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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供港蔬菜发展现状与对策
宁夏供港蔬菜采用规模化种植、合作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高效化运作的生产模式，已形成集高端
蔬菜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体系；生产季从每年 2 月下旬至 10 月下旬，2020 年生产
供港蔬菜 62.24 万 t，主要销往粤港澳大湾区。宁夏已成为供港蔬菜的“明星产区”，但宁夏蔬菜也
存在比较效益下滑、生产技术有待提高、品牌亟须保护等问题。下一步，宁夏将立足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经济带、京津冀都市圈等国内大中目标城市的市场需求，推行标准化生产，强化质量监管，
放大供港蔬菜品牌效应，把宁夏打造成全国高端蔬菜优势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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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地处中国西北内陆，干旱少雨、光照充足、

值达到 1.4 万元以上。宁夏菜心的优良品质和高产

昼夜温差大，是农业农村部规划确定的设施农业和

高效受到香港、广东、福建等客商的关注和追捧，

黄土高原夏秋蔬菜生产优势区域。近年来，宁夏坚

纷纷到宁夏流转土地，进行规模化生产。2006 年第

持“冬菜北上、夏菜南下”战略，在大力发展设施

，
一个基地开工建设，生产面积 100 hm （1 500 亩）

农业的同时，供港蔬菜蓬勃发展，产品不仅销往粤

2010 年发展到 0.21 万 hm2（3.21 万亩）
，2015 年发

港澳大湾区，而且进入上海、北京等全国大城市市

，2020 年 达 到 1.71
展 到 0.91 万 hm2（13.60 万 亩 ）

场，宁夏菜“好看、好吃、安全”已成为香港市民

万 hm2（25.72 万 亩 ）
， 是 2006 年 的 171 倍， 年 均

的共识，售价高于同类蔬菜，香港渔农署授予宁夏

（图 1）
。2006—2012 年
增长 1 200 hm2（1.8 万亩）

10 家基地“信誉农场”荣誉称号。供港蔬菜的发

种植区域以引黄灌区发展为主，2012 年以后扩展

展，促进了生产方式及思想观念的转变，加快了宁

到了南部山区。运输方式从发展之初的飞机空运到

夏蔬菜产业现代化进程，
提高了宁夏菜乃至“宁夏”

大型冷藏车冷链运输；冷藏设施、包装物制造、种

整个省区的知名度，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苗培育、质量检测等设施设备逐步完善；整地、施

1 发展现状

肥、播种机械化率进一步提高；生产、加工、冷藏、

1.1 种植历程与规模

闭除草、水质调控等技术更趋成熟；销售范围从香

2

检测、运输技术标准逐步形成；品种转换、芽前封

2006 年香港优之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宁
夏连湖农场，开启了宁夏供港蔬菜种植的先河。生
产的菜薹（菜心）
、芥蓝通过飞机运往香港，得到
2

香港市民的青睐，被称为“飞机菜”
，每 667 m 产

港市场扩展到了广东、福建、北京及东南亚等市场。
1.2 种植品种与产量
宁夏供港蔬菜以菜心为主，搭配种植芥蓝、奶
白菜、娃娃菜、青花菜、甜玉米、结球生菜、菠菜、
番茄、胡萝卜等。2010 年以前，以菜心和芥蓝种植

蒋学勤，女，研究员，主要从事瓜菜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工作，E-mail：
921318616@qq.com
收稿日期：2020-12-02；接受日期：2021-02-22

为主，其中菜心占 80%，芥蓝占 20%；2010 年以后
种植品种逐步扩展，到 2019 年达到 30 多种，其中
菜心占 67.2%、芥蓝占 17.43%、奶白菜占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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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叶菜占 7.15%；菜心主要种植品种有四九菜

伍，达到稳定而优质的产品质量。

心、增城菜心等，芥蓝主要种植品种有幼叶早芥蓝、

1.3.1

柳叶早芥蓝等。品种主要由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

产基地 133 个，规模在千亩以上的基地 104 个，其

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及广州当地企业自繁提供。上

中集中连片 333.3 hm （5 000 亩）以上的基地 8 个；

市时间 2010 年以前为 5—10 月，2010 年以后随着

宁夏供港蔬菜生产企业 97 家，
其中龙头企业 10 家，

大棚、无纺布和塑料膜覆盖等技术的应用，上市时

占比 10.3%。按照机械化生产的要求，平整土地，

间延长近 2 个月，变为 4—11 月。上市量 2006 年

修建田间道路，配套喷灌设施，分期播种，分批采

仅有 0.331.8万 t，2020 年达到 62.24 万 t（图 2）
。

收，天天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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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产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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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标准化生产 供港蔬菜生产基地实行统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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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统一农资、统一标准、统一检测、统一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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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销售的“六统一”管理模式，建立了投入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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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全程质量管理制度；生产、分级、包装、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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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等严格按照技术操作规程执行；所有的供港蔬

图 1 2006—2020 年宁夏供港蔬菜种植规模

菜企业都有农残检测室，建立了全程物联网质量追
溯体系，保障了产品质量安全。宁夏被海关认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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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50

