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合，不仅仅在舌尖上。让我们的目光离开
餐桌，投向山川秀丽、人文积蕴深厚的皖南。

在刚刚过去的整个秋天，泾县桃花潭每个周
末都会迎来一批批杭州游客；在绩溪县扬溪镇丛
山村笆篱山村民组， 不时可见研学的上海学子，

村里颇具皖南风情的民宿， 投资人也来自上海。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拉近了我们与沪苏浙的时空
距离，是我们发展休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良
机。”绩溪县副县长汪逸高兴地说；霜染红叶满山
斑斓， 塔川秋色沉醉了一批批沪苏浙的游客；而
旁边不远的卢村，农家乐里客人欢笑一堂，一张
口往往是吴侬软语。

安徽是农业大省， 不仅仅是农业比重大，更
重要的是农村人口多。融入长三角，不仅仅是农
产品的单向流动，更是“三农”领域的全面对接与
合作。而找到融入的着力点，扬皖所长，寻求与沪
苏浙地区的农业结构互补互促、生态环境共建共
享、市场体系互联互通、要素配置对接对流，推动
与沪苏浙共同打造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
高地，是加快乡村振兴的重大机遇。

“十九大以来， 上海及华东地区的工商业和
大型农业企业， 积极响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对
安徽的农业资源、农业文化、农业基础兴趣巨大。

安徽的产业园区、休闲农业、生态农业类项目成
为吸引投资的新热点。”卢仕仁说，这些项目的投
资和落地，将会对安徽农产品营销、仓储、物流、

配送等产业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安徽农
业农村现代化聚集要素资源。

这些合作中， 休闲农业的合作成为新亮点。

沪苏浙对乡村休闲旅游的需求在迅速增长，且前
景广阔。而安徽山清水秀，农耕文化丰富，发展休
闲农业具有先天优势， 可以带动安徽农民增收、

乡村振兴。

据了解，今年的上海农交会将举办乡村旅游
专场推介活动。 邀请到了上海市 100多家单位。

会上， 安徽 3家全国休闲农业和旅游示范县和 3

个有影响力的休闲农业经营主体重点推介当地
精品农业休闲旅游路线和景点。安徽省休闲农业
协会和上海市农业旅游经济协会将会在交易会
期间签订框架协议，共同推进皖沪两地乡村旅游
产业发展。

扬生态之长，安徽将致力于打造长三角休闲
养生旅游“后花园”。

卢仕仁介绍，安徽将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
范区、环巢湖国家旅游休闲区、大别山自然生态

旅游区和皖北历史文化旅游区为重点，挖掘农耕
文化和红色旅游资源，联动同沪苏浙区域板块协
作，联通旅游推介平台，联手建设一批精品旅游
线路（点），努力打造成长三角居民休闲养生旅游
的首选目的地。

扬创新之长，打造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引
领区”。

依托 G60科创走廊建设，安徽将大力推进与
沪苏浙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跨区联合，组建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 推动重大共性技术联合攻关、

重要科研设施设备共享共用。 以中联重工为龙
头，加快先进农机装备研发生产。以荃银高科、丰
乐种业为引领，将合肥打造成“种业之都”。组织
实施农业人才联合培训计划，促进信息资源互联
互通、共建共享，积极抢占 5G在农业互联网建设
等方面应用的制高点。

扬区位之长， 打造长三角农产品电商物流
“集散地”。

安徽将大力发展农村电商，推进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
工程。加快完善冷链物流、直销配送体系，高起点
打造一批农产品产地批发市场，共建长三角三小
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建立产销信息会商机制，

形成区域一体化的产销模式，推动组建农产品产
供销联盟。

寒冬， 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再好
不过。

不管你是在上海徐家汇还是苏州
金鸡湖畔，或者南京夫子庙的老街，你
选购的老母鸡都很有可能来自宣城。

因为， 大数据显示这里每年有 1.5 亿
只家禽销往沪苏浙，占其年产量的 70%

以上。

10月 16日， 发迹于肥西的快餐品
牌老乡鸡将全国战略发布会开到了上
海， 宣布进军这一中国的经济中心城
市。此前不久，中国烹饪协会发布“2018

年度中国快餐 70强榜单”显示，在全国
拥有 800家直营店的老乡鸡名列前茅。

在太湖县，兴牧禽业每年养殖驼龙
山系列土鸡 500万只，经过初加工后一
半以上要销往上海。初步统计，目前安
徽 30%左右优质粮油初加工产品销往
沪苏浙地区，而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
工食品销售额更是高达 3000亿元。

这种密不可分的联系， 在已举办

20年且越来越红火的展会上体现的更
为直观。

12月 19日， 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
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2019·上海）即将
开幕，这是它持续举办的第 20个年头。

到会上抢购安徽绿色优质农产品，是越
来越多沪上阿姨们的“心头好”。第一届
观众不足万人，去年则达 4万余人。“今
年销售额有望突破 4000万元。”主办方
信心满满。

