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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19 年，产业园总产值达
到 41 亿元，主导产业加工转化率
在 85%以上，新增就业岗位 1.6 万
个——这是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成功晋级“国家队”后定下的主要
目标。

园区的发展功能定位为“三化
三示范”，即全域产业化、全域生
态化、全域景区化，打造国内一流
的农业创业创新示范区、国内一流的
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国内一流的农
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

今后，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将培育 3 条亿元以上农业全产业
链、2家省级骨干农业龙头企业；推
广农牧结合、稻鱼共生、农业废弃物
综合利用等生态循环模式，发展绿
色生产，实现主体小循环、产业中
循环、园区大循环；发展以滩涂、
稻田、葡萄、桃花等为主题的休闲农
业，建设沿海现代农业精品线。

产业园还将强化农民创业园和
国家科技特派员创业基地两大载
体，推进大学生农创园建设，全方
位打造集科技示范、成果转化、融
资孵化、平台服务为一体的众创空
间；深化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建设，
推进产学研、农科教大联合、大合
作，集中开展农业新品种、新技
术、新装备、新模式的引进试验以
及示范推广；深入挖掘农业生态、
休闲、文化等多重功能，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拓宽增收链，构
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生产生态生
活有机结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
等。

下一步，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
园将主要围绕基础设施配套项目、
产业项目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

项目重点投资，做好绿色发展、基
础提升、项目投资、产业融合、利
益联结、要素保障。今年，产业园将
重点推动年产 8000 吨蒸饺加工、
100 亩工厂化立体种养、农牧机械
装备制造等重点项目尽快落地。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未来
“一核两带四区块”的规划布局也
已形成。其中“一核”指新慈湖农
业新型业态核心区，成为产业园的
创新中心、人才中心、服务中心、
信息中心和休闲中心；“两带”指
以中心横路为轴线，两侧集中布局
优质粮食带和精品蔬果带。

“四区块”即生态畜禽区，点
状布局蛋鸡、肉牛、奶牛、生猪等
生态畜禽项目，推行规模化、标准
化、生态化养殖模式，形成农牧结
合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格局；健康
食品加工物流区以产业园及周边主
导产业为原料，建设加工物流基
地，构建上下游一体的产业格局；
农业智能装备区引进正大集团、中
集集团、美国爱科集团三家世界
500 强企业，合作建设亚洲最大的
农牧业机械制造基地；高新农业创
业区搭建“创客”平台，引入科研
团队，打造成科研人员成果转化和
大学生“双创”的孵化区。

“今后，产业园将全面贯彻
‘五大发展理念’，以建设‘优质高
效、特色精品、绿色生态、产业融
合’的绿色都市农业为目标，围绕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
线，强基础、抓项目、促融合、聚
要素，努力把产业园打造成国内一
流的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全国产
业园建设的样板。”慈溪市现代农
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展望道。

功能定位“三化三示范”
规划布局“一核两带四区块”

本版图片除署名作者外由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提供本版图片除署名作者外由慈溪市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提供

慈溪现代农慈溪现代农业产业园业产业园
迈向全国产迈向全国产业园建设样板业园建设样板

本报记者 陈章升 何 峰
慈溪记者站 邵 滢
通讯员 郭志强

在慈溪北部，有块东西长27公里、南北宽4公里至7公
里的土地，阡陌纵横，道路通畅。68公里的生态河道滋养
着15.5万亩良田，4万亩优质粮食，3.6万亩精品水果、5.5
万亩出口蔬菜上演着各自精彩。这里，诞生了2016年中国
果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榜榜首品牌；这里，崛起了国内最
大规模之一的蛋鸡养殖场；这里，世界 500强企业纷至沓
来。这里，就是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

杭州湾长风浩荡，这片热土正风起云涌。日前，农业
部、财政部正式公布首批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名单，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名列其中，成为宁波首个“国字
号”现代农业产业园。

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养殖区里，
分布着 9 幢钢结构建筑；4 条庞大
的复合生产线代替养殖员的工作；
每条生产线分上下 6层……这是慈
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正大 300万羽
蛋鸡养殖项目一期的实景呈现。在
正大慈溪现代农业生态园内，百万
只 蛋 鸡 就 住 在 这 样 的 “ 楼 上 楼
下”；每一层都安装有自动供水、
添料设备；鸡舍内的粪便，则由机
器自动清理收集。

