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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姑辽茶产业发展项目 

 
项目名称：扶绥县东门镇姑辽茶产业发展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扶绥县 

项目建设地点：扶绥县东门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姑辽茶产业发展 

项目概述： 

东门镇姑辽茶产业发展项目以六头村姑辽屯、姑卜屯、姑标屯为

中心，打造以姑辽茶为主导产业的生态休闲旅游示范园。目前姑辽茶

产业示范区核心面积 700 亩，拓展区面积 1500 亩以上，辐射面积达

3000 亩以上。打造以茶叶种植、茶叶生产与制作于一体的醉美茶乡。 

项目资金投入姑辽茶研发推广，提升姑辽茶品质，建设有机姑辽

茶园，发展连片姑辽茶基地；实施姑辽茶文化旅游，拓宽旅游道路，

建设集茶叶生产、旅游观光、科研展览、生态养生、茶园休闲体验等

功能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示范区。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1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可以采摘生茶 80000 斤，按照市场茶青价格

为 60 元一斤，仅春茶茶青一项就获得价值近 480 万元。姑辽茶特级茶

零售价高达 12000 元/公斤，普通的红茶也有 1800 元/公斤，茶叶供不

应求。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六头村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姑

辽茶的原产地，旅游开发条件优越，是自治区重点扶持的 15 个旅游扶

贫示范村和扶绥县“十三五”期间 8 个旅游扶贫示范村屯之一。已建

有 3条茶山步道、1 个茶乡广场、1个游客服务中心、2 个旅游厕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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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1个民宿等。 

产业背景及优势：东门镇六头村海拔高度 500-700 米，全村土地

面积 4000 公顷，姑辽茶被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认定为中国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产品并成功注册地理标志保护商标。项目地主导产业为

姑辽茶种植加工，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姑辽茶的原产地，地处终

年云雾缭绕的十万大山余脉，平均海拔 650 米，全年光热充足，年降

水量多，雾气大，湿度大。姑辽茶山上共有野生姑辽古茶树 5520 多棵，

其中树龄 100 年以上的就有 1500 多棵，200 年以上的 120 多棵，500

年以上的 100 多棵，1000 年以上的 7 棵。 

产业概况：姑辽茶以“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规模化生产经

营模式发展，带动姑辽屯、姑卜屯、姑标屯 57 户 227 人从事姑辽茶生

产活动，增加农户收入，六头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2 万元以上，比东门

镇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 15800 元多约 25%。 

已建有 2 家茶厂，还成立了高山茶茶叶种植专业合作社、天益姑

辽茶合作社、鹏鑫姑辽茶农民专业合作社等 12 个专业合作社，小型个

体制茶户 30 余家。2020 年姑辽茶干茶产量 4 万吨，产值 2000 万元。 

上下游产业情况：可采摘茶青，市场价格 60 元/斤；制作姑辽茶

（红茶、绿茶、白茶等），平均市场价格 500 元/斤；旅游产业发展，

体验采摘茶叶、手工制茶等；民宿及农家乐产业。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桉改茶、产业奖补 

项目合作单位：扶绥县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人：唐义磊    联系电话：  13978720293 

联系地址：广西扶绥县东门镇兴东大道 1号 邮编：532108 

项目有效期：2021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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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扶绥县富硒生态稻米种植示范项目 

 
项目名称：扶绥县富硒大米种植示范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扶绥县 

项目建设地点：扶绥县柳桥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农业产业 

项目概述：扶绥县柳桥镇坡利村富硒生态稻米种植示范项目主要

打造绿色纯生态富硒大米食品，目前坡利村富硒生态稻米种植示范项

目由柳桥镇坡利村绿色种养专业合作社经营，项目占地规模 280 亩。 

坡利村富硒生态稻米被认定为“富硒农产品”，并注册了“绥柳”

牌商标，形成了种植、加工、储运、销售一体化产业链，辐射带动周

边 1000 多亩水稻向着新型农业、绿色农业的方向前行。 

依托水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周边村镇可开发利用的水田面积

大等优势，坡利村绥柳牌“富硒”米项目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做大

做强扶绥县的富硒生态产业，能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实现增收致富奔

小康。项目拟扩建 800 亩，建设水泵等抽水设施，简易植保预警监测

站，配套自动虫情观测、田间气候自动观测仪等设施，，打造“富硒”

米农业现代化示范项目。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1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扶绥县柳桥镇坡利村富硒大米种植示范项目

