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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福建蔬菜产业高质量
发展路径
蔬菜产业是福建省乡村振兴的优势特色产业，发展成效突出，在增收致富、
“南菜北运”等方面作用明显，
但也面临资源和环境约束，发展趋缓，蔬菜质量、品牌效应、产业融合、市场化程度有待提升。推进福建
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是关键，应走数智化、生态化、“双循环”、人才驱动、融合发展之路。

王 丹 陈秀兰 徐学荣 *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福州 35000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三农”工作的重

业农村厅数据表明：2019 年福建省蔬菜种植面积

点，要求农业以高质量发展为依托，逐步实现乡村

57.98 万 hm2，仅占全国蔬菜总种植面积的 2.78%，

产业振兴（陈秧分 等，2019）
。蔬菜产业是关系民

位列第 16 位；蔬菜产量 1 437.33 万 t，不足全国

生的基础产业，也是福建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之一。

蔬菜总产量的 2%，位列第 18 位。但蔬菜是福建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福建省蔬菜产业取得了

省大宗农副产品之一，产值居省内各类农作物之

长足发展，在满足本省蔬菜需求的前提下，借助生

首，从图 1 可以看出，福建省蔬菜产值呈逐年增

态环境优势，发展反季节蔬菜种植（于丽艳和穆月

长趋势，从 2002 年的 174.6 亿元增长到 2019 年的

英，2019）
，2013 年福建省成为“南菜北运”的七

520.7 亿元，年均增速达到 6.63%；蔬菜产值在福

大基地之一，更有将近 15% 的蔬菜进入了国际市

建省农林牧渔产值中所占比例较高，2002 年占比

场（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然而在资源和环境

为 15.52%，之后虽然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但至

约束条件下，福建蔬菜产业发展规模受到制约。笔

2019 年占比仍高达 11.23%。2018 年福建蔬菜产业

者在调研的基础上，对福建蔬菜产业发展成效、存

已经发展成千亿产业，目前蔬菜全产业链产值超过

在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推进福建蔬菜产业提

1 500 亿元。

质增效的绿色高质量发展路径。

1.2 蔬菜质量不断提高

1 福建蔬菜产业发展成效
1.1 蔬菜产业成为福建优势特色产业
福建蔬菜产业相对全国生产规模小，福建省农

在种植方面，福建省积极推广物联网、水肥一
体化、药肥双减等 100 多项技术在蔬菜领域中的应
用，推进蔬菜主栽品种基地标准化生产，推动 60 多
个蔬菜良种在全省种植，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推
广“六个统一”管理模式，
推动蔬菜产业向品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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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化、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方向发展，并打造了翔
安胡萝卜、同安紫长茄、军营红番茄等知名蔬菜
品牌。福建白水农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企业 +
合作社”的模式，推进蔬菜产业发展，取得了 10
个无公害产品认证和“绿标”
。漳州市诏安县打造
设施蔬菜核心示范区，推进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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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02—2019 年福建省蔬菜产值及其在福建省农林牧渔产值中的占比
数据来源于《福建统计年鉴（2003—2020）
》
。

生产面积达 0.11 万 hm2（1.6 万亩）
，辐射带动 0.27
2

菜种植面积达到 60% 以上（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福建
万 hm （4 万亩）

据）
。2022 年莆田市城厢区利农现代农业综合园区

沈佳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利用现代技术推进

实施无土栽培技术、水肥一体化种植，经营 147 座

有机蔬菜种植，
打造“沈佳农”有机蔬菜注册商标，

蔬菜大棚，成为绿色无公害蔬菜的供应地，深化了

成为厦门金砖会晤有机蔬菜供应商。在流通方面，

“大棚经济”
。福建蔬菜种业、嫁接育苗技术处于

大力推进蔬菜个性化清洗消毒、分选分级、包装等

国内领先水平。福建金品农业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

自动化生产线和冷链物流车的应用，大大提高上市

司发展蔬菜种子“育繁推”
，着力打造普通白菜（青

蔬菜产品的等级。例如，南平享通生态农业公司、

梗菜）种子产业，打响“闽侯菜丫好”品牌，并辐

沈佳农有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蔬菜生产公司

射到甘肃、宁夏等省（自治区）
。福州万农高科集

实施标准化生产，采用 6 道安全保鲜工艺、小包包

团有限公司与科研院所合作，从事蔬菜品种研发，

装，不仅保证产品无公害，更提高了蔬菜品相。在

其中万农三叉蕹菜（空心菜）产量比普通品种增加

监管方面，通过“一品一码”食品安全信息追溯管

约 50%，占全国市场的 30%；培育出的玉米品种万

理平台，对纳入平台的蔬菜企业产品实施全程数据

鲜甜 159，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高达 16%。福建省全

追溯，有效保障蔬菜产品质量。至 2020 年底，仅

面推进工厂化育苗，每年仅厦门市生产的春茬瓜果

厦门市就有 513 家蔬菜生产主体纳入“一品一码”

