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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农垦诞生于1952年2月，根据毛泽
东主席发布的命令，成立农业建设第
四师，在江苏沿海、沿江、沿湖荒滩
创建的一批国有农场。

江苏农垦简况

南京
镇江

常州

苏州

扬州

淮安
盐城

泰州

南通

宿迁

徐州
连云港

无锡

岗埠 云台
东辛

黄海
滨淮
淮海
临海新洋

东坝头

江心沙

新曹

弶港

南通

海安

三河
宝应湖

复兴圩

白马湖

江苏农垦总部

◼ 垦区土地总面积183万亩，总人口18.5
万人，在职职工4.3万人。

◼ 经过近70年的改革发展，形成了以现代
农业为核心，以医药健康、房地产及相
关投资为支撑的“1+X”的产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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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由集体统一经营

管理，农场职工实行工资

制，由生产队长统一安排

生产工作。

农垦初创时期

1952-1979 1979-2000 2000-2007 2007至今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借鉴

小岗村经验，推出了以

“定、包、奖”为主要内

容的农业责任制改革。

大农场套小农场

场企职工分流，农机实行

私有化，农业实行“两田

制”（身份田和租赁田）

先交后种

2011年整合垦区种植业

资源，组建苏垦农发，推

进农业全产业链一体化经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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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垦农业发展四个阶段



1.1 国营农场经营

◼ 上世纪50年代末，农场率先引进农业机械，
替代人力、畜力进行农业生产。

◼ 到上世纪70年代，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在
农业耕、耙、播、收作业中广泛应用，农
场率先走上了农业机械化的大道。

◼ 水稻生产达到600斤/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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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田化布局农业生产



1.2 家庭联产承包经营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
借鉴小岗村经验，开始联产承包试点，推出
了以“定、包、奖”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责任
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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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任务、定成本、定产量

包产量、包产值、包成本

超产、超利奖励

完成不成生产任务赔偿

◼ 出现了家庭农场经营模式，逐步形成了统分
结合的“大农场套小农场”双层经营体制。

◼ 实行农场统一经营，产品统一管理，农场承
担经营风险，分户管理生产，奖金与生产效
益挂钩。

◼ 水稻生产水平突破1000斤/亩目标。



1.3 土地租赁经营

◼ 职工种田的积极性得到了有效调
动，加之当时国内粮食价格回升，
使得职工收益增长。

◼ 同时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对农业
生产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土壤
地力下降，农业机械化水平下降，
局部性自然灾害频发，抗灾能力
不强，水稻产量水平在1100斤/亩
上下徘徊；

◼ 农场刚性支出增加，集体入不敷
出，各种生产、社会矛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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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的市场风险、自然风险



1.4 农业一体化经营

◼ 麦稻生产实现机械化、智能化

◼ 农业机械率达到98%以上

◼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超过72%

◼ 农产品商品率达98%以上。

◼ 江苏农垦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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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实施模拟股份制生产

经营体制

2011年整合垦区种植业资源，

成立苏垦农发股份公司

农场持股、职工参股、统一
管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提升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
高农业抗灾保丰能力，组织
开展农业新技术研究与推广、
加强农业机械引进与适应性
改造，使得农业生产能力得
到极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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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农垦农业发展的历程也是一个农业现代化实践的探

索过程，将传统农业通过组织化、高效化管理，应用先

进的农业机械和智能装备，开展农业科技的创新与集成，

实施标准化绿色生态可持续生产、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形成了以常规麦稻生产为主、全产业链一体化的农业现

代化解决方案。

江苏农垦农业现代化的实践



2.1 创新农业经营机制，用现代理念经营农业

以规模化经营为目标
创新农业经营体制

建立农业一体化
管理体系

以市场化机制完善经
营主体间的利益连接

五统一 四级管理网络 全产业链

统一良种
布局

统一农资
供应

统一农机
作业

统一栽培
管理

统一产品
销售



2.2 实施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用现代装备改造农业

◼ 建立先进农业机械引进推广机制和创新平台
制定了农业机械管理办法，明确了农业机械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的机制。一系列大型拖
拉机、大型宽幅收割机、钵苗摆栽机、自动导航驾驶系统、超低量绿色防控装备、无人机航
空植保等得到广泛应用。



中德作物生产与农业技术示范园

◼由中德两国农业农村部共同指导与支持，中方苏垦农发黄海分公司
实施，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
成果

引进德欧先进装备

促进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
培训现代农业技术

培养现代农民

中德农机农艺融合

示范高质量耕作新模式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发挥中德农业桥梁纽带作用



2.2 实施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用现代装备改造农业

◼ 组织农业机械设备的适应性改造
创新了收割机轴流滚筒、正反旋复式播种机械、反旋条带播种机械、复式整地机械、开沟

筑埂机械等，提升了农机作业效率，建设了高标准的粮食烘晒储设施，实现了麦稻收割后及时
烘晒入库，提高了农业全程机械化水平。



2.2 实施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用现代装备改造农业

◼ 建立农机作业质量管理制度

制定不同作物、不同耕作模式下的农机作业技术标准和流程标准，建立以“按质论价”为核心的
农机作业质量管理制度，保证各项机械作业在不同土壤条件、不同墒情条件下都能实现高质量的
作业，为稻麦两熟高产高效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2.2 实施农业全程机械化智能化，用现代装备改造农业

◼ 建立农机综合信息化平台和农机监管网络两大系统

加强现代农机管理，实现对农机作业进行实时监管、对农机作业质量进行动态核查，
通过对农机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应用，给农业现代化插上科技的翅膀。



2.3 健全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体系，用科技提升农业

◼建立“公司总部、分公司、管理区、生产区”四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强化农业生产过程的管理，对农业生产关键环节、关键技
术组织指导、检查、纠偏，制定了“集体经营、统一管理、责任到人、奖惩兑现”激励机制，
切实提高管理人员责任心，保证了推广措施的准确性和到位率。

农业技术
推广示范
服务网络

激励机制



2.3 健全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体系，用科技提升农业

◼建立农业技术创新研究机制

打造“产学研用”集成
创新开放式平台

新品种新产品新技术
攻关

资源可持
续利用

稻麦茬口
衔接品种

高产栽培
技术

农机农艺
结合

有害生物
绿色防控



2.3 健全农业技术研究与应用推广体系，用科技提升农业

◼创新技术培训推广模式，建立年轻技术人员培养成长通道，培养了一支
高素质农业技术推广队伍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班 对种植大户现场培训

农机技能大赛 劳模（工匠）宣讲



2.4 建立农产品质量全程控制系统，用质量保障农业

◼建成从“农田到餐桌”全员参与、全要素管控、全程化管理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控制体系

源头可追溯 流向可跟踪风险可管控 信息可查询 责任可追究

全程质量追溯



2.5“江苏农垦方案”的示范推广

◼ 积极参与农村土地流转，先后在苏中苏北8个市、26个县区实施规模化经营，示
范推广江苏农垦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模式，社会效益显著。

◼ 积极推进“万企联万村、共走振兴路”行动，探索面向全省的更高层次农业现
代化发展。

◼ 在苏州市成立苏州苏垦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创新建设麦稻智能化种植模式，
解决发达地区耕地“谁来种”“怎么种”的问题。

为全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国企应有贡献
为江苏农垦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拓展更大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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