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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莘县蔬菜产业提升质量竞争力的
经验做法与对策建议
山东省莘县被誉为“中国蔬菜第一县”，该县通过构建特色“43311”监管模式、推进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
建设、强化科技支撑，以及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等措施提升了蔬菜质量竞争力水平，本文对其经验做法进行
总结，分析提升蔬菜质量竞争力存在的薄弱环节，并提出对策建议。

徐东立 苗纪忠 * 郝宽亮
（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山东莘县 252400）

莘县位于山东省西部，冀鲁豫三省交界处，

安员的上下联动、高效运转的县、镇、村三级农产

是北方地区典型的农业生产大县，耕地面积 9.4 万

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③ 建立“三级”检测网络。

2

2

hm （141 万亩）
，其中蔬菜复种面积达 6.67 万 hm

实现县级抽检、镇级普检、基地市场自检相结合，

（100 万亩）
，被誉为“中国蔬菜第一县”
，享有“国

确保蔬菜质量检测全覆盖。④ 加大县级执法力度，

家级生态示范区”
“国家级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

强化源头治理。每年对全县 1 200 家农资生产经营

范区”
“中国香瓜之乡”
“中国双孢菇之乡”
“山东

企业和门店不定期开展拉网式检查，净化源头。

省现代农业强县”等称号，是全国第一蔬菜生产大

⑤ 构建可追溯体系。自 2012 年以来，莘县投入 1.2

县和聊城市第一农业生产大县。多年来，
莘县县委、

亿元建立国内领先的蔬菜质量安全追溯平台，在生

县政府坚持农业立县，紧紧围绕蔬菜高质量发展主

产基地、农业投入品店、批发市场建立追溯点 112

题，全力打造全国蔬菜生产中心和集散中心。

处，形成从地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通过

1 莘县提升蔬菜质量竞争力的经验做法

建立“43311”监管模式，2021 年莘县蔬菜质量安

1.1

合格率达到 100%；2022 年以来，已开展县级检测

构建莘县特色“43311”监管模式，实现蔬菜

全质量链监管

全检测合格率保持在 99.5% 以上，禁限用农药检测
1 119 样次，镇（街道）检测 12 156 样次，合格率

莘县特色“43311”监管模式包括：① 建立农

均为 100%，使莘县农业投入品经营管理更加规范，

药管理“四项”制度，即经营许可制、购药备案制、

蔬菜质量安全监测预警能力不断提升，消费者的认

销售处方制、包装物回收制。实现农药从生产到流

可度不断提高。该监管模式可复制、可推广，已得

通、回收环节的信息追溯和全程监管。② 建立“三

到农业农村部的高度认可，并在全国予以推广。

级”监管体系。建设了一支逾 1 300 人的农安监管

1.2

队伍，形成了县有监管中心，镇有农安办，村有农

品供应链效率

推进规模化组织化标准化建设，提升蔬菜产

1.2.1 加快土地流转，推行规模连片种植 目前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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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达 520 万 t。逐步形成 1.07 万 hm2（16 万亩）
无公害设施蔬菜种植区，1.07 万 hm2（16 万亩）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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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设施甜瓜种植区，0.67 万 hm （10 万亩）绿色
2

设施西瓜种植区，0.13 万 hm （2 万亩）无公害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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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韭菜种植区，0.27 万 hm （4 万亩）无公害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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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市场信息平台，为全县 27 家容量在 500 t 以上的
冷藏恒温库安装信息采集系统，收集出入库的品
种、价格、数量和交易单位等信息，在信息平台上

