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施周期的重要工作任务。
在多年的探索中，浦东新区已经

形成了“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多种农业经
营模式，并涌现出如航头镇良元粮食
产业化联合体“定制+分红+保障”，红
刚青扁豆产业化联合体销售利润“天
天分红”二次分配等利益分配机制。

但从本质上来讲，利益共享背后
是一笔经济账。

“在收购价格上，我们基本的原则
是‘随行就市’。蔬菜购销首先是一种
商业行为，在此基础上，我们通过协议
采购、种植指导、生产服务等，帮助合作
社、专业农户提高抗风险能力，进而确
保他们能够获得经营收益。”李立说。

浦东新区副区长管小军认为，“实
现利益共享，首先增加核心企业盈利
水平，再完善订单保底收购、二次利润
返还、股份分红等利益联结机制，示范
带动普通农户共同发展，同步分享农
业现代化成果。”

尽管浦东新区提出了联合体总收
入、产值增加，生产总成本降低，耕地
规模化经营比例逐年递增，带动农户
收入高于传统农户等颇为具体的目
标，但各方长期坚持的一个共识仍旧
是——提高浦东农产品全产业链的竞
争力，之后才是推进利益共享，带动农
民增收和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利益共享不是简单分蛋糕，更重
要的是大家共同把蛋糕做大。”苏锦山
说。

“除了卖蔬菜，其他的都可以做，
包括收银、查对价格。”土生土长的浦
东姑娘董潘萍家住宣桥镇张家桥村，
如今，家中的土地都已经流转出去，成
了清美的蔬菜种植基地。而她则在家

附近的清美鲜食门店当上了一名营业
员，不影响接送孩子的情况下每月收
入超过五千，店里卖的有不少是从自
家地里种出来的蔬菜。

宣桥镇作为浦东新区的蔬菜保护
镇，清美目前在比有2个蔬菜基地，张
家桥基地是企业通过对接农民土地流
转获得，黑川基地是通过向宣桥镇农
发公司租赁土地后获得。通过宣桥镇
农业发展公司协调农户将土地流转给
农发公司后，保证土地流转的农民获
得政府土地补贴和企业土地租金以及
后续的二次分配收益，从而使农户依
靠土地流转的收益保持在2000元/亩
以上。

董潘萍是清美蔬菜产业联合体中
众多农户的缩影。目前，除了土地流
转可以获得固定的收益外，张家桥村
的不少村民在清美的蔬菜基地或者

“清美鲜食”门店找到了工作。
清美公司各业务板块需要配套多

个工人、营业员、管理、技术人员岗位，
通过优先吸纳本地农民参与到企业生
产，将土地流转出来的农民从一产就
业转变为二产或三产就业，使农民通
过稳定的工资收入保障农民的增收。

例如，清美蔬菜基地建设生鲜农
产品包装车间，通过记件的方式给予
结算收入，保证日均160元以上的收
入，单月22个工作日收入达到3520元
以上。土地流转出来的农户有种植技
术的可以直接到蔬菜基地工作，按夫
妻2人负责10亩土地的蔬菜种植生产
量，年均可获得15万的纯收入。务工
人员收入稳定离家近，也增强了对企
业的归属感。

张家桥村村委会主任乔华说：“村
办企业、工业目前已经没有了，所以我

们依托清美品牌，让土地收益和工资
性收入成为农民重要的收益来源。”

同样位于宣桥镇的腰路村，则因
为清美蔬菜产业示范基地的建设，成
为清美人才公寓项目的首选地。“清美
人才公寓不是新建住宅，而是利用村
民的闲置房屋进行出租，目前已有60
余户村民提出了出租意愿，这也将为
村民增加一份租金收入。”腰路村党总
支书记潘耀平说。