“舌尖上的交流”， 用人间烟火味道诠
释着皖沪优势互补、加快融合的宏大主题。

“长三角一体化中安徽农业有优势、

有基础， 特别是绿色农产品生产优势明
显。”在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仕仁看来，安
徽与沪苏浙开展农业合作乃天作之合，

“安徽人均耕地分别是沪苏浙的 10.9 倍、

1.4倍、2.3倍，农业品种资源丰富。而沪苏
浙经济发达， 对优质农产品有着巨大需
求，市场广阔”。

这正是上海农交会广受追捧的深层
原因。今年的交易会，安徽省带去粮油、畜
禽、水产、水果、茶叶、干货、手工艺等 3000

多种农产品。 除了大批市民外， 还有 300

多名上海市高校后勤机构、长三角地区农
产品经销商等采购商现场采购。

“安徽与上海同属长三角成员， 地缘
相邻、经济相融、人文相亲，尤其是随着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沪
皖两地的农业交流合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呈现出新的广阔前景。”卢仕仁表示，多
年来安徽农产品以绿色安全、优质味美、品
种丰富的特点，深受上海市民喜爱。

如今，安徽外销的三成粮食、六成畜
禽产品、 九成蔬菜和一半以上的茶叶，市
场都在沪苏浙地区。

放眼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全局，发
挥好农产品主产区的独特优势，是安徽深
度融入的重要着力点。 而办好上海农交
会，正是沟通和加强皖沪乃至长三角区域
内农业合作交流的桥梁和抓手。 值得关注
的是，今年的上海农交会展期为四天，比往
届增加一天。 举办地点也从长宁区的上海
市农展馆， 转移到徐汇区的上海光大会展
中心，展示展销总面积更达到往年的三倍。

顺应长三角一体化加速，区域协同融
合发展的大趋势，安徽优质绿色农产品正
深入沪上千万居民的生活。

岁末年尾，兴牧公司迎来一年一度的重要销售
时节。

“经过多年持续参加上海农交会， 公司的系列
冰鲜禽肉已经得到上海消费者认可。” 公司负责人
说，未来 5年业务将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

这样的企业，在安徽不胜枚举。安徽省农业农村
厅副厅长王华， 参与了全部的 20届交易会的筹备。

“20年来，交易会见证安徽农业企业由小到大、展品由
粗到精、品牌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王华感慨地说。

王华介绍，安徽农产品从一开始仅限于大宗农
产品的初级产品，到今天的粮食、食用油、山珍山
货、茶叶、名酒和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活用品及工
艺产品等十五大类，产品越来越新、种类越来越多、

质量越来越高，包装从当初的 “提篮小卖”“麻袋包
装”，到现在的花色繁多，越来越精美。

上海农交会汇集安徽各类优秀的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农业企业和沪苏浙的投资商、采购商，展示
安徽农业产业化的新成果、新技术、新信息，构建政府
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与农户、企业与消费者之间
交流合作平台，进一步促进了安徽现代农业发展。

“交易会还见证皖沪农业合作的日趋深入，拓
展了皖沪农业合作空间。”王华说。

在郎溪白茅岭，上海光明集团投资的上海市白
茅岭农场有限公司， 是皖沪跨区农业合作新模式，

目前公司已经打造了蓝莓特色小镇、生态茶叶公园
和绿色康养基地。

通过研讨会、高层论坛、项目推介暨签约仪式、

政策说明会、现场对接和洽谈等形式，交易会宣传
安徽农业资源优势和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吸收和引
进国内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投资贸易金额由
第一届的 8亿多元， 到第十九届达到 400多亿元。

前 19 届上海农交会共签订投资和贸易项目 2300

多个，总金额近 2500亿元。

鱼米之乡巢湖， 坐落着一家年加工能力达 20

万吨的米厂———安徽光明槐祥工贸公司，它由上光
明食品集团并购安徽槐祥公司而成，形成了优势资
源的强强联手。“光明看重槐祥的区位和资源优势，

而槐祥则受益于光明在上海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以
及更高水平的企业管理和科研能力。” 公司负责人
介绍，通过皖沪两地农业的战略合作，光明槐祥工
贸集团尽享品牌、渠道、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对
提升皖沪两地米业的产业能级和市场辐射力，打造
全国米业的知名品牌具有重大意义。

目前，安徽在上海注册、主要从事农产品贸易
的公司已发展到 600多家， 年销售额 500多亿元；

上海在安徽投资从事农业生产、加工和贸易的企业
和经营者达 400多家，实际到位资金近 100亿元。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皖沪农业在协作融合中
同频共振、携手共进。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安徽
出台的《安徽省实施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行动计划》， 均明确
要求安徽“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

为何有这样的要求？

认真研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合作”“互动” 等词汇
高频出现，要求发挥上海龙头带动作用，

苏浙皖各扬所长，要“形成分工合理、优
势互补、各具特色的协调发展格局”。

安徽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
列， 是 13个粮食主产省和 6个粮食净
调出省份之一，也是重要的畜牧大省和
水产养殖大省，茶叶、水果、烟草、中药
材等特色农业、高效农业方面具有比较
优势，主要农产品生产在长三角占据举
足轻重的位置。卢仕仁表示，“建设长三
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是扬
皖所长的具体行动。”