600 hm（0.9 万亩）
优质食用菌种植区。
山药种植区，

实时显示，保证库存随时调配。在北京 2022 年冬

1.2.2 大力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 莘县在组织化

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莘县嘉仕丰家庭农场、山东

发展方面，大力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发展，2018—

绿源和丰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圆满完成了北京市朝阳

2022 年间新增农民专业合作社 1 998 家、家庭农场

区商务局、石景山区商务局、海淀区商务局的应急

375 家，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达到 47 家。

蔬菜储备任务。同时借助人工智能（AI）
、5G 和移

目前莘县蔬菜生产仍以一家一户为主，近几年农业

动互联网技术，中原农产品物流中心被确立打造为

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社

冀鲁豫地区瓜菜菌集散中心、信息中心、价格形成

会资本介入助推了莘县蔬菜产业转型升级，莘县中

和指导中心。

原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分别在古城镇、樱桃园镇、董

1.3.4 科技成果助推观光旅游与农业融合发展 现

杜庄镇、东鲁街道等乡镇（街道）建设基地 10 余

代农业嘉年华、董杜庄西瓜博物馆、燕店香瓜博物

2

。据统计，全县
处，总面积逾 600 hm （9 000 亩）

馆等一批科技基地的建成和运营，体现了现代农业

通过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领办的蔬菜基地

科技、传统耕种历史和文化的深度交汇，被赋予科

逾 300 处，面积占全县蔬菜种植面积的 30% 以上。

技、文化、旅游等多重功能。

1.2.3 积极推进标准化基地项目建设 莘县通过整

1.4 大力实施品牌战略，提升蔬菜产品区域竞争力

合各级资金改造标准化基地生产的基本条件，提升

1.4.1 实施“三品一标”奖补政策，不断提高商标

了基地生产能力和管理水平，采用统一供种、统一

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水平 目前全县“三品一

施肥、统一用药、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模式提升

标”数量达到 310 个，已培育全国“一村一品”示

了基地标准化生产水平。同时制定了 40 余项瓜菜

范村（镇）3 个，省乡村振兴“十千百”工程示范

菌生产规范及技术标准，降低了产品质量风险，优

镇 2 个、示范村 15 个。燕店镇作为全国最大的设

化了经济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

施甜瓜种植基地，2020—2021 年连续两年入选“全

1.3

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
。2022 年以来，莘县先

强化科技支撑，助推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延

伸蔬菜产业链

后被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农业农村厅评为“全国小

1.3.1 科技服务平台与现代种植业融合 组建莘县

麦制种大县”和“现代农业强县”
，其中“现代农

农业科技专家顾问团，建立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

业强县”奖补资金 1 亿元。

作站、山东农业大学莘县蔬菜研究院等合作平台，

1.4.2 大力打造“莘县蔬菜”区域公用品牌 充分

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等科研院所签订

发挥“中国蔬菜第一县”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莘

产学研协议；实施“113520”工程，重点实施瓜菜

县香瓜”
“莘县蘑菇”
“莘县西瓜”
“莘县韭菜”以

菌种业育繁推一体化、设施蔬菜地展园、鲁西种苗

及集体商标“莘县蔬菜”的品牌效应，积极塑造莘

谷示范基地建设等项目。

县瓜菜菌整体品牌形象。
“莘县蔬菜”现已入选中

1.3.2 科技成果助推标准化生产设施建设 2018 年

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百强。

制定的《莘县高效集约蔬菜温室建设方案》要求新

1.4.3 积极融入聊城市区域公共品牌 莘县现拥有

2

建高标准集约蔬菜温室基地占地面积在 13.3 hm（200

“聊 · 胜一筹！”品牌企业 24 家，入选数量和质

亩）以上，水电路配套设施齐全，安装水肥一体化

量均居聊城市第一位。

设备、物联网系统及农残检测设备等，并对温室结

1.4.4 加大品牌营销力度 开展了一系列莘县品牌

构进行设定。通过两年的建设，全县新建、改建高

宣传推介活动，在中央电视台、新华网、山东电视

效集约蔬菜温室逾 3 万座，整体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台等多家新闻媒体做专题广告。自 2012 年开始，

1.3.3 现代数字技术成果助推瓜菜菌物流、仓储、

已连续举办十届山东聊城（莘县）瓜菜菌博览会。

交易融合发展 2022 年莘县借助农业农村部农产

积极参加“中国农交会”等各类推介活动，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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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上海农产品批发中心举办

