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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园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三晋探索
阴吴晋斌

野新建的 500 亩彩椒大棚袁全部实现智能化管理尧机械化作
业尧水肥一体化灌溉袁通过示范引领袁下一步我们将建立农户承
包生产尧合作社全产业链服务的模式袁带动更多农户就业增收遥冶
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神头镇神西村甘源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刘志岗说遥

从 2018 年开始发展设施有机彩椒种植袁 通过今年的改建尧
扩建袁到目前袁甘源种植合作社已经流转土地 1000 亩袁建成并投
入使用日光蔬菜大棚 300 个袁并建成日分选彩椒 30 吨的分选仓
库 5000 平方米和可冷链仓储 130 吨的恒温冷库 1.5 万立方米遥
如今袁该合作社彩椒年产能可达 1800 吨袁实现销售收入 1200 万
元袁野神头泉畔冶 彩椒品牌和绿色蔬菜基地成为朔州的一张新名
片遥

进入野十四五冶后袁山西省将设施园艺产业作为农业现代化
的主要抓手袁从良种攻关尧冷链配套尧市场建设尧提升建设规模和
装备水平等方面着力袁用现代生产手段改变蔬菜水果种植方式袁
通过智能化种植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遥

截至今年 6 月中旬袁山西省新建温室大棚 16836 亩袁改造老
旧闲置日光温室 2350 亩袁新建水果避雨棚 4.8 万亩袁新发展食
用菌 4300 万棒袁 建设生产菇房 2200 亩袁 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
设尧省级设施蔬菜标准化示范园创建年底可完成遥

山西省南北跨度大袁海拔高袁光
热资源充沛袁 发展设施园艺产业具
有明显的资源优势遥此前的十年里袁
山西一直位列 野黄淮海及环渤海设
施蔬菜重点区冶遥

到 2020 年末袁山西设施园艺产
业面积 71.5 万亩袁 产量 263 万吨袁
为全省冬春淡季蔬菜尧 水果的稳定
供应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但是袁 还不
能完全实现淡季保供袁 以冬季日光
温室蔬菜为例袁设施蔬菜面积 55 万
亩袁产量 242 万吨袁仅能满足全省蔬
菜生产淡季市场需求的 44豫左右袁
一半以上需要省外调入遥

此外袁 刚刚脱贫的地区大多处
于高寒冷凉山区袁 半年不能种成为
巩固脱贫成果的瓶颈曰不过袁山西紧
邻京津冀城市群袁 有得天独厚的市
场优势遥

基于此袁 山西省决定以集中连
片欠发达地区和冷凉山区为重点区
域袁大力发展设施园艺产业袁解决这
些地区半年不能种的问题袁 从而加
快推进传统农业发展方式向现代农
业转变袁巩固拓展产业脱贫成果袁促
进农民增收遥

野我们将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新
趋势和国内国际双循环新需求袁在

新基建尧新技术尧新材料尧新装备尧
新产品尧 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袁
走出一条特色充分彰显尧优势充分
发挥尧联农带农富农尧科技创新支
撑高质高效的设施农业发展新路
子遥 冶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王
进仁说遥

这意味着袁 山西新一轮的设施
园艺产业再塑袁 从顶层设计上就注
重了科技创新要素的配置袁 既重视
了硬件设施的建设袁 也着眼了软件
的协同匹配曰 既注重了生产环节的
提档升级袁 也兼顾了产业链和运营
机制的建设遥

2020 年袁太原市清徐县孟封镇
杨房村村委会集中流转设施农业土
地 100 多亩袁建成了 28 座高标准日
光节能温室袁 承包户每年给村集体
经济上缴 5000 元承包费遥

野现在以西红柿种植为主袁主
导品种有两个袁 一个是 耶普罗旺
斯爷尧一个是耶欧宝二号爷遥 测算下
来袁 一个温室大棚的收益一年在 5
万元左右遥 冶杨房村村委会主任李
刚虎介绍说遥

近日袁 记者在现场看到袁28 座
温室全部实现了智能化袁 手机成为
农户的新农具袁 种植户坐在家里用
手机轻轻一点袁 就可以实现远程自
动化控制袁搞定温室所需要的作业遥