前景广阔，已经与崇左市多个酒店、单位饭堂达成了供销合作，处于

供不应求状态。目前合作社从田间地头生产出来的稻米价格为 4.8 元/

斤，亩产达 800 斤，每亩单产价值达 3840 元，通过机械化种植和管理，

收益将进一步提高。目前扶绥县柳桥镇土地土地租金 900-1100 元，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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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承包 10 年算，含带基础设施以及配套，预计投入 10000 万元，四年

内可收回成本，第六年实现收益。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已初具规模，周边可利用地块

较多，政府政策扶持。 

产业背景及优势：靠近河流周边，水资源较为丰富，柳桥镇交通

便利，辖区内有高速收费站。同时区位优势明显，集镇区域距扶绥县

城 74 公里，距首府南宁市 104 公里，距崇左市 54 公里，距中越边境

友谊关 133 公里，与崇左至防城二级公路相连，东门至板利二级公路

贯穿境内，崇左至钦州高速公路贯穿境内。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水泥

路已实现村村通，土地资源丰富，农业专业人才较多。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稻谷生产补贴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柳桥镇坡利村绿色种养专业合作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方式：13667815160 

联系人：程新科   联系电话：13667815160 

联系地址：扶绥县柳桥镇坡利村      邮编：532106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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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大新县文旅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项目名称：大新县文旅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项目 

项目属地：崇左市大新县堪圩乡 

项目建设地点：大新县堪圩乡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工业+旅游业 

项目概述：项目位于大新县堪圩乡，总投资约 5 亿元，规划用地

面积约 500 亩。依托明仕田园丰富的旅游资源，便利的交通条件，结

合当地极具特色的民俗风情、特色美食，打造一个文旅农副产品加工

产业园，有效带动农副产品深加工业的发展。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5 亿元人民币，拟引进 5

亿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净利润约 0.5 亿元，

投资回收期约 10 年。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 大新县堪圩乡明仕田园景区是国家

一级景区，明仕景区的发展是近期大新旅游发展的重点建设项目，崇

左市委、市政府以创建明仕田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努力打造

精品旅游度假区。明仕香米、明仕珍珠鸭、明仕姜红糖等农副产品已

享有较高知名度，加上宁明花山至硕龙德天一级路、大新桃城至龙州

科甲二级路开通后，堪圩乡成为旅游线路上的交通枢纽，在堪圩乡打

造一个文旅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园可增长旅游市场产业链，发展伴手礼

消费市场。 

产业背景及优势：1.堪圩明仕田园素有小桂林的美誉，明仕河曲

折盘旋，河两岸或山峰层峦叠嶂，或群锋奇秀，或峰林疏落，或田园

平坦开阔。明仕景区是国家一级景区，崇左市委、市政府以创建明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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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目标，努力打造精品旅游度假区。2.堪圩乡

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田园风光，种植的明仕香米、养殖的明仕珍珠

鸭等名声在外，明仕香米、明仕珍珠鸭、五色糯米饭、白头翁黑糍粑、

木瓜丝、明仕香猪、姜红糖等美食深受消费者喜爱。3.堪圩乡地理位

置优越，交通便利。其东邻雷平镇，南面与宝圩乡毗邻，西连硕龙镇，

北接恩城乡，西南面与越南接壤。加上宁明花山至硕龙德天一级路、

大新桃城至龙州科甲二级路开通后，堪圩乡成为旅游线路上的交通枢

纽。 

产业概况：大新县是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广西特色旅游

名县，明仕田园景区作为国家一级风景名胜区已带动周边的旅游业发

展，但缺乏具有大新特色的伴手礼产品，伴手礼市场前景广阔，2019

年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814.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85%；实现旅游总

消费 63.93 亿元，同比增长 19.83%。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享受中国—东盟自贸

区、西部大开发、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规划与扶贫攻坚规划、

北部湾经济区、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桂西资源集聚区、珠江经

济带、广西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优势，同时享受我县

一企一策的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大新县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独资 

联系单位：大新县投资促进局  联系人：班爱莲 

联系电话：0771—3631853   电子邮箱：dxxzsj@163.com 

联系地址：大新县桃城镇民生街 9号   邮编：532300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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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大新县梅好小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大新县梅好小镇建设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大新县 

项目建设地点：大新县榄圩乡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农业+旅游业 

项目概述：项目位于大新县榄圩乡，总投资约 15 亿元，规划

用地面积约 30000 亩。项目依托青梅种植基地作为项目建设地，

以特色扶贫梅产业、现代特色林业示范区为核心，推动文化旅游、

休闲产业、特色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打造广西首个全国

有名的一二三产深度融合的乡村振兴典范——“梅”好小镇。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5 亿元人民币，拟引进

