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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农产

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

是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基本

要求。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

先的原则，增加农产品和农业的核心

竞争力，唱响质量兴农、品牌强农、绿

色发展的主旋律，加强从“农田到餐

桌”全过程农产品安全工作，严防、严

管、严控农产品安全风险，全面提升农

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保证广大人民群

众吃得放心。

南阳是河南省面积最大、人口最

多的省辖市，是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渠首所在地

和核心水源区，是国家

粮食安全战略工

程河南粮食生产核心主产区 ,是传统农

业大市，素有“中州粮仓”之美誉。随

着粮食生产总量的连年攀升，南阳市

粮食生产岁稔年丰，生态绿色农业招

牌越擦越亮。

作为农业大市，南阳不仅

是名副其实的“大粮仓、大厨

房、大餐桌”，也锻造了一大批

南阳农产品品牌。西峡香菇、

桐柏玉叶、桐柏香椿、桐柏朱砂

红桃、唐河红薯、新野甘蓝、香

花辣椒、唐河绿米等被农业部

认定为地理标志产品，“仲景”

香菇酱、“吉祥结”花生仁油 、

“亚洲一库”大闸蟹被评为省级

特色农产品品牌；“想念”挂

面 、“三色鸽”牛奶被评为省级

农产品农业企业品牌，“博望

坡”黄金梨、“福森”金银花茶、“郦邑贡

菊”菊花茶等 10种农产品被评为地方

级特色农产品品牌。

2016 年成功创建“全国农业综合

标准化示范市”和全国唯一的“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市”，

2017年又踏上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市的历程。安全市创建以来，认定

无公害基地 333 个、有效期内

“三品一标”产品 695个（其中无

公害农产品 115 个，绿色食品

75个，有机食品 496个，地理标

志产品 9个），种植业农产品“三

品 一 标 ”认 证 面 积 占 比 达 到

42.9%，种植业农产品省抽检合

格率 100%；畜产品省检合格率

99.5%，水产品质量省检合格率

100％。食品农产品出口货值

占全省同期食品农产品出

口总值的半壁江山，稳居省

辖市第一。

“借助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这张名片，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打造