野综合应用水肥一体化尧绿色防
控技术尧补光技术的智能化运用袁实
现了西红柿生产的智慧化遥冶李刚虎

介绍说遥
山西省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袁已

经完成今年目标任务的 90豫以上遥
这要归功于山西省市县三级协同创
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和融资环境袁
省市县三级都出台了不同层面的扶
持政策和金融支持手段曰 其次是技
术服务和产业链支撑服务贴近生
产尧贴近农民尧贴近产业遥 省里不仅
有专家团队尧 项目工程队到一线服
务袁还下拨了高质量农民培训资金袁
要求各县对种植户实施技能培训袁
做到新技术尧新品种尧新装备等的软
着陆袁 打通了科技推广到农民的最
后 500 米遥

野在市级扶持政策的基础上袁
我们对土地流转面积达 200 亩以
上的设施农业建设工程袁 给予每
亩 300 元的一次性奖补袁 破解了

土地瓶颈袁 还成立了设施蔬菜技
术专家团队从建棚到卖货全产业
链服务农户遥 冶清徐县副县长刘紫
霞介绍遥

据了解袁 清徐县充分发挥政策
杠杆作用袁与清徐县农业银行尧农商
银行等金融机构签定战略合作协
议袁运用野政策资金垣自筹资金垣集
体入股垣银行贷款冶等方式袁撬动资
本投入设施农业建设袁截至 2020 年
底袁 该县设施农业总投资达 3.2 亿
元袁其中金融贷款 1.2 亿元尧社会资
本 1.8 亿元遥

野我县培养本土专家 30 余人袁
每年要培训蔬菜种植户袁 并组织大
型技术交流会袁确保技术服务到位袁
及时解决种植户技术上的困难遥冶大
同市阳高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介
绍遥

3
建好新机制，走向共同富

2019 年袁清徐县徐沟镇西怀远村开始建设
千亩高效设施蔬菜示范园遥 该村党支部坚持党
领导一切袁成立了专门的公司袁统一规划尧统一
流转土地尧统一施工建设遥

截至目前袁西怀远村完成投资 6800 万元袁
建成 175 栋温室渊大棚冤袁主要种植黄瓜尧西红
柿及新品种葡萄套种叶菜遥 园区内不仅对水尧
电和路尧退水等工程进行全面配套袁还应用了
水肥一体化尧智能化控制等技术袁实现设施蔬
菜现代化尧标准化尧专业化尧绿色化生产袁并对
农业生产废弃物进行无害化处理袁实现了园区
的景观化遥

在经营方面上袁该村党支部采取野农户承包
自主经营垣集体收取承包费冶模式袁将壮大集体
经济和做强农户经济一起抓遥

下一步袁 村党支部将统一品牌依托田头市
场袁围绕农校对接尧农超对接尧农企对接袁大力实
施产品走出去工程遥

西怀远设施蔬菜示范区实现了当年建设尧
当年见效袁 蔬菜种植户从 40 户增加到了 300
余户遥 到 2020 年底袁温室一季栽培单棚平均效
益达到 7 万元袁 两季栽培单棚实现收益达 12
万元以上袁 天桥式温室单棚收益实现 5 万元袁
2020 年人均年收入 22357 元袁 较 2018 年增收
15豫遥

像西怀远一样袁 山西设施园艺产业的发展
从一开始就注重了引导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
向袁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袁合理安排茬口的经营管
理模式建设袁并倡导各地建立政府引导袁企业尧
合作组织为主体袁农户广泛参与的运行机制袁让
集体经济和农户共建共享产业发展的收益模
式遥

由此袁 不仅智能化让生产环节变得智慧起
来袁而且在市场导向下袁整个设施园艺的全产业
链运行也变得智慧起来袁 为销而种的理念逐渐
深入人心遥

智能化新基建尧生物栽培新技术尧设施建
造新材料尧数字化新装备尧精优高端新产品尧产
业融合新业态的集聚和组合之下袁三晋大地呈
现出在更高起点上推动设施园艺产业发展的
新态势袁为山西现代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
新活力遥

1
围绕大市场，导入“新”产业

2
科技硬支撑，设施软着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