一个人管理8.64万只蛋鸡，一
个人管理 300亩水稻田。这些“奇
迹”，正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上演。

近年来，正大集团、中集集
团、爱科集团等世界 500强企业和
国内知名农牧企业纷纷落户慈溪市
现代农业产业园，预期投资超 30
亿元，一批现代化种养项目已建成
投产。

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上，
慈溪一直走在前列。“慈溪模式”
被列为全国现代农业发展七大模式
之一，连续三年在浙江省农业现代
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中位居前三，
相继被评为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

全国无公害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
国家级出口蔬菜质量安全示范区。
近年来，慈溪把产业园建设作为现
代农业发展的主抓手、主平台，坚
持以工业化的理念抓农业，创新体
制机制、集聚资源要素、引入一流
企业，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

早在 2009 年，慈溪就成立了
现代农业开发区管委会，负责具体
运行管理，并组建下属国资公司负
责园区的招商、融资、建设。目
前 ， 产 业 园 累 计 投 入 资 金 50 亿
元，其中政府投入 35 亿元，主体
投入15亿元。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土地资
源集中连片，规模优势突出，发展
空间广阔，“四横七纵”的道路框
架初步形成，水、电、气等基础设
施基本到位，建设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 5.5 万亩，高标准农田占比在
77%以上。

同时，与浙江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 7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建
立了紧密型战略合作关系，建成博
士后工作站 1个、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1个和科技特派员团队19个。

八年砥砺前行
累计投入资金50亿元

慈溪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已形成
连片规模化的优质粮食、精品水
果、出口蔬菜等三大主导产业，
并相应配套规模化畜禽养殖，形
成了种养结合的生态循环格局。4
万亩单季稻种植区是浙江省最大
盐碱地水稻生产基地；5.5 万亩出
口蔬菜基地是全国蔬菜发展优势
产区；“慈溪葡萄”是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慈溪古窑浦水蜜桃享誉
长三角，以葡萄、水蜜桃为主题的
休闲农业已有相当知名度。

产业园农产品加工能力显著，
加工转化率达 79.5%。与产业园相
配套的慈溪绿色农产品加工基地占
地 1平方公里，是首批国家农业产
业化示范基地，消化了产业园50%
以上的农产品。

作为产业园的“明星企业”之
一，慈溪大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主
要开展西兰花、毛豆等出口蔬菜的
种植和初加工，已形成完善的蔬菜
种植模式和订单销售模式，示范带
动周边近 2万亩蔬菜基地。该公司
结合蔬菜种植而实施的中央规模化
节水灌溉增效示范项目覆盖面积

7396 亩，有效解决了出口蔬菜干
旱期缺水问题。整个项目实施区域
对比工程前后，每年可增收约 400
万元。

创新机制迭出，辐射带动力
强。产业园不断改革创新，培育
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摸索
出 了 一 系 列 行 之 有 效 的 创 新 机
制。目前，园区内有龙头企业 25
家，其中国家级 1 家、省级 4 家；
家庭农场 67 家，另有省级示范场
4家。

“产业园规模化程度高，改革
创新走在前列！”慈溪市现代农业
开发区管委会负责人介绍说，目
前，园区内土地规模经营率达到
87.4%。“三位一体”农合联改革、
农户小额担保、资金互助会、承包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等都取得了明
显成效。“通过发展股份合作、订
单带动、量化入股等多种形式，促
进农民增收，2016 年产业园农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40850元，比周边
农民高出38%。同时，辐射周边31
万亩种植区域，带动农户增收超 3
亿元。”

产业规模化程度高
改革创新走在前列

产业园稻菜轮作区。

▲正大100万羽蛋鸡养殖项目。 （陈章升 何峰 摄）

▲规模化水稻种植。

▼蟹味白玉菇工厂化生产项目。（陈章升 何峰 摄）

▲新浦葡萄主题公园。（陈章升 何峰 摄）

▶恒海集团铁皮
石斛工厂化种植。
（陈章升 何峰 摄）

▲食品加工检测。

▶智能化节水灌
溉项目应用。
（陈章升 何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