刚刚过去的 10月， 安徽省党政代
表团赴沪苏浙考察对接期间，与相关省
市签订了建立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
应联盟协议和纪要。“发挥安徽绿色农

产品资源优势， 在皖建立一批规模大、

品牌响的供沪浙绿色农产品基地。”在
与上海市、浙江省签署的框架协议中这
样写道。11月 22日，沪苏浙皖农业农村
部门在杭州共同签署了长三角地区农产
品产销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 加快推
进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长三角绿色
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省主要
领导对基地建设专门作出批示，分管省
领导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制定安徽
加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基地建设实施意见。

安徽加强谋划，在全省农业县区开
展“一县一业”创建，启动绿色农产品生
产加工供应基地预申报工作。11月 9日
在宣城召开的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
设现场会提出， 以农业园区建设为基
础，加快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
工供应基地。

扬资源之长，建好长三角优质农产
品供应“大基地”。卢仕仁介绍，安徽正
谋划依托资源优势， 优化农业布局，高
起点建设一批农产品基地。完善农产品
质量安全互认体系，加强农产品质量安
全防控合作，打造长三角绿色有机“大
粮仓”“大菜园”“大果园”， 巩固安徽农
产品在长三角的优势地位。

扬产业之长，打造长三角优质农产
品加工“集聚区”。安徽将深入实施农产
品加工业“五个一”工程，依托农产品资
源优势，深度对接沪苏浙人才、技术、资

本等先进要素， 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
工，打造长三角食品加工业高地。

据了解，安徽将以芜湖繁昌、马鞍山
当涂、滁州琅琊、宣城宁国、阜阳颍东、淮
北百善等为重点， 发展一批食品加工基
地。 加快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平台建设，

提升加工技术创新能力。鼓励本土大型龙
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组建大型企
业集团，引进一批沪苏浙食品加工知名企
业来皖投资兴业，成立现代食品加工产业
联盟，发展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本届上海农交会上，“长三角地区绿
色农产品加工供应基地联盟”将正式揭牌
成立。联盟将聚焦“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主题，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开展合作

交流，建立共有共享、互融互通、协同发展
机制，致力于推动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
加工供应基地建设，促进长三角地区绿色
农产品产供销一体化发展。

长三角一体化中安徽农业有优势、有基础 特别是绿色农产品生产优势明显

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是扬皖所长的具体行动

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拉近了我们与沪苏浙的时空距离
是我们发展休闲旅游，促进乡村振兴的良机

交
易
会
见
证
皖
沪
农
业
合
作
的
日
趋
深
入

拓
展
了
皖
沪
农
业
合
作
空
间

繁盛的经济活动， 消解高山流水带来的地理分隔，

让更多区域融为一体。

“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文章做好， 使之成为我国
发展强劲活跃的增长极。”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这一重要
战略，正将 35.8万平方公里的长三角区域融为密不可分
的整体，一个最具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正
加速形成。

把握国家战略赋予的重大机遇，安徽树立“一体化”

意识和“一盘棋”思想，坚持上海龙头带动、联手苏浙、扬皖
所长，全面加速融入，日益成为这个耀眼版图的有机部分。

融合，农业占有重要地位。

隆冬时节，在有着中国“蔬菜之乡”称号的安徽和
县，莴笋在清晨被采收装运，中午就出现在上海阿姨吱
吱作响的炒锅内。

这一寻常生活场景的背后， 是一组不寻常的数据：

现在，仅和县每年就为沪苏浙供应蔬菜 60万吨。而整个
安徽粮食和肉类、蔬菜、水果在长三角市场的比重分别达

48%、21%、27%， 全部鲜活农产品的销售额高达
每年 1200亿。沪苏浙千家万户的“米袋子”“菜
篮子”，与千里江淮的丰饶物产完美融合。

12 月的第一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
要》明确，“皖北和皖西大别山革命老区重
点发展现代农业、文化旅游、大健康、医
药产业、 农产品加工等特色产业及配套
产业。” 强调皖北要发挥粮食主产区综合
优势，建设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
应基地。

扬皖所长， 与沪苏浙实现农业结构互补
互促， 共同打造引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新高
地，是安徽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着力
点，也是国家对安徽现代农业建设的新要求。

风从海上来， 潮涌长三角。 区域农业合作的绿色版
图，正缓缓铺展！

办好上海农交会，是扬
皖所长，加强皖沪乃至长三
角区域农业合作交流的桥
梁和抓手

历届上海农交会共签订投资和
贸易项目 2300多个，总金额近 2500

亿元，催化带动安徽农业升级发展

谋划优势基地布局，发
展食品加工产业集群，打造
长三角绿色有机 “大粮仓”

“大菜园”“大果园”

携手沪苏浙打造现代农业新高
地，促进产业兴旺，带动乡村振兴

携手打造现代农业发展新高地
———写在中国安徽名优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2019·上海）开幕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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