侧改革、创新模式、拓展功能，以
及把农场建设成“殷实农场”。

什么是“殷实农场”呢？现在
也许还没有现成模式，但一定是
生产先进、环境优美、生活优越、
宜产宜居宜乐的“产城结合”的模
式。它将以农业为底色，高起点
规划设计、高水平开发，充分挖
掘、整合、提升农场特色资源，板
块化、集群化、主题化发展创意农
业、农业旅游、养生休闲、健康养
老、体验消费产业的农场，通过

“殷实农场”的推进建设，要加快
形成具有光明特色的健康休闲时
尚生活的大产业，创建光明都市
农业旅游的大品牌，拓展农场服
务城市生活功能。

未来的城市要进一步转型创
新，而农场要为城市转型创造空
间。农场的农业要进一步转型升
级，成为城市的道具、色板、花园，
能留得住人的一个乐园、公园。
以后的农业，再也不是传统农业，
包括水稻种植、林木、还有渔业
等，都要有文化底蕴，要有艺术，
让人赏心悦目。可以结合新市镇
建设和旅游业，把农场搞成迪士
尼那样的模式，能承接大客流市
民观光。农场可以不再以农业收
入为主，而是以食宿、旅游收入为
主。（本文根据2016年采访稿整理
而成）

文字整理：陆卫 顾斯佳

光明食品集团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光明食品集团在发展现代农业过程中，始终注重与生态环境的协调。为顺应上海畜牧业
梯度转移需要，上海农场从2002年开始新建上海域外生猪养殖基地，从一开始就采用欧盟

模式，按照5头猪1亩田进行配比，通过猪粪尿产沼发电、沼渣制作有机肥、沼液通过管网生态还田的
模式，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畜粪无害化处理变废为宝，颠覆了养猪就是污染的传统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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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家的承包地里精心
种植绿色作物、有机作物，收
获后经过简单的初加工，卖
给当地的农家乐、民宿经营
者或者自驾游客。在合作社
的带动下，不少农产品经过
深加工和创意包装后，变成
特色伴手礼，身价也随之提
升。随着乡村旅游渐成气
候，我们经常有机会观察到
这样的农民日常生计。虽然
从事的是小农生产，但很多
农民的生活水平大有改善。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
重点。说起产业兴旺，在很
多人的意识里，规模化、标准
化、现代化的“大农业”才是
兴旺发达的产业。但实际
上，小农生产也可以很兴旺
很现代，而且，在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中，如何提升小农生
产是一道必须答好的题。

众所周知，大国小农是
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户
均几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
是我国农业发展必须长期面
对的现实。发展多种形式的
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经
营主体，是建设现代农业的
前进方向和必由之路，但不
是唯一的发展路径。我国各
地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很大，
不少地方不能搞集中连片经
营。还要看到，小农生产在
传承农耕文明、稳定农业生
产、解决农民就业增收、促进农村社会和谐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必须摒
弃“小农生产过时了，农业必须规模经营”
的论调，农业生产规模要坚持宜大则大，宜
小则小。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能好大喜功，行
政强推农民流转土地，搞一刀切的规模经
营。实际上，除了土地流转更换经营主体
实现现代化规模经营，也可以在不更换经
营主体的条件下将小农生产与社会化服务
对接起来，将以家庭劳动为主的自耕农业
升级为现代化的农业经营方式。这方面，
这些年基层有很多创新，比如互换并地、土
地托管和联耕联种。

除了经营方式的创新，小农生产还要
做好提质增效这篇大文章。以前，我国农业
生产主要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现在转向主
要解决“好不好”发展，人民群众不仅要吃得
安全、吃得美味、吃得健康，还要从农业中得
到身心的放松和愉悦。带虫眼的蔬菜、放养
鸡、纯粮食喂养的猪肉等越来越受欢迎，节
假日去乡村旅游休闲蔚然成风，个性化、差
异化消费需求与日俱增。小农生产完全可
以依托精耕细作的特长和丰富的耕种经
验，严格控制农业投入品使用，满足这方面
需求的同时实现更好的经济效益。

