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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市农委积极践行“店小二”理念，为“三重”项
目(重大项目、重点（台资）企业和重要民生项目)提供更加精
准化、具体化、特色化服务，深入推进强“龙”富农，接二连三
共促产业延伸，打造扩链增收服务品牌，受到服务对象的高
度肯定。 在近日召开的全市作风建设大会上，市农委被评为
“全市软环境效能建设十佳单位”，“强‘龙’富农、扩链增收”
服务品牌被评为“101%服务十大品牌”。

市农委主任张进成在农业生产基地调研

沟通
“
零距离”
江苏中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淮香食用菌项目

金鸡坨休闲农庄项目

服务农业项目措施实

江苏全稳康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是一家台资企业， 成立于 2012 年，位
于涟水县南集镇，占地 170 亩，是以种
猪繁育、 仔猪培育和合同养猪为主的
农业龙头企业。 公司以“公司 + 农户”
为经营模式， 带动淮安市百余农户致
富。 经过五年的发展，公司生产规模不
断扩大， 现有的合作农户已经不能很
好地消化公司逐渐增加的产能。 市农
委领导到该公司实地调研走访， 得知
这个情况后， 利用农业部门服务“三
农”的优势，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难题，
同时增加农户的收入。 2017 年 7 月，
市农委向农户大力宣传全稳康源“公
司 + 家庭农场”经营模式的优势，给有
意向合作的农户吃上“定心丸”，该公
司已与 70 多农户签约，带动周边农民

建立
“销号”制

市农委领导带领业务处室人员到温氏集
团淮安茭陵种猪繁育基地调研

致富，同时也推动了企业更好地发展，
真正实现企业盈 利 和 农户 增 收 的 共
赢。
市农委主要领导多次带队， 走访
市农业“三重”项目，征求企业对农业
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双方围绕企业规
划、服务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座谈，共
话农业发展大计。 业务处室负责人定
期走访企业和项目有关负责人， 跟踪
了解经营状况、施工进度、项目进展，
共同商讨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和解决措施，拉近与企业之间的距离。
定期召开服务企业发展座谈会， 协助
解决涉诉涉法问题， 共谋破解难题办
法。 同时，针对企业的农业项目扶持需
求，明确责任处室、服务人员，实行“面
对面”定责定人制度。

农业重点工程推进快

针对淮香食用菌产业园重点工程
建设项目时间紧、任务重、工作量大的
实际情况， 市农委不断创新服务工作
措施，实行领导分包制度，由主要领导
统筹抓、分管领导重点抓、具体经办人
全面抓落实的工作思路， 明确职责分
工，确保项目工程建设有序快速推进。
2017 年 3 月 1 日，分管领导和具体经
办人结合企业建设和生产实际情况，
指导企业做好国家、省、市农业项目的
申报工作，协助制定 2017 年项目申报
实施计划；4 月份争取到了江苏省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项目 资 金 200 万
元；5 月份帮助企业完善市级“4+1”现
代农业产业发展财政引导资金项目的
编制工作， 并 申 请 到 市 级 财 政 补 助
150 万元， 推动一期工程菌包培养车
间项目按期建成投产。
根据“三重”项目建设进度目标，
市农委每月至少上门一次， 跟踪了解
项目建设推进情况、 企业生产经营状
况， 对涉及政务服务方面的问题列出

服务清单，按月排出了全年服务计划，
并对每个服务事项都明确了专门的联
络员，采取销号机制，跟踪督促落实。
在调研过程中， 得知企业准备在
食用菌深加工方面的打算， 计划与合
作单位生产食用 菌 休 闲 食 品 和 调 料
品，延长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该委
当即联系了淮安市食用菌协会， 筛选
食用菌休闲食品加工企业， 帮助企业
在国内寻找更多的合作伙伴， 同时帮
助联系了浦楼酱醋厂， 促成两家企业
合作，就近利用企业生产的杏鲍菇、蘑
菇等，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流通环节，
生产杏鲍菇酱油、蘑菇酱油等，提升产
品的附加值，拓宽产品销路，共同探索
出一条区域合作、互利共赢的思路。 企
业还计划利用食用菌的废菌包， 加入
秸秆等原料， 发动农户发展大棚生产
蘑菇、双孢菇、海鲜菇等，实现循环生
产，同时带动周边农户致富。 市农委安
排淮安农广校， 为有意向种植食用菌
的农户开展菌类种植技术培训。