地 19 个，总面积 3 066.7 hm2（4.6 万亩）
。

5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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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20 年宁夏供港蔬菜年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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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经营模式与特点

后 2 小时内进入冷库，预冷 6～8 小时后装入泡沫
箱，出库后装入冷藏车 38～50 小时到达目标市场，
全程冷链运输，保障了产品质量。
1.4 销售渠道与效益

供港蔬菜的生产经营是企业按照市场需求、生

1.4.1 销售市场 2006—2011 年，宁夏生产的供港

产季节互补、以销定产的原则，采用规模化种植、

蔬菜大部分进入港澳市场，随着种植面积的逐年扩

合作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和高效化运作的生产模

大，在满足港澳市场的基础上，宁夏供港蔬菜开始

式，集产前、产中、产后于一体，生产、加工、销

销往珠三角及长三角区域。2012 年以后销往香港、

售于一体，形成全产业链体系。为实现常年均衡生

澳门市场的蔬菜占生产量的 34%，销往珠三角、长

产、均衡上市，基地生产采用候鸟式迁移的方式，

三角、北京等地的产品占生产量的 66%。

冬季在南方进行生产，夏季在北方进行生产，形成

1.4.2

南北呼应的生产基地，培养熟练而稳定的职工队

市，与广东及云贵高原菜心 11 月至翌年 4 月种植

— 2 —

品牌效应

宁夏供港蔬菜每年 4—11 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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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最佳错季周年供应；由于品质好、口感佳，得

元。随着全国供港蔬菜生产面积的逐年增加以及土

到粤港澳市场的高度认可，在香港市场只有宁夏菜

地成本、用工成本、种子、肥料、农药等生产资料

销售完毕，才开始销售其他地区同类蔬菜，且相同

价格的大幅上涨，竞争日趋激烈，供港蔬菜比较效

等级的宁夏菜心价格要高出 1～2 元 · kg 。供港蔬

益下滑。

菜的全产业链生产模式实现了“从田头到餐桌”的

2.2 技术水平有待提高

-1

全程质量控制，确保了产品质量安全，形成了品牌

供港蔬菜对生产管理要求极为严格，从农药

效应，成为宁夏现代农业发展的成功范本，带动了

残留到化肥施用量都有严格的标准，并且有完整的

宁夏硒砂瓜、青花菜、西芹、番茄、娃娃菜、马铃

检测和监督体系。银川海关对供港澳蔬菜种植基地

薯、枸杞、长红枣、大米、优质牛羊肉等农产品在

和生产加工企业实施备案管理，对种植、生产加工

港澳、华南等市场销售。

过程进行监督，对供港澳蔬菜进行抽检。供港蔬菜

1.4.3 经济效益 供港蔬菜的产量、产值、成本和

按照《供港澳蔬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

效益等因年份天气、品种安排、技术水平、品质要

进行检验检疫合格后，才能通关到香港。随着供港

求、市场因素等的影响有很大的不同。2020 年宁夏

蔬菜种植年限的增长，生产中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供港蔬菜总产量 62.24 万 t，总产值 44.65 亿元，其

技术水平有待提高。一是品种更新换代滞后，种子

中蔬菜销售总产值 34.90 亿元，带动当地相关产业

质量问题时有发生；二是重茬种植、肥料过度使用

发展产生的总产值 9.75 亿元。相关产业中泡沫箱生

等，造成土壤环境质量下降，病虫害发生加重；三

产产值 2.12 亿元，制冰产业产值 0.38 亿元，冷链

是部分种植企业受市场价格影响，在改良土壤、培

运输产业产值 6 亿元，有机肥产业产值 1.25 亿元。

肥地力、生物药剂使用上投入少，质量不稳定，造

2
以菜心为例，每年种植 4～5 茬，每 667 m 单茬产

成了部分企业供港蔬菜品质下降。

量 500～600 kg，总产量 2 000～3 000 kg，产值 1.3

2.3 品牌保护需求紧迫

2

万～1.6 万元，净收益 2 490～5 490 元。每 667 m

虽然“宁夏菜心”已获得全国农产品地理标

生产成本 8 549～12 471 元，平均 10 510 元，其中

志，但是目前企业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组织化程

2

种植环节每 667 m 成本投入 2 736 元，占 26%；采

度低，尚未形成统一的宁夏品牌，消费者无法辨

收成本 3 000 元，占 28.5%；分级包装 1 091 元，

识，常有冬季外省区生产的蔬菜冒充宁夏供港蔬菜

占 10.4%；运输成本 2 333 元，占 22.2%；固定用

销售的情况发生，严重影响了宁夏蔬菜品牌形象及

工工资 1 350 元，
占 12.8%。投入产出比约为 1∶1.3。

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个别种植基地把关

1.4.4 社会效益 供港蔬菜的发展提高了宁夏蔬菜

不严，产品品质下降，也影响了宁夏供港蔬菜的品

的知名度，使宁夏蔬菜更多的品种走出去；转变了

牌声誉。

宁夏群众的思想观念，促进了生产、经营和管理方

3 对策与建议

式的转变，为宁夏农业走向多元化提供了很多成功
经验；同时拉长和延伸了生产资料经营、包装制造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