要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
道。当前，在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小农生产
正在由“商品小农”向“现代小农”转变，振
兴乡村，要加速这个进程。近日，去中部一
个红枣之乡采访，虽然枣农户均种植面积
不足８亩，典型的小农生产，但在当地的红
枣合作社带动下，注册了商标，开发出了红
枣酒、红枣巧克力等深加工产品，还推出了
红枣采摘、果泥果酱制作等活动，让游客参
与，枣农收入水涨船高。要说其中的经验，
核心一条，就是把小农生产通过延长产业
链，促进产业融合，进行现代化升级，提升
附加值。这个过程中，特别要注重发挥新
型主体的带动作用，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
化服务组织，提升小农生产经营的组织化
程度；改善小农生产设施条件，提升小农户
的抗风险能力，扶持他们拓展增收空间。

小农生产并不等同于落后的生产方
式，小农生产也可以很精彩，很别致。振兴
乡村，小农生产与现代化大农业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产业兴旺才会呈现更美的图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老乡要小康，
厕所是一桩。10月9日，从中央农办、农业农
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召开的全
国农村改厕工作推进现场会上获悉：在各相
关部门持续推动下，目前农村改厕工作取得
一定成效，53.5%的村完成或部分完成改厕，
近一半农户进行了卫生厕所改造。

今年年底，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对各有关省（区、市）开展农村“厕
所革命”等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进行评估。

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
表示，按照相关规划，到2020年，东部地区、中

西部城市近郊区等有基础、有条件的地区，要
基本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厕所粪
污基本得到处理或资源化利用，管护长效机
制初步建立；中西部有较好基础、基本具备条
件的地区，力争卫生厕所普及率达85%；地处
偏远、经济欠发达等地区，卫生厕所普及率明
显提高。

目前全国有两亿多农户，改厕工作任重
道远。下一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按照
农村厕所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运维市场
化、监督社会化的目标，组织开展农村厕所现
状大摸底，以县域为单位摸清农村户用厕所、

公共厕所、旅游厕所的数量、布点和模式等信
息，建立专门台账，综合考虑地理环境、经济
水平等因素，科学编制建设规划。积极推广
简单实用、成本适中、农民群众能够接受的卫
生改厕模式。进一步强化技术支撑，重点对
严寒、缺水等特殊条件下的改厕模式开展技
术攻关，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研发
适合农村的卫生厕所新技术、新产品。积极
安排资金整村推进农村改厕，引导各省（区、
市）加大农村改厕的投入力度，多渠道拓宽投
入渠道，争取更多社会资本投入。

王浩

数据多“跑腿儿”蔬菜更新鲜

如何将生鲜农产品节本省时地从产地运抵消费者手中，是生鲜农产品流通环节要解决的重要问

题。而在农产品实际流通中，产地农民赚不到钱、消费者认为价格不实惠、经销商实际利润也并不乐观

的状况依然存在。在此情境下，一些经营主体试图运用互联网思维，探寻提升农产品物流效率的解决

途径。 详见>>>>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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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示】

加快构建高端现代农业

光明食品集团的现代农业代
表了上海农业的发展水平，是上
海都市现代农业的一个缩影。作
为国有企业，光明食品集团发展
现代农业，始终是围绕“保障供
给”这一根本目标任务，努力构建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承担国有企业的社会
责任和发挥好现代农业的示范引
领作用。目前，光明集团已经名
副其实地成为上海主副食品供应

的底板和主力军，对保障城市供
给和维护市场稳定作出了应有贡
献。光明食品集团的发展目标，
就是要建成上海城市居民主副食
品供应的底板；安全、优质食品的
标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跨国食
品控股集团。因此，光明食品集
团现代农业发展，必须适应市场
变化，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来
调整供给，也就是要更多的向高
端供给发展。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