倡导“
点对点”

市农委领导到市食用菌协会调研

服务农业生产效率高

爱美森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
向市农委反映该企业木材产品检疫不
便，希望市农委协调在园区或附近增设
检疫点， 或直接派驻检疫人员进企业。
市农委分管负责人得知企业困难后，马
上出面协调，让该公司暂时到位于淮阴
区丁集镇的木材检疫站办理木材产品
检疫业务。为了方便该企业以及工业园
区内其它企业今后办理森林植物检疫
相关业务，市农委又与工业园区的社会
事业局协调，由该局派 3 名人员参加全
省组织的新增植物检疫员培训，培训合
格及取得 UKEY 后， 持检疫员证就可
以就地在工业园区内办理森林植物检

促进“
大提升”

疫事项，极大地方便了企业的木材检疫
工作，同时也节省了检疫的时间和运输
成本。
在服务农业生产工作中，市农委创
新理念，为企业成长“点对点”提供政
策、信息、法律、人才、场地等全方位服
务。 切实做到出实招、解难题、求实效，
以真抓实干的态度推动淮安农业科学
跨越发展；大力倡导“马上就办”精神，
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切实以高效优质
的服务赢得企业和群众的信赖。 针对
“三重”项目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在职责
职能范围内的予以高效解决；涉及其他
单位的，通过联办协办予以解决。

龙头企业培育成效显

通过服务品牌创建活动，农业龙头
企业培育取得显著成效，带动全市农林
牧渔各行业的快速发展，让农民“富了
口袋”又“富了脑袋”，成效明显。
截至目前，全市各类农业龙头企业
1630 家， 较 2010 年增加了 1100 家，
其中省级农业龙头企业 48 家； 年销售
超亿元龙头企业 155 家，其中 5 亿元以
上 13 家、10 亿元以上 8 家。 销售收入
大幅增加。 各类农业龙头企业销售总额
由 2010 年的不足 400 亿元， 上升至
2017 年的 1335 亿元。 工业新增产值占
比大幅增加。 2010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
新增产值占工业新增产值不足 25%，
而当前占到了工业新增产值的 57%，
成为全市工业经济新的增长极。 带动能
力大幅增加。 各类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
合作共建各类基地面积 410 万亩，带动
农户 91 万户，户均增收 3300 元，分别
较 2010 年 增 加 300 万 亩 、51 万 户 和
1250 元。
市农委还充分利用好国家发展食
品工业、 农产品加工产业等政策措施，

培植更多更强的农业龙头企业。 通过引
进双汇、三森、温氏等龙头企业带动了
畜牧业发展，做强紫山、闽丰、淮香等龙
头企业带动了食用菌产业发展。 创成国
家级农业园区和示范基地载体 6 家，市
级农业园区 15 家， 增强对产业的支撑
能力。 通过深化政企银保合作，解决龙
头企业融资、土地等发展难题，吸引温
氏、慕德等龙头企业投资 30 亿元，带动
了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 帮助 34 家
企业落实省市农业产业化财政扶持资
金 2400 万元， 吸引社会资本 6500 万
元投入农业生产。 先后组织 60 余家企
业进行培训，邀请知行投资、汇隆投资
担保、邮储银行等，搭建政企银保合作
平台，解决龙头企业发展融资难题。 市
农委还积极组织龙头企业参加各类展
会，提高知名度，加大对品牌创建的奖
励力度，创成中国驰名商标 6 件，地理
标志农产品 120 件，数量居全国设区市
第一，“淮安红椒”亩均纯效益过万元。

■通讯员 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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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桥江苏宇飞食品项目

紫山食用菌产业园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