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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新标准、新联盟、新蟹
农、新通道，一只小螃蟹正
在牵动着长三角现代农业
一体化的大布局。
9月 16 日，在拼多多

等主办的首届长三角“大
闸蟹云拼节”暨长三角现
代农业一体化论坛上，沪
苏浙皖一市三省农业主管
部门领导、农业专家学者、
大闸蟹产区代表、媒体记
者等集聚一堂，以区域优
质农产品代表大闸蟹为
引，共同探讨多方联动助
推长三角农产品电商上行
的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建
设产销一体化体系，推动
长三角现代农业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等话题。与会各
方提出不少真知灼见，本
版摘编了部分内容，以飨
读者。

关于推进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农业部副部长 尹成杰

近些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力度
不断加大， 到 2020年末将实现脱贫攻坚全胜
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农”工作呈现前所未
有的良好发展势头。下面，我就推进长三角现
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讲几点认识、思考
与建议。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提出了新
任务新要求，为进一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长三角地区是我国重要农
区，长三角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在全国具有举
足轻重的地位。推进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化高
质量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任务，是加快长三角农业转型升级、推进乡村
全面振兴、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强农业
国际竞争力的需要，是大力促进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条件。

当前， 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具有坚实的基础，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指示， 以及中央关于加快形成以
国内大循环为主、 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
的发展新格局的重大决策， 为长三角现代农
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

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有利条件。 长三角
现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应以中央新的

发展理念为指导，抓住机遇，突出重点，建
立健全一体化发展机制， 提高一体化发展
的质量和水平。

第一，搞好有关省市农业农村发展规划
的统筹协调和优势互补。三省一市资源禀赋
不同，农业农村发展水平不一，既有粮食、蔬
菜、养殖、文旅等产业，又有都市农业、城郊
农业，以及农产品加工业等。应从现代农业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出发，搞好农业农村发展
规划的衔接和协调， 增强互补性和协调性，

促进一体化发展。

第二， 大力促进长三角现代农业生产
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 长三角地区农
业发展要素丰富， 科技含量高， 要促进土
地、科技、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合理流动
和优化配置， 提高农业农村要素市场化配
置程度，促进城市要素省际间合理流动，向
农业农村基层下沉， 建立健全农业要素的
优化配置机制。

第三，加快构建长三角现代农业生产性
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体
系，是促进长三角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推动力量，是促进农业规模化、集约化、一
体化发展的重大举措。要把加快构建长三角
农业生产性社会化服务体系，作为推进长三
角现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构成。

要大力培育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农业企

业。建设跨省域跨区域的大型农业社会化服务
企业，形成产业集群，带动农业和农民进入规
模化、一体化和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

第四，着力构建长三角农产品现代流通体
系。构建农产品流通现代体系是现代农业的重
要任务， 是区域性农业一体化发展的前提条
件，是现代农业进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
途径。有了一体化的现代流通体系，才能发展
一体化的生产。要建立健全区域性的大型农产
品批发市场和集散地，加强农产品现代流通体
系的新基建， 搞好现代农产品流通市场建设，

培育大型流通型的龙头企业和企业集团。要应
用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
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区域电商、

跨境电商， 提高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的数字
化、智能化水平。

第五，加快培育和创新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是现代农业区域化、

一体化发展的牵动力量。有了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就会有力地推动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的标准化、一体化发展。按照乡村振兴战略总
体规划的要求， 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大宗农产品品牌、特色农产品品牌的
农业品牌新格局。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联合体，发挥农业品牌的规模效应、集聚
效应和一体化效应。要以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为龙头，带动主导产业发展，引导区域农业结

构调整和优化。

第六，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成果
的共享机制。要把农业科技创新作为长三角现
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大力推
进长三角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共享应用转化。

