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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 2022 年农业农村领域投资过亿元重点项目 48 个，今年计划投资 104.83 亿元；上半年
已开建 44 个项目，
开工率 91.67%——

44个农业大项目
“火力全开”
，
乡村振兴
“引擎”
轰鸣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张 晋 见习记者 周亚娆

乡村要发展，农民要富裕，归根到底靠
产业。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山东推动“五个
振兴”、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作为全省
发展的龙头，青岛必须勇担使命、走在前
列，加快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以
实际行动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落到
实处。
今年以来，青岛聚焦打造乡村振兴齐
鲁样板先行区，坚持把乡村产业发展作为
兴农之基、富民之本，把农业重点项目建设
作为乡村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和全方位推
动乡村振兴的“强引擎”，坚持用工业化理
念、项目化思维引领农业发展，加大农业龙
头企业引育力度，加快推进农业重点项目
建设，以产业振兴引领带动乡村振兴。
夏日炎炎，
“ 火力全开”。在火热的乡
村振兴一线，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沃野田畴
一派繁忙景象——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
能力强的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正加速推
进，撑起乡村振兴“四梁八柱”，为农业农村
发展增添“新动能”。

拉满“进度条”，项目建设“加速跑”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谋项目就是谋未来。抓紧抓实
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建设，对于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
发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先行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重要意义。
青岛是沿海开放大城市、经济大市，也是农业大市、
农村大市，是少有的山村、渔村、产粮村、蔬菜村等各类乡
村业态并存的城市，粮食、蔬菜、果品、肉蛋奶、水产品等
农 副 产 品 的 自 给 能 力 在 全 国 35 个 大 中 城 市 中 位 居 前
列。青岛 10 个区市中有 7 个是涉农区市，蕴含着大量的
消费和投资需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空间广阔。
围绕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青岛坚持把发展乡
村产业作为振兴乡村的重中之重，确定了农业农村领域
计划投资过亿元的 48 个重点项目，计划总投资 568.98 亿
元，2022 年计划投资 104.83 亿元。
今年以来，青岛持续发起农业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
攻势。一方面，抓好农业精准招商，积极对接农发集团等
国内 500 强企业，完善“签约、在建、竣工”三张项目清单，
加强重点项目服务、督导；另一方面，强化项目管理思维，
实施农业农村领域重点推进项目全生命周期指导，联合
相关部门建立管理协同、信息协同、服务协同“三个协同”
机制，提升项目建设质效。此外，完善财政投资项目全闭
环管理模式，出台涉农项目管理办法，严格立项审批、加
强执行督导、强化绩效评价，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工、财
政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上半年，一大批农业好项目、
大项目相继签约落户青岛，加快建成达产。
在平度市凤台街道，占地 136 亩的胶东半岛全食材
产业链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中。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北方
最大预制菜生产基地，可为胶东半岛地区提供每天 30 万
人次的营养配餐服务，预计实现年销售额 20 亿元，每年
预计消耗平度当地生产农产品的 10%，产品销售范围辐
射整个胶东半岛。
“我们项目于 2021 年 4 月份开始动工，现阶段 5 个建
筑主体结构封顶，计划 10 月份开展设备安装调试，12 月
份调试完成并投入试生产。”项目负责人李永涛介绍。记
者看到，多个建筑单体已经封顶，400 余名工人正在进行
内部装修及生产设备、机电安装施工。李永涛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是当地政府和街道靠前服务，为他们协调了
100 名工人和建筑材料进场，才保证了项目如期推进。
这只是青岛加快农业项目建设的一个场景。时下，
一批体量大、带动力强的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正加速
推进，为乡村振兴增添“新动能”——
在胶州市，改革开放以来最大农业外资项目、总投资
18 亿美元的益海嘉里食品产业园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项目计划分三期建设，一期项目大部分单体目前都已进
入室内装修及设备安装阶段，7 月 27 日小麦筒仓已顺利
进粮，今年年底大部分单体将陆续竣工投产，二期项目计
划下半年开工。该项目是益海嘉里集团在国内投资建设
的业务板块最全、创新活力最强、合作平台最广的综合性
食品产业园区，努力打造成青岛食品行业的“第二张名
片”，三期项目全部达产后，可实现年产值约 450 亿元；
在西海岸新区，占地 300 亩的渤海粮油 200 万吨饲料
蛋白及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办公楼、生产综合楼主体完
工，主车间钢结构封顶，设备安装到位。项目投产后，年
产值将达到 135 亿元，有效促进我国高蛋白饲料工业、粮
油相关产业以及董家口航运物流业的发展；
……
根据市农业农村局数据显示，上半年 44 个项目已开
工，开工率为 91.67%。上半年累计完成投资 47.52 亿元，
完成全年计划的 45.33%。
全面挖掘农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元价值，不断拓宽
产业门类，是项目建设的特点。观察这些重点项目，新产
业新业态的加入，让这些项目呈现出乡村振兴的勃勃生
机。除了上文中提及的开足马力驶入预制菜赛道的胶东
半岛全食材产业链项目，发展各类休闲农业新业态也是
重点项目的一个“主攻”方向——西海岸新区藏马山田园
综合体、沙子口街道流清湾田园综合体、城阳区美丽田园
示范村建设工程等项目，便是依托乡村独特资源优势，推
动农业与旅游、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各类休
闲农业新业态的代表。