南阳农业生态绿色、优质安全的新形

象。”南阳市创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市农

业农村局局长王宛楠表示，作为南水

北调中线工程渠首地和核心水源区，

生态绿色永远是南阳的一张名片。

在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过度使用化肥、农

药、除草剂等就让广大消费者吃尽了“苦”头，由此

造成的环境污染触目惊心。因此，农产品安全日

益受到消费者的关注和重视，生态绿色有机农产

品渐渐成为餐桌新宠。

好山好水，孕育优质农产品。

脆生生的水果黄瓜、绿油油的灯笼菜椒、红艳

艳的营养西红柿，还有西蓝花、芹菜、茴香、豆角

等，都长势喜人……走进南阳市社旗县李店镇丙

玉有机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大棚内，仿佛置身

世外桃源。这个专业合作社基地地处一片平原沃

野中，附近有百亩堰、半月潭、湾流三个中型水库，

总库容 500万立方米，全镇域内地下水位在 15米
以上，据卫生部门检测，水质优质安全，达到饮料

用水生产用水的标准。

合作社负责人张丙玉介绍说，有机蔬菜在栽

培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人工合成的农药、肥料、除

草剂、生长调节剂等，只使用有机肥，技术人员每

天对蔬菜棚内的湿度、温度、光照都严格把控，装

置有灭害虫的灯管，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味性捕

杀害虫。

这里还有一些进入休耕期的大棚，即大棚里

在一段时间内不种植任何东西，让土地“休养”一

段时间，将来地力会更肥沃。这些大棚内施用的

是经过充分腐熟后的鸡粪、猪粪等有机肥，有厚厚

的一层。

上述情景只是南阳市大力发展生态绿色农业

的一个缩影。

好天、好地、好山、好水，使得南阳市完全具备

了发展生态绿色农业的内外在条件和优势。

为此，南阳市作了充分诠释。

强化政策扶持。按照政府扶持、部门支持、企

业运作的要求，市县制定扶持政策，优化发展环

境，提供全方位服务。市财政每年拿出 2000万元

设立专项资金，支持生产基地、检测体系、“三品一

标”认证及标准化生产、信息化体系等建设，整合

涉农项目，集中向生产基地投放。

完善检测体系。目前建立市级农业检验检测

机构 9家、县级 36家，市县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有

3个获得“双认证”，2018年累计检验检测蔬菜、水

果、粮食、畜产品、生鲜乳、水产品、饲料、饲料添加

剂、农（兽、渔）药、化肥、种子等样品 30万余个。

确立生态绿色农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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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市县乡三级均成立

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机构，

200 个乡镇街道建立了监管

站，大部分乡镇街道进行了标

准化配制，对工作人员进行了

培训，达到“五有”要求，全市

共确定村级协管员 4028 个，

乡村监管能力大大加强。

已经做成美味佳肴并上

了餐桌的白菜，只要你没有丢

掉其包装，拿起来扫描包装袋

上的二维码，这颗白菜的“前

世今生”很快便一目了然，何

时被种植在何地、生长过程中

使用了哪些肥料、有没有“生

病吃药”、何时被采摘……每

一个环节，都可以清清楚楚，

从农田间到餐桌，南阳市通过

打造“一条龙”式的农产品质

量安全溯源平台，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在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生产管

理平台清晰地记录了农产品

生产过程的播种、施肥、植保、

收获等情况，自动生成追溯

码，为追溯平台提供真实性数

据信息来源。”在南阳市农产

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指挥中心，南阳市农业局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程

挺介绍说，利用农产品追溯系

统让农产品种养实现透明化，

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农产

品，同时为纳入监管平台的企

业产品提供了政府信誉担保，

提高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

信誉度。农产品追溯系统的

应用，降低了监管部门执法的

难度，有利于监管部门对产品

进行监管，加快推动形成上下

贯通、相互联动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监管工作机制，从而实现

了农产品生产环境课间空、过

程可控制、质量可监测、流向

可追踪、信息可查询、责任可

追究，真正确保舌尖上的安

全。

农产品生产基地中，蔬菜

水果安全风险因素较高，南阳

市蔬菜水果产地检测室建设

始于 2008 年，有 67 家基地建

立了检测室，开始产地准出试

点，对产出的蔬菜水果进行快

速定性检测。

在西峡县，从丁河镇黄狮

村到简村记者看到，在不少地

头悬挂着有机种植示范户的

标识，已经种植猕猴桃近 30
年的庞大孔告诉记者，这里的

猕猴桃由县里的猕猴桃办公

室统一指导管理，从基地的规

划建设到技术管理、加工销售

都采用统一的管理方式。在

肥料使用上使用统一的有机

肥料，采用套袋的管理方式，

避免大量农药施用，田里有统

一的灌溉设施，保证使用的水

质达标。“标准化示范基地的

猕猴桃由加工企业承包，定期

会有质检中心检验，出来的果

子质量不达标，公司都不收

购，最后只能烂在家里。”庞大

孔说，随着出口的越来越多，

对果子的质量也越来越高。

目前建立市级农业检验

检测机构 9 家、县级 36 家，市

县农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有 3
个获得“双认证”，2018年累

计检验检测蔬菜、水果、粮食、

畜产品、生鲜乳、水产品、饲

料、饲料添加剂、农（兽、渔）

药、化肥、种子等样品 30万余

个。

“检测作为守护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一双‘慧眼’，来不得

半点马虎，容不得丝毫侥幸。”

南阳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董

国良说，他们要尽其所能为农

产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

坚持绿色发展，创建农安

南阳。近两年来，南阳市邀请

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

表参与监督，小手拉大手，推

出“农产品质量安全行”、“农

产品安全演讲比赛”、“食品农

产品安全宣传青年大使评选”