抓住关键技术、关键环节、关键领域，加大农业
科研攻关力度，力争在绿色、环保、育种、植保、

加工、防疫等技术上取得新突破，建立健全区
域化科研成果共享机制， 优化配置科技资源，

提高科技资源利用效率。

第七， 加快健全长三角农业风险联防联
控机制。农业风险联防联控，应成为长三角现
代农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应针
对农业面临的自然风险、 动植物疫病风险及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 建立健全区域性一
体化的风险防控体系， 加强一体化防控风险
的基础设施建设， 共同提高防控风险装备水
平。建立包括预警、信息、防控、救助等在内的
联防联控机制， 进一步提高一体化的农业风
险防控保障能力。

第八，进一步健全完善农业污染防控和治
理的联防联治机制。合力推进长三角乡村污染
防控和环境治理，共同推进生态宜居美丽乡村
建设。加强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生态、环境、资
源的联保联控联建，携手共同治理农业面源污
染，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高农村生态环
境治理质量和效率。

以蟹为“媒”带动长三角农业产业消费双升级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二级巡视员 黄 非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
来。为把城乡居民的消费热情“激”

起来，让优质大闸蟹的人气“火”起
来，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我们
在上海共同举办首届长三角 “大闸
蟹云拼节” 暨长三角现代农业一体
化论坛，就是以蟹为“媒”，加快探索
长三角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合作
路径。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 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
位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
地位。 我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 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
抓手，推进城乡融合、产业融合不断
加速，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
明显，优质食味稻、精品果蔬、名特
优水产等特色产业的生产规模持续
扩大， 全省绿色优质农产品基地面
积达 1860 万亩，绿色优质农产品比
重达 73.7% ， 拥有绿色食品企业
1581 家，产品 3495 个，位居全国前
列。同时，还拥有有机农产品 95 个、

农产品地理标志 98个。

江苏在上海已连续举办 17届名
特优农产品交易会，借助“互联网+”

的东风，大闸蟹、小龙虾、咸鸭蛋、盐
水鸭、水蜜桃以及花卉绿植等特色农
产品，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渠
道畅销全国乃至海外，做大做强了一
批“苏”字农产品品牌。2019 年，全省
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 626 亿元。今
年，又在全省选择 10个县推进“互联
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建设，其中
有 6个县（市、区）被农业农村部确定
为全国试点县。

江苏水资源丰富，“因水而沃、因
水丰饶”，孕育了世界闻名的“螃蟹经
济”。一是养殖规模遥遥领先。全省大
闸蟹养殖规模近 400万亩，年生产量
约 40万吨，产值达 350亿元，占据全
国河蟹产业的半壁江山。 阳澄湖、固
城湖、洪泽湖、长荡湖、高邮湖、大纵
湖等一批湖区是大闸蟹养殖主产区，

兴化市则被誉为“中国河蟹养殖第一
市”，建立了中国兴化河蟹价格指数。

二是口感品质广受赞誉。我省紧紧抓
住生态、质量、品牌等关键环节，实施

“从水体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控，实
现鲜度好、口感佳、无污染的大闸蟹
产品供给。 三是品牌价值表现突出。

大闸蟹是我省水产品中影响力最大、

优势最突出、市场竞争力最强的拳头
品种，在“中国十大名蟹”中江苏就占
了八个。这些“蟹产品”带动“蟹文化”

纷纷走出江苏、走向世界，受到国内
外消费者普遍认可。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
之速，非一足之力也。大闸蟹是长三
角特优农产品典型代表， 推动大闸
蟹产业健康发展， 挖掘市场消费潜
力， 是三省一市加快现代农业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探索。 此次首
届长三角“大闸蟹云拼节”暨长三角
现代农业一体化论坛，为政府部门、

企业和科研机构搭建了一座合作桥
梁。 依托拼多多打造长三角一体化
农产品展销平台， 引导广大市场主
体、产业联盟融入到“一体化”和“高
质量”发展中，会不断提升区域农产
品竞争力， 加快促进产业升级和消
费升级。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国家重要
战略。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紧扣“一
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上
海市委书记李强也明确提出，要畅通
区域经济循环，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
场优势， 努力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 我感到，农
业产业一体化发展是长三角一体化
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农业现代化
建设的题中之义。未来，长三角三省
一市完全可以在农业产业发展领域
进一步促进互动共融， 在农业科技、