■七河生物现代化农业产业园项目。

■益海嘉里食品产业园项目。

■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业园内景。 张 晋 摄

■胶东半岛全食材产业链项目正在加紧建设。 张 晋

摄

项目凸显
“工业化”
理念，
助农业提质增效

做好要素保障，促早投用早达产早见效

用工业化理念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积极引导“一产
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走高端”，助力农业提质增
效，是记者看到青岛发展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的一
个思路。
在即墨区，深远海养殖工船数字农业示范园项目
（即国信智慧渔业项目）已见成效——其项目主体、全
球首艘 10 万吨级游弋式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工船“国信
1 号”于今年 5 月投用，时下，正在海上开展大黄鱼的
养殖。
“‘国信 1 号’综合了船舶建造技术、养殖技术、工
业化生产技术、信息化技术等，开创了工业化‘船载舱
养’模式的先河，打造可移动的‘海上粮仓’。”国信中船
（青岛）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部长张青亮向记
者介绍。
以工业化的理念推进农业发展，推动项目在运行
过程中，集成管理和技术，着力打造生产、加工、销售等
全链条融合发展模式，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以“国信 1 号”为例，集成了管理和技术后的养殖
工船，预计可年产大黄鱼 3700 吨，年营业收入 3 亿元。
相比于传统近岸养殖，
“ 国信 1 号”深远海养殖可避免
如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造成鱼类得病甚至死亡，养殖
仓模拟海洋鱼类生存最佳水流速度，让鱼保持最佳的
游泳姿态；船上有 2000 多个检测点，实时监测鱼群生
存的环境，同时船只跟随水温变化调整航行地点，使得
一年 365 天都可以正常养殖，不仅养出的鱼品质更好，
产量也可比传统网箱养殖高出 3-4 倍。将近岸的传统
模式推向深远海，
“ 国信 1 号”把现代化工厂搬到了海
上，解决了近岸水质恶化的难题，其养殖模式也避免了
对近岸海洋资源过度掠夺。
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在带动乡村经济发展和产
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也撑起了农民的“腰杆子”、鼓起了
农民的“钱袋子”。
总投资 31.9 亿元的莱西市凯盛浩丰智慧农业产业
园项目，以“工业化”的理念，纵向打通了种业、种植、生
产加工、销售服务全产业链条，构建起从田间地头到百
姓餐桌的全方位业务布局。
园区智慧玻璃温室采用无土栽培和水肥一体化
等现代化种植手段，在温室内布局 846 个传感器、2330
个控制器，实时记录植株从定植到采收的全过程，每
天产生 2000 余万条数据记录，可以及时分析、预警并
通过温、光、水、气、肥智能化调控，保持温室内番茄最
佳生长环境，使传统的温室大棚变成可持续生产的、
符合国际高标准的、可以均衡稳定供应的超级蔬菜工
厂，年产量是普通大棚的 6-8 倍。同时，在产品加工
环节，研发出全智能集成自动包装线装备和工艺技
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番茄块、番茄蛋花汤等深加工产
品已批量生产供应市场。由凯盛浩丰创立的“绿行
者”蔬果实现品牌赋能，通过天猫、京东、拼多多等电
商平台销往全国各地，长期占据各大电商平台番茄类
目第一名。
在园区内，凯盛浩丰培养起一支自己的产业工人
队伍。这些工人来自项目所在地周边村庄，通过雇佣，
本来从事农业种植的农民，
“ 转身”成为和企业达成劳
动关系的工人。项目的落地，不仅为他们带来了身份
上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为其带来了生产环境和收入上
的提升。
“ 我现在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不仅收入增加
了，而且生产环境也好了，再也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了。”凯盛浩丰工人王文雷告诉记者。