活动，广泛传播农产品质量安

全科学知识，引导科学生产和

理性消费，号召广大人民群众

投入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市

创建，人人关心、人人参与、人

人有责的社会共治氛围更加

浓厚。南阳市笃定会在创建

国家农产品安全市的征程上，

努力奋斗，逢山开路，遇水架

桥，将舌尖安全保卫到底，不

断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获

得感、幸福感。

强化现代要素让产业强起来

围绕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近年来，南阳市

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大力推

进农业标准化，推动绿色发展，实现农产品生产

“产出来”；切实加强执法监管，确保农产品安全

“管出来”；实施品牌提升行动，打造品牌体系，强

化农产品品牌“树起来”；围绕产业转型升级和提

质增效重大需求，大力推广运用新技术，强化现代

要素集成运用，让农业产业“强起来”，着力增加绿

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需要的基本要求。

起飞、悬停、盘旋、喷洒……四旋翼无人机轻

快地掠过，4个喷头同时工作，以每秒 2米至 5米的

速度喷洒作业。在南阳市卧龙区潦河镇南阳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植保无人机正式入驻园区作业成

为南阳农业发展史上的一个亮点。南阳正在不断

强化诸如植保无人机、物联网等现代农业要素，力

促南阳供给侧改革步伐加快，让南阳农业产业强

起来。

河南三色鸽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色鸽

乳业）加快供给侧改革，打造农业“高精尖”的现实

范例。近年来，三色鸽乳业将奶牛育种、饲养、挤

奶、原料奶运输、加工、销售等关键生产环节串

联起来，形成了奶业“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模

式。同时，三色鸽乳业加强先进技术应用。

育种环节，建立以分子育种、大数据优选、

血统追溯为主的种牛血统追溯体系，精选

优质种牛基因；饲养环节，科学使用精准饲喂管理

系统，确保牛群健康、高产；挤奶环节，使用个体自

动识别、智能挤奶系统，建立以原奶质量安全为核

心的生产管理数据体系；运输环节，实现牛奶挤出

后直接降温到 4℃以下、运输温度保持在 4℃以下、

从牛场配送到加工厂时间在 4h以内；运输和收购

环节严格执行“两证一单”制度，确保原料奶产品

质量全程可追溯；加工环节，采用 72℃的 15秒低温

杀菌工艺，最大限度地保留牛奶的活性物质和营

养。

无独有偶，位于新野县城郊乡的新野县宛绿

农民专业合作社蔬菜基地 ,则引用和制定了从产前

投入品的采购和管理，产中蔬菜生产技术规范、过

程管理，直到产后产品检测、加工、贮藏运输全过

程的标准和规范，并通过物联网技术、环境因子调

控、进销存、物资管理系统、基地产品速测和农业

部全国种植产品质量可追溯系统等管理手段的升

级提升，实现了全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标准化 ,保
障了产品品质。

科尔沁肉牛南阳有限公司走的则是循环利用

道路。作为目前南阳存栏最大、养殖水平最高的

肉牛养殖基地，科尔沁肉牛建有高标准牛舍 10万
平方米，存栏优质肉牛 10万头。科尔沁肉牛不仅

在养殖环境、饲料兽药投入品和生产管理全过程

实施“三项控制”，还按照种养结合、循环利用的理

念，全量收集养殖粪污，经无害化处理后能源化、

肥料化综合利用，以养殖场为中心，以沼气能源利

用、沼液沼渣还田肥用为纽带，形成区域内循环可

持续发展。

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落户南阳市新野

县，以科尔沁牛业南阳有限公司为龙头，围绕新野

县肉牛产业的提档升级，如今一个“全链条、全循

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在这

里脱颖而出。以科尔沁牛业为龙头，在示范区内

建设有南阳市种公牛站、万头肉牛育肥场、屠宰加

工厂、皮南牛品种繁育场、肉牛交易市场、金正佳

有机复合肥厂等配套服务项目，还有 10万吨 TMR
饲料加工厂和熟食品加工厂、甜玉米加工厂、蚯蚓

生物制药、冷链物流园等项目。在这里农、牧、工、

商四大业态相互联通，“1+4”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初

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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