而对于清美公司来说，构建新型
农业联合经营体，实现了产品来源、质
量可靠，企业人员稳定，村级组织支
持，有助于扎根本地，发展更具潜力，
竞争更有底气。

浦东有着全国屈指可数的农业设
施、技术、人才、市场资源，按照浦东新
区提出的目标，2020年，将在去年5家
的基础上，至少再建设成9家农业经营
联合体，带动120家合作社、150个家庭
农场，对接生产基地达到约6万亩。

通过清美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
浦东新区构建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系
统思维在于——促进定位回归，实现
分工协作；促进要素融通，实现产业成
链；促进利益共享，实现稳定合作。农
业产业联合体将“小产业”带进人们的
视野，通过聚合政策、土地、资金、人
才、项目，完善了农业、农村与农民之
间的关系，先联合、再聚合、终融合，经
营主体版图日渐活跃，有效激发出了
都市现代绿色农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形成了要素链接、产业链接、利益链接
的“浦东路径”，产生了产生“1+1+1>
3”聚合效应。

DONG FANG CHENG XIANG BAO
2020/6/30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平A2A3 调查

打破产业“孤岛”以要素融通构建农业新业态
——从清美实践看浦东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的“系统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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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区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作为培浦东新区将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作为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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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主体的产业素质回归】

既要紧密协作
又要术业专攻

2019年，浦东新区出台《关于加
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促进农业
产业化联合体发展行动计划（2019-
2022年）》，明确以组建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为抓手，形成“品牌引领-主体联
合-产销对接-利益分享”的新型农业
经营模式。

为什么要推动成立农业产业化联
合体？马宗耀的经历似乎让我们理解
的更加深刻一些。

在宣桥镇，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有超过30万平米工业生
产基地和700亩的设施农田，直营门
店遍布上海各区，其中的蔬菜等农产
品主要来自浦东当地，既有公司内部
的基地生产，也由联合体内的合作社
和家庭农场供货。

“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出来，给清美
公司，第二个礼拜就能拿到钱；给其他
客户，最快也要次月底结算。这一正
一反对比，我们的资金利用率就非常
高。”上海敬亭果蔬专业合作社营运经
理马宗耀说。

对于合作社而言，与清美的联合
不仅在销量上有了保障，清美的结算
也更加及时，大大缓解了合作社的资
金压力。

2017年10月，农业部等6部门联
合印发的《关于促进农业产业化联合
体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是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分工协
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
联结为纽带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织联
盟。

“分工协作”的前提是“分工”，即
各类农业经营主体的特性和功能需要
有所区分，由此才具有“协作”的前
提。2017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政
策体系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意
见》提出，“支持发展规模适度的农户
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积极发展生
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
依法组建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支持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合作社开展
农产品加工流通和社会化服务”，由此
可见，对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家
庭农场，在经营优势、发展方向等产业
素质方面，都有其独特的定位。

目前浦东新区各类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快速发展，成为建设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力量，同时各类主体的短
板也逐渐显现——家庭农场、合作社
生产能力强，但营销能力弱，实现优质
优价难；龙头企业发展较为迅猛，但仍
面临供应链优化的强烈需求，而且对
农民增收、农村发展带动不足。

“企业自有基地必须保有一定的
比例，但是经营、生产、环境等管理附
加成本比较高，与合作社、农户合作，
公司可以大幅度降低管理成本，把更
多精力放在采购和品控上。”清美集团
技术中心总监李立说。

据统计，目前清美订单农业对接
的合作社、家庭农场数量15家，涉及
浦东新区7个镇，采购蔬菜69个品种，
蔬菜年采购总量11546吨，平均日订
单采购31.6吨。

“农业龙头企业重加工、流通，合
作社重标准、服务，家庭农场重生产、
技术，三者既要紧密协作，又要术业专
攻。”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主任苏锦山
认为，“通过发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可以让各类经营主体分工协作、优势
互补，让逐渐发育起来的家庭农场从
事生产、农民合作社提供社会化服务，
龙头企业专注于农产品加工流通，可
以促进家庭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
营、农村集体经济协同发展。”