类（茄子、番茄、辣椒、黄瓜等）嫁接苗逾 2.5 亿

管理。多种手段的实施，有力保障了福建蔬菜的

株（厦门市农业农村局数据）
，辐射贵州、云南、

质量，2020 年第 2 次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

广西、湖北、广东、江西、浙江等省（自治区）
。

查的蔬菜总体合格率达到 99.6%，远高于全国蔬菜

1.4 龙头企业的带动效应明显

97.1% 的平均水平（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
1.3 蔬菜产业科技含量明显提升

2014 年福建省规模以上蔬菜合作社 366 家、
企业 248 个、大户 105 个、农场 57 个，2018 年发

福建蔬菜产业科技含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展到各种规模的蔬菜企业与合作社 7 202 家。蔬菜

福建省设施蔬菜起步早、发展速度快，并不断升

企业的增加，促进了“龙头企业 + ”经营模式的

级，目前借助数字化技术向 5G 智能数控大棚发

发展，明显带动农民增收和蔬菜提质。一方面，

展，采用智能水肥控制系统，实现了蔬菜产业的

福建省地形特殊，莆田市中天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

提质增产。2018 年福建设施蔬菜种植面积逾 8.67

司、龙岩市绿鲜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龙头企

2

，占福建省蔬菜总种植面积的
万 hm （130 万亩）

业通过流转闲置荒地，推进蔬菜产业规模化发展，

15.53%，漳州市诏安县、宁德市屏南县等地设施蔬

带动当地劳动力就业。如 2021 年莆田市中天现代
—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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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莆田市秀屿区平海镇江堤村
2

CHINA VEGETABLES

积极打造出口蔬菜标准化生产基地，主要以出口鲜

13.33 hm （200 亩）前不靠海、后不傍山的荒坡地

或冷藏蔬菜为主，出口规模较大的有漳州漳浦县、

种植蔬菜，带动 300 户菜农增收。另一方面，厦门

龙海区，厦门同安区、翔安区，莆田涵江区、荔城

百利种苗有限公司、厦门鑫美园蔬菜专业合作社、

区。
“南菜北运”基地主要集中于建瓯、漳州、福

厦门正心精致农业有限公司等各县级龙头蔬菜经营

州等市。

主体，通过订单农业、
“公司 + 合作社”等模式，
与菜农建立利益协作关系，明显提高菜农的收入。
福建省意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公司 + 农户”
模式，开展特种辣椒全产业链运营，2021 年推广
2

，
辐射菜农 500 多户，
面积达 0.14 万 hm（2.1 万亩）
菜农收入提高三成。闽侯县大湖乡新塘村以“龙头
企业 + 家庭农场”模式，发展高山天然蔬菜，户年
均收入 20 万元。
1.5 产业融合发展势头强劲
福建蔬菜产业实施做强二产、拉动一产、拓
展三产的发展策略。2017 年福建省下拨 8 811 万元
资金，扶持企业在 35 个县建立近百座蔬菜采后商
品化处理中心、418 座冷藏库、48 座烘干设施、
26 个以蔬菜为主的加工项目，带动近 10 亿元的投
资，使全省冷藏能力增加到 5 万 t，烘干能力达到
每天 170 t，提高了蔬菜加工水平，延伸了产业链。
同时，不断探索蔬菜全产业链融合、新业态融合发
展模式，带动休闲蔬菜农业、蔬菜电子商务、创意
蔬菜农业等新业态的发展。如屏南高山蔬菜基地利
用基地气候冷凉的优势条件，发展避暑旅游业；马
尾琅岐岛东部高优蔬菜示范基地专注于设施蔬菜展

低产区
较低产区
较高产区
高产区

图 2 福建省 2018 年蔬菜产量分布情况
数据来源于
《福建统计年鉴 2019》
。低产区，
蔬菜产量＜ 20 万 t；
较低产区，蔬菜产量介于 20 万～50 万 t；较高产区，蔬菜产量介
于 50 万～100 万 t；高产区，蔬菜产量＞ 100 万 t。

