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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人民政府文件
运政发〔2020〕27 号

运城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运城市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十大产业集群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各有关单位：

现将《运城市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实施方案》

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运城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7 月 10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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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市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

十大产业集群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的战略决策，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我市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

产业集群，促进全市乡村振兴，推进现代农业强市建设步伐，制

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刻把握习

近平总书记“三篇光辉文献”和视察山西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按照省委“四为四高两同步”总体思路和要求，以创建黄河流域

（运城段）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强建优晋南市域中

心城市为牵引，用好“五抓一优一促”经济工作主抓手，依托我

市粮、果、菜、畜、食用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资源优势，聚

焦精深加工环节，按照全产业链开发、全价值链提升、全政策链

扶持的思路，以拳头产品为内核，以骨干企业为龙头，以园区建

设为载体，以标准和品牌为引领，促进产业集群集聚，打造农产

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重点打造果品蔬菜、饮品酿品、主食

糕点、中药材、肉蛋制品等产业集群，使之成为我市实施乡村振

兴的新支撑、农业转型发展的新亮点和文旅融合的新载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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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现代农业发展走在全省乃至全国前列。

二、发展目标

2020 年、2022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350 亿

元、390 亿元，年均增长 6%以上，主要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65%以上。到“十四五”末，全市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 70%以

上，销售收入突破 500 亿元，培育引进年销售收入亿元以上重点

骨干企业 50 家以上，创建 35 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打造一批知

名产品品牌。

三、主要任务

（一）打造优质果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果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50

亿元、60 亿元；到“十四五”末，果品加工、销售龙头企业培

育亿元以上企业 10 家，年加工各类干鲜果 500 万吨，恒温保鲜

果库达到 500 座，总贮量达到 120 万吨。

以苹果、梨、葡萄、桃、樱桃、山楂、石榴、核桃等鲜干果

资源优势为依托，扩大加工产能，带动产品增值。提升水果冷藏

保鲜水平，促进气调库、窖藏式水果保鲜上规模、上水平。重点

提高水果采后清洗、分级、预冷、杀菌、包装等商品化处理程度

和冷藏运输比例。发展果品加工，以发展浓缩果汁、天然果肉原

汁及复合果汁饮料、水果罐头为重点，大力开发果冻、果酱、果

酒、果醋、果脆片等为主导产品的水果深加工产业,并在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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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上逐渐形成系列,实现品种多样化，打造“运城苹果”“绛县

大樱桃”“芮城屯屯枣”等区域公用品牌，以山西（运城）国际

果品交易博览会为平台，把运城市打造成全国最大、全球知名果

品加工生产基地，扩大果业对外开放，推进果品转型升级，提升

运城果品的国内外市场竞争力。重点支持维之王、山里红、金顺

源、万华果品、华鑫腾跃、华荣果业、恒瑞达、敏赐果品、宏祥

果业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使苹果、山楂、红枣、葡萄等加工

在产业链上有大延伸。同时以企业化形式加快 209 国道、运稷路、

芮平路沿线的苹果储藏保鲜库和物流交易市场建设，在临猗、盐

湖、芮城、平陆、万荣等主产区，扩大产品系列，重点研发精深

产品。

（二）打造蔬菜（食用菌）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蔬菜（食用菌）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

分别达到 80 亿元、82 亿元；到“十四五”末，蔬菜(食用菌)加

工、销售龙头企业达到 10 家，规模以上蔬菜（食用菌）生产基

地冷库及烘干设备配备率达 90%以上。

依托我市现有蔬菜（食用菌）产业基础，按照稳定面积、提

高质量的原则，持续推进设施蔬菜（食用菌）提质增效和特色蔬

菜开发工作，为产品加工提供优质原料，在加工方面以分拣、预

冷、烘干、包装为主，以开发蔬菜饮料、食用菌休闲食品（香菇

酱、香菇脆片、饼干、罐头）等精深加工为导向，大力提升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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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加工能力，进一步延伸蔬菜（食用菌）产业链，提高