15 亿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预计年净利润约 2 亿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大新县政府把青梅产业作为扶贫

重点产业，出台多项对青梅培育种植、加工销售、乡村旅游等方

面的奖补政策，政府已完成广西大新青梅产业核心示范区内水、

电、路等的基础设施，硬件设施逐步建设完善。 

产业背景及优势：区位优势好，生态优美，民风淳朴，具有乡

村旅游开发的自然禀赋。“梅”好小镇建成后将成为广西首府南宁

市周末游、崇左市周末游的基地。榄圩乡种植青梅已达 50000 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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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青梅鲜果品质名声在外，青梅深加工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可制作伴手礼供应市场消费。国家出台支持乡村振兴、惠农强农、

扶贫产业等政策力度持续加大，从林业经济、特色小镇创建、乡

村旅游等多方面都给予相应的扶持资金，重点支持一二三产业大

融合发展，政策利好条件正当时。 

产业概况：大新县是全国十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广西特色旅

游名县，德天瀑布作为国家 5A 级风景名胜区已带动周边的旅游业

发展。利用榄圩乡武姜村青梅种植已成规模的优势，打造特色“农

业+加工业+旅游业”三产融合的地标性国家 5A 级旅游景点景区，

创建“梅”好小镇是大势所趋，前景可观。 

上下游产业情况：大新县已引进了国内知名领军农业龙头企业

的溜溜果园集团投资 5 亿元发展青梅加工项目，项目竣工投产后

年青梅加工量可达 8 万吨以上，产值 10 亿元以上。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享受中国—东盟自贸

区、西部大开发、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区域发展规划与扶贫攻坚规

划、北部湾经济区、左右江革命老区振兴规划、桂西资源集聚区、

珠江经济带、广西凭祥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优势，同

时享受大新县扶贫产业、旅游产业扶持及一企一策的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大新县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独资 

联系人：班爱莲  联系电话：0771—3631853  

联系地址：大新县桃城镇民生街 9 号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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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天等县好牛缘牧业良种母牛繁育基地项目 

 
项目名称：天等县好牛缘牧业良种母牛繁育基地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天等县 

项目建设地点：天等县小山乡龙哨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牛养殖和销售、牛胚胎生产和销售、牛冻

精生产和销售、牛冻精和胚胎移植配种技术的咨询、培训和服务，及

牧草种植及销售、农作物、饲料、初级农产品的销售等。 

项目概述：天等县好牛缘牧业一期项目“良种肉牛繁育基地”，建

筑总面积 15159.36 ㎡，其中牛棚 8 座 11281.5 ㎡，青贮池 6个 1800 m

³ ，配套设施及办公生活区 2077.65 ㎡ 。配套饲草种植地 500 亩，目

前存栏优质孕母牛 260 头、种公牛 12 头、肉牛及犊牛 264 头。基地占

地 150 亩，配套饲草种植地 1000 亩，主要建设养殖场畜舍 2200 ㎡、

青贮池 1200、牧草种植 60 亩、及配套设备、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

等，项目引进安格斯种牛 550 头，年出栏量肉牛 500 头。公司与国内

外知名肉牛育种机构建立广泛联系，通过引进良种母牛，采用人工授

精、同期发情、胚胎移植等繁殖技术手段，培育出适合南方地区自然

条件下生长的良种肉牛新品种，助推天等县养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

农民脱贫致富。目前，公司的 OPU 技术、IVF 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公司拥有大型进口设备 20 余台件。可对外提供超数排卵、胚胎移植、

活体采卵（OPU）、体外受精（IVF）、体细胞克隆、人工授精、母牛产

科疾病的诊治等牛繁殖技术的咨询与服务。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2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好牛缘牧业位于小山乡果桉屯养殖小区的母



— 10 — 

牛繁育场在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在建设维修、饲喂、牛场清洁、饲

草收割、饲草加工、草料运输等生产环节，每年直接或间接带动 20

多名贫困，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通过务工领取工资，提高家庭收入

水平。截止目前。公司招录的临时工人达 100 多名，累计发放工资 30

多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已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背景及优势：好牛缘牧业通过企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开展业务，带动合作社和农户的发展。与专业种养合作社签订合作协