示，依托观光走廊，开展中小学生研学活动；翔安

2 福建蔬菜产业发展存在的不足

区“三五丘七彩田园”项目利用创意蔬菜，打造马

2.1 蔬菜产品质量有待提高

塘 - 大帽山“绿野山踪”
、面前埔 - 古宅“蔬香古

福建省蔬菜产品品质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

韵”纯天然原生态农耕之旅，带动 50 户菜农加入，

多为初级大路货产品，蔬菜旺季常出现产能过剩，

年利润达 250 万元。

供过于求的现象；而绿色优质蔬菜、有机蔬菜、精

1.6 蔬菜种植聚集效应明显

深加工蔬菜产品占比不及蔬菜总产量的 10%（福建

福建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 年福建省蔬菜

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菜农重产量轻质量，导致蔬

产量突破 100 万 t 的高产区有政和县、闽侯县、德

菜农药残留超标仍有发生，2018 年福建省产品质

化县、华安县等 4 个县；产量介于 50 万～100 万 t

量检验研究院抽查的有机蔬菜产品 13.3% 不达标；

为较高产区，有厦门市、永泰县、建宁县、云霄县

2019 年曾出现一批秋葵、茄子等镉含量超标；2020

等 7 个区县；20 万～50 万 t 为较低产区，有武夷

年省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检测出 4 个蔬菜样

山市、福安市等 15 个区县；其他区县均为蔬菜低

本农药残留超标；2021 年出现因检测结果滞后，

产区（图 2）
。其中福建省蔬菜出口基地优势产区

含有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农药残留的白菜、萝卜

主要分布在福州以南沿海低海拔平原和盆地，包括

流入市场（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福建蔬菜质

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市辖区的 20 多个区县，

量安全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 10 —

《中国蔬菜》学术论文下载 www.cnveg.org

中 国 蔬 菜

2.2 品牌效应不突出
福建蔬菜产业缺乏在国内外市场上家喻户晓、
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蔬菜品牌。2021 年中国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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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福建省蔬菜供应链协会数据）
，菜农利
益难以提高。

菜十大品牌排行榜中，没有福建省品牌。2019 年

3 福建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路径

度福建省著名农业品牌评选办公室推荐的福建十大

3.1 坚持科技引领，走数智化之路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也没有蔬菜产业相关品牌，

一方面，提升福建省蔬菜产业数字化水平。

前 30 大农产品品牌中仅有百利种苗、芹峰淮山、

建设蔬菜产业数字化中心，并与福建省“农业云

峨嵋祥竹笋制品、明成有机笋系列制品等 4 个蔬菜

131”和中国农业农村部大数据发展中心对接，实

品牌。现有蔬菜品牌中绿色和有机产品相对较少，

现上下游产业、配套产业、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

品牌价值偏低。福建省蔬菜龙头企业中 95% 为中

信息联动。实施蔬菜产业大数据管理，推进全流程

小企业，缺乏品牌理念和团队，品牌打造、宣传、

数字化，实现蔬菜供求、种植、生产资料等信息共

保护机制不到位，滞后于企业自身发展的现状，品

建、共治、共享，形成数据闭环。另一方面，深化

牌作用发挥不足，溢价效应不明显。

蔬菜产业智能化发展。鼓励蔬菜经营主体参与“云

2.3 蔬菜产业融合程度有待提升

端”交流，提高自身的数字化素养，借助物联网、

福建省蔬菜加工转化能力约为 15%，虽高于我

区块链、智能检测等先进技术打造智慧蔬菜种植系

国蔬菜平均加工能力的 10%，但远低于发达国家的

统，优化农业病虫害防治方法、蔬菜种植决策、市

40%；蔬菜商品化处理率约 70%，低于美国的 80%

场供求匹配决策，进一步促进蔬菜种植精准化、经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数据）
。福建省蔬菜深精加工

营科学化，提高蔬菜的经营效率和安全程度。

程度不高、制成品不多，不能及时良好地调节滞销

3.2 坚持与生态协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生鲜蔬菜市场供需，蔬菜附加值提高不显著，高附