产品附加值。积极引导和支持现有蔬菜（食用菌）生产企业全面

启动蔬菜（食用菌）产品合格证应用，加快有机绿色产品认证，

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包装水平。重点支持新绛、万荣、夏县、

永济、盐湖、垣曲、芮城、闻喜等县（市、区）有关企业，带动

全市蔬菜（食用菌）精品包装、精深加工水平得到长足进展，促

进全市蔬菜（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打造饮品酿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饮品酿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

到 26 亿元、30 亿元（其中药茶产业年产值达到 3000 万元、5000

万元）；到“十四五”末，力争培育亿元以上企业 10 家。

依托我市农业大市丰富的粮食、水果、中药材资源优势，加

强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大力发展果汁、饮料、药茶等特色饮品。

在继续发展各类软饮料的基础上，重点发展果蔬、植物蛋白、药

茶等功能饮料。在临猗、盐湖、芮城、平陆、万荣等水果主产区，

在生产果汁的同时，扩大产品系列，重点研发精深产品，发展香

精、膳食纤维等高附加值的产品，使苹果、山楂、红枣、葡萄等

加工在产业链上有较大延伸。加大药茶企业的培育力度，依托山

西药茶区域公用品牌，鼓励药材生产县（市、区）申报农产品地

理标志保护，培育壮大杜仲、槐米、菊花、黄芩、山楂叶茶、芦

笋茶、玫瑰花茶等药茶经营主体，打造具有运城特色的药茶品牌。



— 6 —

同时，挖掘悠久的酿酒酿醋文化传统和独特的生产工艺，加

大品牌提升、功效挖掘、市场开发力度，支持一批骨干酿造企业

提品质、上规模。以葡萄酒、白酒、食醋为重点，做大做强我市

酿造业。加大对酿造产业项目投资扶持力度，支持酿造业龙头企

业提升技术研发水平，推动传统酿造工艺向现代化酿品工业生产

转型，重点开发保健型、饮料型、调配型、高端收藏型等特色产

品。同时，加强品牌建设，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和市场竞争力。重

点扶持天之润枣业、中鲁果汁、临猗湖滨果汁、河津汾滨食品、

汇源果汁万荣分公司、海升果汁运城分公司，培育运城饮品骨干

企业。在酿造业上扶持格瑞特酒业、张营醋业、唯源调味、古剑

泉醋业、新绛汾雁酒业、芮城洞宾酒业等企业，同时注重培育新

型经营组织，在全市形成规模企业做大做强、专业合作社遍地开

花的酿品产业格局。

（四）打造主食糕点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主食糕点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

到 15 亿元、18 亿元；力争到“十四五”末，全市粮食加工转化

率达到 85%，其中精深加工转化率达到 50%以上，培育打造亿元

以上企业 8 家，5 亿元以上企业 1-2家。

利用优质小麦和杂粮优势，建立完善技术标准，大力发展馒

头、饼子、麻花、糕点、麻片、芝麻糖等具有运城特色的面粉加

工产业，进一步开发特色杂粮新产品，推动杂粮主食化、营养化、



— 7 —

时尚化、方便化。重点发展以绿色品牌为特点的精制粉，采用分

层碾磨制粉技术对小麦各营养部分进行分离加工，实现谷物营养

资源的充分利用和高附加值加工，做强做优“运城面粉”区域公

用品牌。引导主食加工骨干企业立足传统主食加工，开发营养餐、

即食性快餐、团餐等产品，向精深加工延伸。开发杂粮饼干、杂

粮挂面、杂粮小吃、方便休闲食品。鼓励主食糕点“老字号”企

业，挖掘传统老工艺，开发新工艺。重点扶持盐湖福同惠、闻喜

煮饼、卫嫂馍业、南耀离绿豆饼、农之龙、芮城麻片、稷山麻花、

临猗糕点、垣曲炒琪等，进一步做精做细，打造具有运城特色的

个性化、多样化、功能化主食糕点。

（五）打造中药材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药材药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