牌，逐步提升产品品质，扩展国际市场。

系列大型推介会。积极发展“互联网 + 农业”
，引

3.2

进阿里巴巴农村淘宝、京东商城等项目，建立莘县

监管水平

发挥数据赋能作用，提升标准化和质量安全

农产品电商交易平台，成立莘县电子商务协会，形

加强数字平台建设，建立“莘县蔬菜”产品行

成了“专业合作社 + 基地 + 超市（农产品市场）+

业标准，建设 10 处以上具有示范意义的标准化蔬

电子商务”的农村电子商务模式。

菜生产基地，推进标准化管理、标准化认证，实现

2 莘县提升蔬菜质量竞争力存在的薄
弱环节

全程化实时线上监控。
3.3

健全供应链体系，增强“莘县蔬菜”市场话

语权

莘县提升蔬菜质量竞争力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

推进中心镇标准化物流园建设，构造莘县瓜菜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 市场竞争定位不明晰，

菌标准化供应链网络，打造 RCEP 第一大瓜菜菌物

整体优势亟待提高。缺少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差

流园，组建莘县蔬菜产业集团，加强冷链物流设施

异化竞争优势不突出；生产经营中存在重产量、轻

建设。建议充分利用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信息平

品质的问题，产品品质竞争优势不明显。② 现有

台，县政府成立农村电商专班，24 个镇街建设农

监管成本较高，质量安全监管层次需提升。现有监

村电商产业园，每年拿出部分财政资金加大电商扶

管模式虽然保障了瓜菜菌产品的质量安全，但耗费

持力度。同时加大对企业、合作社蔬菜恒温库和冷

的人力、物力成本较高，加剧了行政负担。③ 供

链运输车的补贴力度，力争蔬菜恒温库的储存能力

应链体系尚未健全，市场定价话语权弱。覆盖全县

达到 15 万 t。

的蔬菜产品批发市场基础设施不完善，流通渠道冷

3.4 增强产业内生力量，推动龙头企业集群发展

链服务能力有待提升，产品分级尚未普遍推行，产

加大招商引资引智力度，继续引进省级以上农

品价值尚未充分体现。④ 产业自组织能力弱，产

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0 家以上，激发一二三产

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与国内发达县区相比数量较少，

融合发展，
推动“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强镇”建设，

农业合作社组织化程度需进一步提升。⑤ 创新研

新增“全国乡村特色产业十亿元镇”1 个以上，创

发投入薄弱，高端优质产品供给少。农业投入主要

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

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平台建设等硬件建设

3.5

上，在育种、栽培技术等方面科技研发创新投入不

广和组织创新

加大“鲁西种苗谷”投入，强化农业科技推

足，精深加工技术存在短板。⑥ 绿色循环发展不

出台蔬菜种业扶持政策，设立种业专项发展

充分，
标准化生产程度低。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资金，推进蔬菜种业育繁推一体化建设；加强农业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全县农业绿色循环发

科技创新和示范推广，健全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展中的一道难题。⑦ 品牌建设仍需加强，营商环

系，提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新六产”示范企

境尚需改善。瓜菜菌品牌建设、销售网络建设宣传

业等企业组织的社会影响力。

力度不足，农村基础设施需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

3.6

意识和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

行区

优化生态链建设，建成省级农业绿色发展先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不动摇，继续加大农业废弃

3 对策建议

物治理力度，全面提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3.1

形成绿色循环、闭环完整的全农业产业链。

实施错位发展策略，塑造特色高端优质品牌

3.7 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建设良好营商环境

形象
提高产品异质性程度，进行差异化定价，依靠

加大企业品牌建设支持力度，推动企业品牌蓬

产品特色、高端、新品、加工、出口优势，提高蔬

勃发展。创新品牌宣传方式，拓展数字宣传渠道。

菜质量竞争力。紧紧依靠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聊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使莘县蔬菜产业成为人才、

城）配送分中心和上海市外延蔬菜基地两个金字招

投资、工商活力迸射的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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