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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大做强乡村产业
肥东县近几年一直是合肥农副产品生

产大县，如何做大做强乡村产业，县农业农

村局积极探索新思路、新路径。

县农业农村局积极推进全省蔬菜大县

建设，新建设施蔬菜面积1800亩，连栋温控

大棚4.6万平方米，完成部级蔬菜绿色高质

高效创建项目1个，创建省级蔬菜标准园2

个。

推广稻渔共养模式，新建百亩以上基地

200多家，新增百亩示范点70家、千亩示范

片2个。新增稻渔综合种养面积5.52万亩，

总面积达 7.93 万亩。预计小龙虾产量达

8000吨。

为了更好地发展乡村产业，县农业农村

局注意打响农业好品牌。按照品牌化、标准

化要求，做大做强公和堂狮子头、建华无私

藕、润枝樱桃、龙泉山蓝莓、竹塘挂面、长临

河水产等农业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增加

附加值。加快培育食品产业园、冷链产业

群，促进企业集群发展。立足深耕市场，深

入挖掘农耕文化和品牌文化，通过举办品牌

农业节庆活动等，推动春有花、夏有果、秋有

谷、冬有景，使游客引得来、留得住、玩得

好。目前全县拥有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名

牌产品、著名商标31个，新增“三品一标”认

证农产品 16个，总数达 146个。新增省级

“一村一品”示范镇1个、市级“一村一品”示

范村14个。建立特色农产品标准化生产示

范基地128家。不仅如此，还成立肥东县休

闲农业协会，投入20万元建设肥东休闲农

业宣传平台，成功举办2019年中国肥东首

届杭椒节系列活动等6场次，新增市休闲农

业示范点7个。

为推动农业产业化加快发展，今年新申

报省级龙头企业5家、市级产业化龙头企业

13家。签约引荐亿元以上企业3家，新投资

到位资金6000万元。预计规上农产品加工

产值50亿元。县农业农村局还不断推广农

业技术不断应用。试验、推广冬油菜新品种

24个、水稻新品种89个。征集调查地方特

色品种和野生近缘物种资源计155份。组

建各类农业技术服务队5个，持续推广先进

适用技术。推进特色种养业“四带一自”工

程。把产业扶贫作为增强贫困群众“造血”

能力的重要方法和精准扶贫的核心动力，实

施到村项目 11 个，实施到户项目 3790 户

6829个；建设特色种养业扶贫基地29个，参

与带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782个，带动贫

困 村 14 个、贫 困 户 2723 户 ，带 动 比 例

64.8%。全县达到产业发展标准贫困村14

个、贫困户1876个。

绿色生产落地生根
当前，很多地方正在掀起一场关乎农业

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变革，如何推动绿色

生产方式落地生根？在这方面，县农业农村

局积极探索着。

今年，县农业农村局成功申报省农业绿

色发展先行区试点、耕地土壤环境质量类别

划分试点。开展2019年度省级耕地轮作制

度试点工作，推行4万亩冬闲田扩种油菜。

完成“两区”划定、全国第二次污染源普查任

务。

在秸秆综合利用方面，新建秸秆机械化

还田示范片1处、秸秆固化成型燃料生产点

1个，建成标准化秸秆收储点9个，全县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91%。

全县还推进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

198家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建

设任务基本完成。全县畜禽粪污综合利用

率达到80%以上，畜禽规模养殖场（小区）粪

污处理设施装备配套率达到96%以上。

同时，县农业农村局还开展田间肥效试

验示范21个，建立化肥减量增效示范片8.5

万亩。累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技术270万

亩次，化肥使用量同比减少 1480 吨（折

纯）。建立水稻绿色防控示范片14个、农业

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区1个。建立30个

小麦、水稻农药使用固定监测点监测。开展

病虫害统防统治150万亩次，农药使用同比

减少1%。

为加强巢湖、滁河和池河等流域河流巡

查监管，该局还从源头控制养殖业污染。

2019 年共拆除关闭畜禽养殖场（户）194

家。2018年以来全县已拆除关闭550家。

在希望的田野上 擘画“三农”新画卷

2019年，县农业农村局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动力，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
实现了农业农村发展实现稳
中有进、稳中向好。预计，
2019 年粮食种植面积 168
万亩，总产62.4万吨，与上年
持平，累计种植蔬菜38.5万
亩、上市量 68万吨，出栏生
猪40万头、家禽1265万只，
水产品产量4.35万吨。全县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幅达9.3%。