【产业链整合与品牌性能提升】

把传统农产品
变成标准化商品

“主体间要通过标准化来有效联
合，不仅做好生产的标准化，更要追求
销售终端的标准化。只有强化包装和
营销，把传统的农产品变成标准化的
商品，才能够彻底改变‘提篮小卖’‘披
头散发’，实现农产品的优质优价。”苏
锦山说。

不能实现优质优价是农业的一大
痛点。长期以来，农业主管部门的职能
大多限于生产过程的规范化以及农业
投入品使用的监管上，对于产出农产品
主要基于禁止标准检测农残是否超标
等；而行业协会或联盟则主要侧重于标
识系统、包装等的一致性，对于产品质
量的把关要求往往不是硬性指标。

事实上，浦东新区是最早施行农
产品产品质量标准的地区之一。由浦
东新区农协会品牌专业委员会提出，
浦东品牌南汇8424西瓜、水蜜桃、甜

瓜、蜜梨分别有了上市的产品质量标
准，除了外观、质量，还对品质、口感进
行量化，如针对西瓜提出成熟适度、无
白籽（瘪籽除外）、无空心、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等等，这是对于农产品变商品
的积极探索。

但目前为止，这些标准仍限于瓜
果类，对于蔬菜，由于种类多、品种杂，
且没有具有影响力和一定实力的经营
主体来牵头，实现“农产品变商品”的
品牌性能仍旧困难重重。

日前，记者在清美公司见到一份
名为《番茄产品质量标准》的内部文件，
用2张表格和20余张图片清晰标示了
番茄开裂、机械伤、畸形、病虫害等不合
格定义及图示，商品果的基本要求，番
茄的等级划分标准，测量和判定标准
等。在外观上，甚至细致到了不同品种
色泽的对应色卡编号；风味上，则明确
了甜度、酸度的详细测量方法。

“原来相对都是口语化多一点，现
在色泽、酸甜比各个方面都可以用图
片或者数据固化。我们想要做到，即
使采购人员不太懂，拿着这份标准也
可以去收菜。”李立说，公司计划在今
年年底前完成10个大类20多种产品
的产品质量标准，完善企业供应链，有
效减少在农产品收购中出现的产品质
量争议。

除了终端商品的标准化，以销定
产也是清美公司整合打通产业链的重
要步骤。清美公司多年来一直从事生
鲜农产品生产销售，订单管理方面有
着丰富的经验。通过清美订单系统，
可以将次日所需的蔬菜的销售单元规
格数量，提供到合作的家庭农场和合
作社。

由于清美有着大量门店销售基础

数据，因此预测数据的准确性也会不
断的精准，目前清美系统可以提前3
个月的时间预测当季蔬菜的需求量。
当订单和蔬菜品质要求提前给到农户
以后，农户可以通过订单的数量进行
提前安排农业生产。

浦东新区农业农村委综合发展处
处长程晓龙说：“我们希望各类涉农经
营主体联合起来，为市民提供可视化
安全、可标准化优质、全程可追溯的安
全地产农产品。”

“把市场信息经由龙头企业判别
转化为生产决策，沿着产业链传导至
农业生产环节，引导农民合作社、家庭
农场按需发展标准化生产”，这是清美
帮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直接影响。
清美启动农产品质量的企业标准建
设，推行以销定产的运营模式，正是借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建设，探索农产品
变商品的具体实现路径，实现产业链
贯通的重要举措。

“品牌是农产品的生命线。”浦东
新区副区长管小军表示，“实现产业兴
旺就要通过主体联合打通从农业生产
到加工、流通、销售、旅游等二三产业
环节连接路径，通过产业链整合倒逼
科技农业、绿色农业、标准化农业局面
的形成。”