到 25 亿元、30 亿元；到“十四五”末，亿元以上企业达到 5 家

以上，10 亿元企业达到 2 家以上。

推进中药材标准化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中药材精深加工，形

成“中药材种植—精深加工—中药提取—生物制药”产业链条，

支持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培育壮大品牌，加快建设中医药强市。

依托全市中医药的前沿科技及中药材市场建设的拉动，培育在山

西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特色中药材加工品牌，加快推进闻喜中药

材交易市场建设。鼓励中药企业进行资源整合，加强与科研院所

的合作，组建产学研联盟，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按照“企业+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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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专业农户”的模式，形成利益共同体。重点依托亚宝药业、

万荣华康药业等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及德济药业、兆益

生物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采取合资、独资、合作、联合等方

式，在永济、万荣、新绛、稷山、闻喜、夏县、绛县、芮城等县

（市）建设中药材加工项目，引入企业建设中药材种植、加工产

业集群和生产园区。

（六）打造肉蛋制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肉蛋制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

到 40 亿元、45 亿元；到“十四五”末，培育打造亿元以上企业

10 家，10亿元以上企业 3-5 家。

畜牧业发展一直是我市农业发展的短板，但同时发展空间巨

大。要发挥近年来猪、鸡、牛等畜禽业发展较快的有利局面，重

点打造分割肉、熟肉、膳食产品、快餐食品、方便休闲食品等深

加工食品。引导养猪骨干企业投资建设一批屠宰、加工项目，逐

步向深加工企业转型发展，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改善畜类屠宰、

加工、排酸、冷藏基础设施，逐步提高畜禽机械化屠宰的比重，

重点发展低温保鲜肉、冷却肉产品，加快速冻方便食品、保健功

能食品的开发。在畜禽熟食加工方面，研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传统畜禽熟食加工先进设备，扶持作坊式熟食加工，积极推

进传统畜禽熟食工业化生产的步伐，重点发展酱卤、腌制、火腿、

罐头等畜禽熟食产品，开发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膳食产品，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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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同时，做好蛋类保鲜、加工、营销。重点支

持山西晋星牧业、闻喜象丰、晋龙集团、稷山阳润宝兴和牧原、

温氏等畜禽养殖加工龙头企业，提升技术、扩大规模。积极引进

知名养殖企业，扩大产业集群。

（七）打造功能食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功能食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

到 20 亿元、25 亿元；到“十四五”末，全市功能食品品牌达到

20 家，产值达到 30 亿元。

以小杂粮、红枣、果蔬、核桃、药食同源食品等为核心资源，

充分挖掘中药材、干鲜果、食用菌等特色资源优势，研发全生命

周期的功能食品，加快发展功能食品产业。加快制定运城市各类

功能农产品地方标准和认证标准，同时加强功能农产品品牌建

设，充分利用各类展会平台，做好展销交流，打造运城品牌的功

能食品。重点支持天之润枣业、国强食品、一生情枣业、雪东枣

业、七里坡山楂、老张家花椒酱、通和食品富硒面粉、中航天卫

富硒面粉等，打造运城特色功能食品，提高功能品牌知名度。

（八）打造保健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保健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到

1.5 亿元、2 亿元；到“十四五”末，力争培育销售收入 5000 万

元以上企业达到 10 家。

抢抓大健康产业发展机遇，围绕大众预防疾病、增强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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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免疫力等保健需求，鼓励开发更多高端保健食品。加强保健

功能食品研究，重点推动增强免疫力、辅助降血脂等特定保健功

能的保健食品和营养素补充剂的研发，鼓励骨干企业以传统中医

药配方为基础，对传统养生古方进行深入挖掘，打造一批自主知

名品牌。重点扶持亚宝药业、瑞芝生物、夏县厚民晋茶、钙果、

国强食品、萃丰鹿业、隆立康鹿业、闻喜九九慢城杜仲等，培育

山楂、槐米、芦笋等新型经营主体，打造特色优势突出、保健功

能显著的骨干企业。

（九）打造乳品产业集群。

2020年、2022年全市乳品产业集群年销售收入分别达到0.8

亿元、1 亿元；到“十四五”末，乳品年产值力争达到 1.5 亿元

以上，养殖户收入得到明显提高。

我市乳制品加工业相对滞后，需加快发展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集中优势资源打造重点企业，鼓励乳品企业发展鲜乳制品连