其一，大力推广蔬菜绿色生产技术。发展节水

加值、高档制成品产品少而中低档产品多，老产品

灌溉，精准施用有机肥和绿肥，尽力规避农药的使

多而新产品少，因此蔬菜一、二产业融合发展有待

用，
全面推进标准化种植。推进建设高标准的绿色、

进一步提升。蔬菜一、三产业融合发展也存在很大

有机蔬菜生产示范基地，健全配套服务体系，提高

提升空间，很少发展有观光、旅游价值的蔬菜资源，

产地认定和产品认证率。其二，科学实施蔬菜轮作

也很少把蔬菜文化、科技作为主要营利方式，现有

或间作。立足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根据各

的蔬菜采摘、蔬菜文化生态游、蔬菜观光模式融合

类蔬菜对重金属元素的吸收富集能力、病虫害发生

发展内涵不足，宣传力度不到位，融合价值无法得

程度等因素，采取南瓜与柑橘间作、早稻—蔬菜—

到较好发挥。

马铃薯轮作等模式，尤其是屏南高山区等地，可利

2.4 市场化程度有待提高

用蔬菜间的化感作用弱化虫害和重金属污染，保护

其一，蔬菜滞销现象时有出现。信息监测预

生态环境。其三，采用绿色包装，推进绿色分销。

警系统不健全，产销信息不匹配，菜农跟风种植

高质量和高文化内涵品牌的蔬菜应有与之对应的高

情况严重，有时因气候影响出现产地转换、重叠上

质量绿色包装，通过技术创新和包装材料升级，推

市，使松散型花椰菜（松花菜）
、甘蓝等蔬菜供求

进蔬菜分销包装采用低污染、高效能的绿色包装材

无法形成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导致蔬菜滞销，甚

料，如生物降解塑料、可回收包装等。

至出现菜贱伤农现象。其二，菜农收入居低不上。

3.3 坚持示范导向引领，走融合发展之路

虽有部分企业采用“互联网 + ”生鲜电商、直播等

通过“上大项目”和“精品项目”
，打造国家

新零售模式，或在城市建立蔬菜直销网点，甚至出

级、省级蔬菜种植、加工示范园区，以点带面，带

口海外，实现蔬菜价格的提升，但大量中小蔬菜企

动福建省蔬菜产业向深层次融合发展，促进产业升

业仍然通过传统批发模式实现蔬菜销售，销售链条

级。一方面，鼓励和引导福建省蔬菜加工企业通过

长，中间环节多，导致蔬菜批发价格远低于城市蔬

技术改造升级，大力发展保鲜、罐藏、干制、腌制

菜终端销售价格，加之福建省蔬菜物流损耗率高达

和速冻等高质量蔬菜加工产品，拓宽和延伸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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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从而调整蔬菜产业结构，调节萝卜、甘蓝等滞

作的契机，借鉴台湾蔬菜出口企业的经验，强化自

销蔬菜的市场供需。另一方面，凭借福建省美丽的

身的国际竞争力，开拓新的蔬菜市场。

山水风景，以“绿色蔬菜产品”为主题，深化“旅

3.5 坚持创新发展，走人才驱动之路

游 + 特色餐饮服务”
“旅游 + 餐饮 + 蔬菜科普教育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

基地”
“旅游 + 蔬菜采摘”等融合发展模式，开发

源，实施人才促发展之路是蔬菜高质量发展的内生

类似于“三五丘七彩田园”项目有自身特色，又集

动力。蔬菜产业的发展需要金字塔形的人才支撑，

种植、观光、采摘、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农业项

对位于塔顶的特色产业科研型人才和有前瞻思维的

目，用特色蔬菜吸引游客，提高消费者对当地特色

战略型人才，福建省应采用引进和培养相结合的策

蔬菜品牌的认可，拓宽蔬菜的销售渠道。

略，鼓励参加国内各种高端农业技术交流会，提

3.4 坚持对外开放，走“双循环”之路

高人才科研与创新能力，打造蔬菜产业尖端人才高

拓宽蔬菜市场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市场

地。对塔中需要的技术型人才，包括蔬菜技术指导

为辅，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一方面，畅通国内市场，

人才、电商人才和数字型人才等，福建省应树立自

打通蔬菜市场堵点，加强生产、市场、储备等信息

主培养的理念，鼓励高校创新设置农业大数据、物

监测调度，落实蔬菜运输“绿色通道”政策（张晶

联网、人工智能、跨境电商等专业及课程，培养满

等，2022）
，引导蔬菜优势产区通过“订单生产”

足蔬菜产业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针对塔底的蔬

等形式，与青岛、北京、石家庄等北部城市加强协

菜种植者，通常是菜农或蔬菜新农人，福建省应抓

作，建立稳定的“南菜北运”供销渠道。鼓励蔬菜

好现代菜农和乡土人才的职业培训，培育家庭农场

经营主体利用各种平台，如直播、短视频等发展生

主和合作社新农人，吸引农业企业员工、大学生、

鲜电商，将蔬菜品牌传播与营销紧密结合起来，促

复转军人、科技人员等到农村创新创业，为福建蔬

进销售的同时，扩大蔬菜市场的触及度和影响力。

菜产业振兴增添新活力。

另一方面，注重开发国际市场，利用福建近海的地
缘优势，利用 RCEP 协定农产品贸易规则和“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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