优质地产品牌、市场对接等方面形成
良好的合作机制。

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乡村
振兴、农业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把超
大城市郊区乡村作为稀缺资源，作为
城市核心功能的重要承载地、提升城
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战略空间，进
一步增强郊区农业农村在保障供给、

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的功能，努力成

为高科技农业的领军者、优质产业发
展的重要承载地、城乡融合和生态宜
居的示范区、 高能级服务的新高地、

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桥头堡
和实践区。

有鉴于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大背景
下，进一步探索长三角农业产业创新
合作，促进三省一市农产品产销对接
显得尤为重要。今年初发生的新冠肺
炎疫情， 催生了农产品销售的新模
式、新业态，广大电商平台已成为市
民购买优质、 鲜活农产品的重要阵
地，实现了上海与兄弟省市特别是长
三角地区农产品的货畅其流。 最近，

我们与拼多多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在拼多多平台共建线上“沪农优
品馆”， 携手推进农产品产销一体化
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和市场
竞争力。 这些都是有益的探索与实
践，相信随着长三角农业产业创新合
作的进一步加强，收获和惊喜一定会
更加多多。

此次举办的首届长三角“大闸蟹

云拼节”， 就是推进长三角农业创新
合作的实例。大闸蟹作为长三角区域
的特色农产品，是农业产业化升级以
及区域农业一体化发展的代表品类。

上海不仅是国内最重要的大闸蟹消
费市场，也为长三角地区的养殖户提
供坚实科技支撑，我们培育的“江海
21号”等优势大闸蟹品种受到养殖户
的广泛欢迎。

与此同时， 我们也清楚地认识
到，长三角地区尽管是大闸蟹的主要
产区，但长期面临区域农业标准不统
一、区域农产品品牌建设、区域一体
化农产品产销对接平台建立等问题。

拼多多作为新型电商的行业翘楚，拥
有平台、品牌、市场、资金、大数据等
多种优势，此次我们举办首届长三角
“大闸蟹云拼节” 暨长三角农业一体
化论坛，就是希望拼多多以及各个参
会的单位、企业能够以此次活动为契
机，在新农业人才电商培训、数字农
业新基建等领域加强合作，为以大闸
蟹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农产品探索
出一条高质量的发展道路。

拥抱新业态 实现长三角农产品货畅其流
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副主任 叶军平

精准对接新电商 力推浙江农产品走向全国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唐冬寿

金秋九月，蟹肥膏浓。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

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
之一。自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农业农村
部门协同，深化拓展合作机制，有力
助推了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产
业高质量发展，一体化发展迈出积极
步伐。

浙江省“七山一水二分田”，地形
地貌多类、农业农村资源多元、特色
农产品多样。特别是，经过国家农业
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暨农业绿色
发展试点先行区、国家畜牧业绿色发
展示范省、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
省等建设，浙江大力开发特色优势农
产品， 广泛推广绿色生态生产技术，

实施“肥药两制”改革，在农业生产过
程中实行化肥农药实名制购买、定额
制施用， 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
溯，强化品牌建设，产品质量安全水
平明显提高。

目前，涉农县全部建成农产品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主要农产品省级监

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 全省拥
有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63 个，

列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99个；品牌农产品种类基本覆盖所
有农业产业领域，西湖龙井、安吉白
茶、丽水山耕等一批知名农业品牌享
誉市场。

疫情期间， 农产品电商快速发
展，有力推进了农业稳产保供和供应
链建设。这次选择三省都有生产的大
闸蟹进行集中推荐营销，更是开启了
浙江农产品参与开拓共同市场的新
局面。