业、物流运输业、餐饮业等产业链条，解决劳动就

资源，充分发挥宁夏气候资源和农产品品质优势，

业 2 万多人，加快了土地流转，提升了农业集约化

坚持问题导向，瞄准制约宁夏蔬菜直供香港关键环

经营水平。

节，整合部门资源，进一步加大供港蔬菜品牌效应，

2 存在问题

加快蔬菜产业转型升级，利用银川综合保税区优惠

2.1 比较效益逐步下滑

端蔬菜优势产区。通过供港蔬菜产业带动，推进宁

政策，扶持培育进出口企业，把宁夏打造成全国高

近年来，宁夏供港蔬菜产业发展迅速，13 年

夏蔬菜产业绿色化、优质化、品牌化发展，把蔬菜

间面积增加了 135 倍。宁夏菜心平均每件销售价格

产业打造成农民增收及出口创汇的外向型产业。

2006—2010 年为 120 元，2011—2016 年为 105 元，

3.1 保持适度规模，继续开拓市场，丰富品种

2017—2018 年 为 90 元，2019—2020 年 为 50～150

坚持“适度规模、高价销售、高效发展”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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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防止盲目扩大规模，造成供大于求、压级压价、

加工企业等经营主体，积极开展种植基地、生产加

恶性竞争情况的发生。充分发挥宁夏气候资源和农

工中心备案。发挥香港专家、
企业家特聘顾问作用，

产品品质优势，放大供港蔬菜品牌效应，以供港蔬

为宁夏特色农产品入港出口提供指导与协调。互派

菜标准供应所有外销市场，拓展种植品种，扩大菜

人员开展访问和交流学习，在冷链贮藏运输、农残

心、芥蓝、青花菜、娃娃菜、番茄等品种在目标市

检测、商超配送、金融服务和市场运营管理等方面

场的占有率，发展订单生产，把宁夏打造成全国高

学习借鉴香港先进经验。

端蔬菜优势产区。

3.4 强化科技支撑，培养技术工人

3.2 提高组织化程度，统一标准，统一品牌

引进知名专家，组建科技团队，加强新技术

发挥宁夏蔬菜产销协会供港出口蔬菜专业委员

引进和开发利用，培养本土技术骨干，对制约生产

会作用，加强信息交流，定期发布供港蔬菜产销、

的技术难题开展联合攻关；同时采取理论培训和田

价格等信息；组织供港蔬菜生产企业按照《宁夏供

间实操培训相结合的方式，提高当地农民的供港蔬

港菜心全产业链一体化技术规程》进行标准化生产

菜管理及采收技术水平；引导农民积极、主动参与

和管理，推广应用优新品种、宽垄稀植、增施有机

产业发展，提高企业使用当地农民工比例和技术的

肥、生物菌肥与水肥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

本土化率，探索产业发展与农民增收的良性循环机

术，提升绿色生产水平。由协会牵头设计宁夏供港

制，促进产业健康发展。

蔬菜区域公用品牌专用标识，设计具有辨识度的

3.5 加大政策扶持，保证产业稳步发展

“宁夏供港蔬菜包装箱”
，申请专利，对接受统一

宁夏供港蔬菜运输距离远，包装运输成本高，

管理且符合要求的企业，授予使用统一的宁夏地理

占总成本的 33%，与云南、河南等地相比，运输成

标识和区域品牌商标，提高“宁夏菜”的知名度和

本高，
市场竞争力低。一是建议对供港蔬菜包装箱、

竞争力，
同时打击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假冒“宁夏菜”

运输筐、冰瓶、封装胶带等环节予以补贴，对统一

行为。

使用地理标识予以补贴。二是建议支持建设蔬菜集

3.3 建立宁港合作机制，打通直供港澳渠道

散配送及净菜加工中心，在产地将蔬菜大包装改为

加强政府部门、商会、协会、企业间沟通交流，

符合目标市场需求的小包装，直接发往大中城市，

在供港蔬菜标准制定、质量监管、互检互认、进港

把宁夏打造成供应全国的直供中心，提升蔬菜附加

通关、品牌宣传与保护等方面开展合作；引导生产

值和农民收入。

· 封面说明 ·

博洋甜瓜 ——博洋 9 号
®

薄皮类型甜瓜一代杂种，白绿花皮，中大果型，开花后 32～35 天成熟。植株生长势强，中抗霜霉病、
白粉病和枯萎病。叶片中等大小，叶色深绿，茎蔓粗壮。坐果能力强，商品果率高，单瓜重 0.5～0.8 kg。
果实粗棒状，灰白皮绿斑条，花纹清晰，外观新颖独特；果长 18～20 cm，果肉厚，种腔小；果肉黄绿色，
口感脆酥，成熟后折光糖含量可达 12%～14%，风味好。

天津德瑞特种业有限公司
销售热线：022-2300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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