重大项目是经济发展的“压舱石”,做好要素保障
服务是项目落地生根的前提。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
推进过程中，各级各部门主动靠前，畅通要素供给渠
道，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服务。
走进位于平度市蓼兰镇的七河生物现代化农业产
业园项目出菇大棚，菌菇香气扑面而来。山东省七河
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静书安告诉记者，该项
目总投资 6.2 亿元，占地面积 780 亩，建设年产 6000 万
棒香菇菌棒智慧化工厂生产基地，培育适用于工业化
生产的广温香菇品种，实现自动脱袋、自动注水、香菇
自动入库、全自动包装等数字化产业链全覆盖，致力于
打造全球首家智能化出菇工厂。项目达产后年销售收
入可达 6 亿元，净利润 6500 万元，可提供 600 余个就业
岗位，实现当地人民年均增收 4-6 万元，带动周边 300
余户农户种植食用菌，形成“以菌促农，农菌结合”的良
性循环；同时，项目年利用废弃果木枝条 7 万吨作为菌
棒制作原料，实现生物资源有效循环利用。
该项目 2020 年 11 月签约，2021 年 3 月开工建设，
仅 用 4 个 月 就 破 土 动 工 ，离 不 开 政 府 对 该 项 目 的 重
视。
“我们项目需要征用 570 多亩地，政府只用 1 个月时
间就帮我们完成了百姓土地赔偿、清地工作，让我们拿
到地。而且，我们的施工审批也非常快，只用 1 天时
间，政府工作人员加班到晚上 8 点，把手续都给我们办
理完成。”对于当地的营商环境，静书安印象深刻。此
外，为积极服务七河生物现代化农业产业园项目落地，
市农业农村局积极对接国网青岛供电公司，并争取项
目资金 870 万元，新建改造了 18.57 千米的 10 千伏架空
线路，组立水泥杆 298 基，组立钢管杆 29 基，完成配套
电网设备改造升级，彻底解决该项目用电“卡脖子”问
题，增强了供电的可靠性。
在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下，园区已累计完成投资
4.27 亿元，308 栋出菇大棚建设完成，香菇包装车间、制
冷车间已投入使用。目前，菌棒生产车间已竣工，正在
调试生产设备，整个项目预计 10 月投产。
这是青岛服务农业农村领域重点项目的一个场
景。从快速拿地、审批，到积极解决项目基础设施问
题，涉农项目加速推进。今年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对于
涉农产业重点项目坚持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三化”
推进产业发展。
“我们建立了梯次项目清单，
按亿元以上、
3000 万元
以上梯次梳理在建重点项目、
签约在谈项目和储备项目，
确保项目主体、
季度计划、
实际进展和责任落实
‘四个到
位’
，
对标对表抓推进。
”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同时，
上下协同加速开工，
用好用活一线督导、
视频调
度、
资料核验和市、
区市两级协同推进等多种方式，
推动
项目加速启动开工，
积极应对疫情影响，
在确保安全生产
的基础上提速度、
赶进度。强化政策服务保障，
探索实施
涉农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
聚焦
“人、
地、
钱”
等
关键要素，全力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各类困难。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项目建设督导力度，结
合疫情防控现实需要，运用一线督导、视频调度、资料
核验以及市、区市两级协同推进等多种方式，统筹推动
2 个省重大项目、14 个市重点项目、48 个投资过亿元重
点项目、17 个投资 3000 万元以上项目快建设、早达产，
定期访查 12 个储备项目，及时将符合条件的项目调整
至相应清单进行调度管理，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难点问题，推动项目早投用、早达产、早见效。”市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