【效益优先的利益共享逻辑】

不是分蛋糕
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

在浦东新区出台的“行动计划”
中，“利益联结机制”成为贯穿整个实

记者记者 张树良张树良

上海清美绿色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是集食品研
发、现代农业、加工制造、冷链物
流、食品分销为一体，具备完整食
品全产业链的综合食品集团。

作为上海市菜篮子工程和早
餐工程的重要合作伙伴，清美集团
肩负着上海市民饮食安全和民生
保障的社会责任。面对今年异常
严峻、高度复杂、快速扩散的疫情
防控形势，清美集团迅速响应，紧
急部署，将疫情期间保供稳价作为
集团首要工作来抓，坚决打好“疫
情防控”和“市场保供”攻坚战。

紧急全面动员，部署落实疫情
防控。早在1月21日，新冠疫情在
武汉刚一抬头，清美集团就已提前
开会部署，紧急采购防护用品，提前
做好产量预估及人员部署，为节日
保供做好准备。经过前期动员，85%
以上的员工没有回家留在上海过
年，有效降低了员工感染疫情的风
险，也避免了节后“用工荒”，有效
保障了上海春节市场的鲜食供应。

新冠疫情发生后，清美集团成
立了以集团董事长为组长的“清美
集团预防疫情领导小组”，部署落
实疫情防控，制定“清美集团疫情
防控十六条”，并通过微信群快速
扩散至每一个清美员工，紧急增加
采购消毒物品和生产物资，增加基
地原料供给，执行最严格门卫检查
制度、最严消毒检查流程、最严人
员管控、最严环境管控，守牢食品
安全底线，保证产品安全稳定供
应，确保上海的菜篮子量足价稳。

发挥全产业链优势，全力保障
上海鲜食供应。春节期间正值新
冠肺炎疫情快速发展时期，留沪人
员激增导致上海菜篮子需求爆炸
式增长，鲜食需求量是同期 5 倍，
保供压力前所未有。清美集团提
前部署，动员全集团、全产业链加
班加点，保供稳价。清美各地农业

基地、蔬菜产业联合体、4大工厂、
300 多辆自营冷链车、260 多家清
美鲜食门店春节期间不休息，不打
烊，不断供，加班加点，全力备战疫
情下的上海春节市场。

节日期间，清美集团承担着上
海 65%的豆制品和 70%的预包装
面点供应任务，每天供应市场的鲜
食都在 1500 吨以上，平均每家清
美鲜食社区店3~5吨，产品品种丰
富，包括蔬菜、肉禽蛋、水产、水果、
半成品、熟食、豆制品、面制品、调
味料、米面粮油等2000多款，有效
满足了上海市民节日期间的饮食
供应。

为了确保上海市场蔬菜供应
和菜价稳定，基地紧急雇佣当地居
民进行蔬菜抢种、抢收。目前，清
美农业基地、联合体每日上海蔬菜
供应量为150吨左右，有效缓解了
上海疫情市场下的蔬菜供应紧张，
保证了价格平稳。

紧急启动口罩生产，缓解防护
物资紧缺。对于广大市民和城市
生鲜食品的一线生产者来说，口罩
是疫情防控的必须品。为满足公
司内部职工大量口罩需求，同时为
疫情紧缺物资贡献力量，清美集团
多方筹集，组建清优美医疗器械有
限公司，租借其他厂家闲置的口罩
生产设备，紧急赶制社会急需的一
次性口罩防护用品，主动扛起社会
责任，为阻击疫情贡献力量。

2 月 13 日首批 2 条半自动口
罩生产线开工生产，日产口罩约
15万只,除小部分自用外，全部供
应社会需求，助力企业复工复产。
后续还引进 6 条全自动口罩生产
线，2月下旬将增加到20万只/天，
3月上旬增加到60万只/天，3月中
旬产能增加到 100 万只/天，有效
缓解上海的“口罩荒”。除一小部
分企业自用外，全部由政府统一征
用，助力社会复工复产复业。

清美打好
“疫情防控”和“市场保供”攻坚战

接链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