锁营销，以重点企业带动合作社、带动养殖户，建立利益联结紧

密的产业联合体或生产联盟，积极与知名企业开展合作，解决小、

散、乱的问题，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提升我市奶业竞争力。

重点扶持永济、河津、盐湖奶牛业发展，组建乳业生产联盟，以

促进产业发展和带动农民增收。

（十）打造化妆品产业集群。

2020 年、2022 年全市化妆品产业集群年产值分别达到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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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5000 万元；到“十四五”末，化妆品年产值力争达到 1

亿元。

顺应化妆品无害化、纯天然发展趋势，围绕我市道地药材、

花卉、果蔬、油牡丹等资源，特别是依托盐湖黑泥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利用先进生物技术，开发黑泥美容系列产品、杜仲系列

护肤品、玫瑰产品等高品质、高价值、纯天然的功能性化妆品，

带动全市化妆品产业发展。

四、推进路径

（一）加快建设高品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按照“标准化、规模化、良种化、机械化”的要求，建设十

大产业原料示范生产基地。到“十四五”末，建设酿造用粮示范

生产基地 20 万亩，饲草示范生产基地 2 万亩，中药材示范生产

基地 10 万亩；改造中低产果园 200 万亩，实施果园沃土工程 400

万亩；打造标准化规模生猪养殖场 20 个，年屠宰千万羽规模肉

鸡屠宰场 2 个，打造标准化蔬菜（食用菌）生产基地 50 个，为

农产品精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发展提供高品质原料保障。（责任

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果业发展中心、市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市农机发展中心）

（二）加快打造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突出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创建国家、省级和市县级现代农业

产业园。到“十四五”末，力争创建国家级产业园 3 个，省级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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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园 25 个，市县级产业园 100 个。同时依托规模化标准化种养

基地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谋划设立一批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区或开

发区，集中打造一批创新创业孵化实训基地、农产品加工技术

集成基地和精深加工示范基地，布局建设一批杂粮、畜禽、果蔬

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园区和中药材流通贸易区，引领农产品精

深加工十大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市果业发展中心、市畜牧兽医发展中心、市商务局）

（三）加快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

围绕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着力培育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种

养家庭农场，争创一批省、市级农民专业示范合作社；进一步完

善合作社、家庭农场与农业产业集群的利益联结机制，有效解决

农民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围绕农业产业集群发展，通过购并

重组、参股控股、改制上市等形式，在我市培育一批产业关联度

高、功能互补性强、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大型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着力打造超十亿级、百亿级规模旗舰企业。探索发

展农业产业化联合体，以龙头企业为引领、农民合作社为纽带、

家庭农场为基础，通过“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组织模式，

以分工协作为前提、以规模经营为依托、以利益联结为纽带，实

现一体化农业经营，每年认定 3-5 家农业产业化省级示范联合

体，促进全市农业产业集群协同发展。（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

局、市市场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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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快创新质量和安全标准体系。

一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制定完善农业产业集群农产品生

产技术操作规程，依照国家和行业标准组织生产。重点抓好与人

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粮食、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等食用农

产品及其初加工产品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使各农业产业集群产

出的食用农产品质量有标准、生产有规程、产品有标志、流向可

追溯。二是提升监管能力。完善农业产业集群农产品质量检验检

测体系，实现对农产品“从田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管理。各农

业产业集群生产的蔬菜瓜果、畜产品省级例行监测合格率分别达

到 98%和 99%以上。三是提升追溯管理能力。建立全程追溯协作

机制，严格产业集群生产基地产地准出与市场准入管理，实现对

产业集群农产品全过程的追溯管理。（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市市场监管局）

（五）加快做大做优农业品牌。

按照“区域公用品牌+企业产品品牌”的母子品牌模式推进

十大产业集群品牌建设，打造一批特色农业品牌。加快推进运城

省级农产品出口平台建设，鼓励优质品牌走出国门。到“十四五”