农产品线上销售，是“互联网+农
业”的重要业态，是大势所趋。自 2015

年上线至今，拼多多凭借独创的新颖
模式，短短几年，成长为电商领域的
领军型企业，跻身全国第二大电商平
台，具有巨大消费带动能力。

本次“云拼节”内容丰富、形式创
新，对强化省际间交流协调，特别是
推动大闸蟹等农产品产销对接，是一
次有益尝试，搭建了长三角农业农村
部门与电商企业优势互补、联动共赢

的良好机制和重要平台。

我们以此次活动为新契机、新起
点，发挥拼多多技术优势、渠道优势，

拓展延伸浙江农产品产业链，加快推
进浙江农产品走进长三角及全国市
场。期待包括拼多多在内的众多电商
平台， 扩大在农业农村领域布局，深
度融合线上服务、线下体验以及现代
物流，推动农业农村产品向电子商务
转型发展，实现优质农产品与新型营
销方式有机融合，满足人们日益增长
的对高品质、异质化、体验式消费的
需求。

潮涌长三角，奋进正当时。浙江
“三农”人将“以节为媒，广交朋友；以
蟹兴业，共谋发展”，通过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
系，努力把战略转化为机遇，加快农
业转型，加快富民进程，在长三角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格局中，彰显浙江
担当、展现浙江作为，共同答好一体
化建设“联考卷”，奋力打造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
放的新高地。

8月下旬， 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

合肥主持召开了扎实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座谈会。作为安徽人，我倍

受鼓舞，也倍感亲切。这次首届长三

角“大闸蟹云拼节”暨长三角现代农

业一体化论坛，给我带来了几个方面

的思考。

第一，拼多多平台找准了农产品

产销的关键点。多年的农业工作经历

让我感受到，农业的根本问题是产销

对接。比如说，一个产品市场销路好，

大家都会蜂拥而至，然后产品变得遍

地都是， 整个销售就会面临挑战。于

是， 这个产业就会从根本上遇到困

境，并且会很快带来一个周期性的波

动。当农民受到较大损失时，这个产

品的生产者会有所变少，市场供应就

会随之紧缺， 产品价格也会逐步走

高，随后大家又开始多种多养，市场

供应量又会再次增加。 长此往复，形

成非良性循环。 而针对农业结构调

整、农业标准化生产、产销对接、物流

输送等根本问题，拼多多平台为我们

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第二， 安徽是农产品生产大省，

要携手电商平台把产品卖得更好。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我们的定位是

建设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今年上半年

出台了《关于加强长三角绿色农产品

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的实施意

见》，制订了“158”行动计划，推动建

设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建立 500

个长三角绿色农产品生产加工供应

示范基地， 力争到 2025年的销售收

入达到 8000亿元。

最近，长三角地区三省一市农业

农村部门在黄山市召开了一次联席

会议，签订了一批合作协议。江苏、浙

江有很多“苏”字牌、“浙”字牌的农产

品，而安徽农产品多而散、特而小，还

未形成像阳澄湖大闸蟹这样的品牌

产品。再比如说，安徽四大名茶———

祁门红茶、太平猴魁、黄山毛峰、六安

瓜片， 目前年销售收入超过 10亿元

的很少。怎样通过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来开拓市场，把安徽名优农产品输送

到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满足广大消

费者需求，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

第三，加强合作交流。10月 16到

18日，安徽将举办中国安徽名优农产

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 （2020·合

肥）。经过 12 年的精心打造，安徽交

易会已成为集农业产业展示展销、贸

易洽谈、交流合作的“大平台”“大窗

口”。 我真诚邀请各位企业家到安徽

展示展销、投资兴业，也衷心希望长

三角地区企业加强合作，共同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特别是农业领域的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此外，中国安徽名优

农产品暨农业产业化交易会 （2020·

上海）已成功举办了 20 届。今年底，

安徽继续在上海举办。希望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与我省积极加强合作，把安

徽名优农产品销往长三角地区，乃至

全国消费者。

携手新电商 为安徽农产品打造产销对接新方案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 王 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