守住“舌尖上的安全”
守住老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源头上要把好关，

为此，县农业农村局不断强化农业安全生产。

今年成功创建国家级“平安农机”示范县。新创

建10个“平安农机”示范乡镇（园区），全县已验收命

名“平安农机”示范村（社区）118个，“平安农机”示

范户（服务组织）388个，实现“平安农机”示范乡镇

全覆盖。

同时加强农资、农产品、农机、动物卫生、植物检

疫以及渔政执法监督。全年出动执法人员1500多

人次，立案查处违法案件19件，捣毁私屠滥宰窝点

两个，查获标签不合格种子900公斤、肥料产品1.5

吨、农药产品12件、白条肉84斤。

为了让老百姓吃上放心粮、放心肉，该局把住农

产品质量关。全年共完成农产品快检21355次，检

测合格率 99.76%。完成农产品风险监测抽样 973

个，完成畜禽肉、禽蛋及水产品监督抽样55个。建

立“红黑名单”制度，对全县624个规模农产品生产

企业均建立信用档案，上报市级“红榜”农产品生产

企业3个。

今年非洲猪瘟影响面较广，其他疫情在全国各

地有所发生，该局加强全县2个大型、9个小型乡镇

定点屠宰场监管，安排官方兽医入驻生猪屠宰企业，

2019年共屠宰生猪387098头，出场合格率100%。

做好春秋两季动物防疫。共发放猪口蹄疫疫苗32.5

万毫升，牛羊口蹄疫疫苗 4.8 万毫升，禽流感疫苗

650万毫升，羊小反刍兽疫苗2.8万头份。

大力推进保险行业“落户”农业，可在一定程度

上为群众“减压”，提高群众抵御风险能力。为此，县

农业农村局制定小龙虾养殖保政策性险实施方案，

实现小龙虾和水稻同步参保，2019年参保面积近2

万亩。加强农业保险风险防范效果，去年10月份至

今年 8 月份，该局共赔付能繁母猪和育肥猪险款

181.93万元。全年小麦、水稻等参保总面积119.95

万亩，午季小麦、油菜赔付金额171.8万元。

农业基建提档升级
农业要发展，基础设施配套必须跟得上，为此，

县农业农村局大力建设高标准农田，完成2018年度

3.18万亩农业综合开发项目、1万亩千亿斤增粮工程

建设。2019 年度 5.6 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

30%，2.82 万亩农田水利“最后一公里”建设完成

75%。

为了让农业生产实现全程机械化，今年，该局

共发放中央农机补贴资金 985.962万元，补贴机具

682台。全县农机总动力 77.67 万千瓦，全县农业

机械总动力达 77.67万千瓦，主要农作物机械化作

业水平达 81.7%。今年全县还新建市级农事服务

中心3家、县级2家，现在全县拥有各类农机化作业

服务组织已达 67个。农机经营化总收入达 10.6

亿元。实施水稻机插秧作业补贴4万多亩、土地深

翻作业5万余亩、水稻机收社会化服务11万亩。新

建益农信息社120个，实现全县信息进村入户工程

全覆盖。还完成 2018 年度 36个江淮分水岭项目

建设，2019年度29个项目全部完工，并顺利通过县

级初验。

农村改革更深一步
农村改革的全面深化，是农业农村发展不竭的

强大动力，县农业农村局为此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该局指导组建经济股份合作社335个，量化经

营性资产4.2亿元，股东100.1870万人，发放股东证

书16.7万份。目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已顺

利完成。整县制推进农村“三变”改革。269个村

（社区）完成“三变”改革任务，实现股金分红335万

元。14个贫困村实现集体经济增长15%、贫困户户

均增收3000元，有力促进了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村经

济社会共同发展。稳慎开展农村土地确权纠错工

作，收集纠错信息6523户。此外，还积极推进农村

产权交易招标。截至目前，共完成43个项目，流转

土地面积1.2万亩，成交金额2879万元。

为了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335个村

共谋划项目 608个，预计 2019年可实现收入 1164

万元。截至目前，全县已有11个村（社区）经营性收

入超过50万，达到经济强村标准。

加快培育新型主体。2019年全县共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167人，全部为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同

时紧扣农村经济发展，积极开展农民科技大培训培

训，累计培训种植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骨

干和一般农户2500人次。

美丽乡村颜值更高
现在，全国都在进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目前，全县2018年度11个省级、16个

市级美丽乡村中心村建设全部完工，2019年度12个

省级中心村98个项目全部开工，形象进度81%；17

个市级中心村82个项目招标68个，形象进度72%，

获评省美丽乡村示范村9个、重点示范村2个。

为了让家乡更美丽，对照“五清一改”部署要求，

今年全面实施“村庄清洁”行动，清理整治塘沟3275

处，农业生产废弃物9885吨，清理、规范村庄畜禽散

养村84个；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7530户；清理

整顿废旧广告牌及杆线、外挂设备2450个；清理无

功能建筑2.4万平方米。2018年度 121个整治村、

2019 年 99 个整治村、33 个县级示范点都整治结

束。全县20个乡镇（园区）农村生活垃圾服务也全

部实现市场化。2019年度 1.7万户自然村改厕、美

丽乡村中心村3025户改厕、扶贫领域4000户改厕

任务全部结束，目前正在进行问题排查、整改和完

善。在农村污水治理方面，2018年度27个中心村污

水设施已完工，并开始试运营。2019年度29个中心

村需建设污水处理设施28座、主支管网140千米，

目前已全面开工建设。排查发现问题的2016年前

建设的15处污水处理设施全部整改到位。在村庄

规划编制方面，现在已完成全县3707个村庄摸排分

类，213个村庄完成编制规划。2020年度24个省、

市级美丽乡村中心村规划全部通过专家评审。

“实施三集中一提升”。计划在绕城高速、合蚌

路、新蚌埠路、合马路、环湖大道以及合宁高铁，结

合“三线三边”整治，集中拆除一批违法建筑，集中

建设一批安置点和配套设施，集中整治一批“脏乱

差”现象，切实提升沿线净化、亮化、硬化、绿化、美

化水平。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县农业农村局将继续在县委、县政府的

坚强领导下，进一步抢抓机遇、凝心聚力、务实笃行，

持续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不断绘就肥东农业农

村新画卷，为建设大富美强现代化东部新城作出积

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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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深处是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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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塘镇红光中心村美丽乡村村貌

○施药作业

○梁园镇小米中心村休闲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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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

○油菜机收

○杭椒育苗示范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