末，重点培育 3 个国家级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做精做强 35 个省

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发展壮大 10 个国家级农业企业品牌，

“三品一标”产品认证数量突破 1000 个。（责任单位：市农业农

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商务局、市果业发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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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促进农产品加工流通、休闲农业、乡村手工业等产业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积极开展 AAA 级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

依托黄河、太行旅游板块，组织评选“黄河人家”、“太行人家”。

把稷山麻花、稷山饼子、解州羊肉泡馍、闻喜煮饼、芮城麻片等

运城小吃美食与农产品精深加工、文化旅游相结合，打造运城特

色小吃知名品牌。不断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

强镇、城郊农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农林文旅康产业融合，

积极培育乡村特色产业。（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市文旅局、

市发展改革委）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要把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集群发展工作列入

重要议事日程，成立相应的推进产业集群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主

要负责人亲自挂帅，分管负责人具体抓好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规

划，协调解决本行政区范围内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工作中的重要问

题。市直有关部门要加强统筹协调，确保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工作

稳步协调推进。（责任单位：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二）强化政策扶持。

要切实加大对产业集群建设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整合财政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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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资金，统筹使用乡村振兴战略资金和农业生产发展资金，重点

支持原料基地建设、重点园区打造、科技研发支撑、品牌营销策

划等环节。全面落实中央、省、市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措施和扶持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有关政策，优先对产业集群骨干企业在

投资、金融、科技、技改、品牌、土地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

各县（市、区）要根据国家的支农政策，尽可能地配套资金、整

合资源，集中力量重点推进十大产业集群建设。要建立健全政策

服务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并形成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政策

措施落实到位。（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

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工信局，各县［市、区］

人民政府）

（三）强化金融服务。

健全商业性、合作性、政策性相结合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新增贷款主要用于支持农业产业集群建设。加大抵押担保方式创

新，推动温室大棚、养殖圈舍、大型农机、土地使用权依法合规

抵押融资，持续推进“一企一策”金融支持模式。发挥各级农业

信贷担保体系作用，积极为产业集群骨干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性融

资担保服务。加强骨干企业上市挂牌培育，积极落实对上市挂牌

企业的奖补扶持。（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金融办、人行运城

市中心支行、运城银保监分局、市农业农村局）

（四）强化用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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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通过村庄整治、土地整理等

方式将节余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优先用于十大产业集群发展，与

生产农产品直接关联的烘干晾晒、分拣包装、保鲜存储等设施用

地纳入农业设施用地范围，根据生产实际适度调整辅助农用设施

用地规模上限。新编县乡级国土空间规划应预留不少于 10%的建

设用地指标，重点保障乡村产业发展用地。把十大产业集群重点

园区建设列入市级重点项目，优先安排园区用地。（责任单位：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五）强化招商引资。

创新招商引资模式，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产业集群建设，

有效撬动社会资金投入。以优惠的政策、便捷的服务、优良的营

商环境，吸引国内产业龙头和区域大牌企业入驻我市。突出项目

带动引领作用，进一步完善提升项目整体规划水平，使每个项目

都能充分发挥出在推进产业集群建设中的最大效益。紧密结合各

县（市、区）特有的资源禀赋、农耕底蕴和区位优势，切实提高

项目建设品位。通过思路创新、管理创新、举措创新，谋划好、

布局好、建设好一批真正能够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填补产业集群

空白、引领产业集群升级、创新产业集群业态模式的重大项目，

切实提高项目含金量。（责任单位：市招投中心、市发展改革委，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六）强化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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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农业科研院所合作，围绕产业集群建设重点领域，联

合开展技术研究应用和专业人才培养，健全以企业为主体、市场

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体系，充分调动企业、科研机构、

高等院校的积极性，促进科技研发与项目建设的有效对接，提高

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鼓励骨干企业负责人以及管理技术人员参

与全方位、多层次的系统培训，提升骨干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建

立农业行业职业技能评价标准与体系，深入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

工程，推进农民技能培训全覆盖。（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市人社局、市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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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委，市人大，市政协。

运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 7月 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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