议，在良种牛养殖、品种改良、青贮饲料加工、资金帮扶和经营管理

方面加强合作与扶持；通过饲草统一种植、统一收购，带动社员提高

土地亩产经济效益；通过良种母牛供给、牛场饲养管理、繁殖技术（人

工授精、同期发情、胚胎移植）服务、犊牛回购等实现一条龙的服务

和支持，帮助合作社做大做强，实现贫困户增收，达到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双赢。 

产业概况：公司自成立以来随着研发技术实力和人才队伍水平的

不断提高，经营业绩稳步增长，冻精胚胎销售及技术服务业务覆盖大

部分北方地区，近年来随着国家扶贫政策及三农扶持力度的加大，公

司经营也出现了较快的发展，2017年经营收入达到3000万元的规模。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小山牛场通过土地流转带动贫困户 32 户，

每年贫困户通过此项收入 49402 元 

项目合作单位：天等县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 

联系人：于法海  联系电话：15308408918 

联系地址：广西天等县天等镇仕民村    邮编：532800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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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天等县肉牛扶贫全产业链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天等县肉牛扶贫全产业链建设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天等县 

项目建设地点：天等县天等镇宏魁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构建秸秆饲料化—肉牛养殖—粪污肥料化

—肉牛交易屠宰—冷链物流的肉牛全产业链。 

项目概述：第一期肉牛养殖基地建设栏舍 1栋，面积 2000 ㎡，饲

料加工基地 1600 ㎡，其中青贮池设计容积为 3000m³ ，肉牛配送基地

占地 160 亩，建设面积为 4000 ㎡，年回收牛只 3000 头。项目建设 15

万吨饲料加工项目，占地约 500 亩，3000 头肉牛核心育种场，整县畜

禽粪污资源化利用项目，肉牛交易屠宰及冷链物流服务于一体的现代

化产业园项目。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5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通过秸秆回收、土地流转、物资发放、品种

改良、保底回收、劳务用工、技能培训等措施带动农户 1000 余户，其

中贫困户 82 户，带来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 50 万元。并获评为 2018

年度广西扶贫先进集体。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一、二期已完成建设，第三期（牛

舍 20000 平方米）建设将于 2022 年推进完成。 

产业背景及优势：公司通过“公司+产业+金融+贫困户” 、“公司

+基地+合作社+农户” 的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贫困户加入肉牛产种

养各环节，实现企业增效，贫困户增收的双赢。示范园区的建设，增

加了保洁、饲养、牧草收储、餐饮服务、机电维修等多种岗位，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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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平均每日用工量达 150 多人，月工资达 1800—4000 元，公司就近

招录，解决就业岗位 70 余人，临时用工 200 余人。建设至今累计发放

农民工务工工资 1700 多万元。公司实行“种植牧草—加工饲料—肉牛

养殖—粪尿还田—有机种植” 生态循环肉牛养殖模式，带动当地成立

种养专业合作社 9 家、入社农户 1660 户。2017 年，回收秸秆饲料 3

万吨，还田粪尿 3 万余吨，变废为宝，实现了畜禽排泄物循环利用的

同时，促进当地增收 2000 余万元，真正实现了产业带动农民生产、就

业双增收入。 

产业概况：目前示范区流转土地 5000 多亩，共投入建设资金 4.19

亿元，其中财政资金 0.39 亿元，经营主体 3.8 亿元。种植牧草及经济

饲用作物 3200 亩，建有标准化牛舍 18 栋，面积 40000 ㎡，存栏种牛

2500 余头，年产良种牛犊 2200 头，年育肥出栏优质肉牛 6000 头，年

产秸秆饲料 6 万余吨、有机肥 3 万余吨。建设至今，公司营业年收入

27100 万元，总资产 22878 万元，净利润达到 2597 万元。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目前己接收贫困户 169 户（委托公司经营

参与分红，公司担保贫困户每户可获得扶贫贴息贷款 5 万元）参与委

托经营分红，每户年分红为 4000 元。 

项目合作单位：天等县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投资合资 

联系人：黄政唯  联系电话：18577883055 

联系地址：广西天等县天等镇太平街 87 号   邮编：532800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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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天等县指天椒产品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天等县指天椒产品深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崇左市天等县天等镇 

项目建设地点：天等县工业园区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农副产品加工 

项目概述：天等县是“中国指天椒之乡”，所产指天椒酱等产品

在市场上极具知名度，具有较好的口碑。该项目地址设在天等县工

业园区，拟引进指天椒深加工生产线，生产辣椒碱、辣椒红色素、

辣椒油等指天椒中高端产品，填补天等县指天椒中高端产品空白，

同时，建设厂房、综合办公及生活用房。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1 亿元人民币，拟引进 1.1

亿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估计 3 年收回全部投资，投产后，预计年销

售收入可达 1.7 亿元，利润达（税后）3000 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工业园区已经储备有足够的工业用

地，供给入驻企业投资建厂。 

产业背景及优势：天等县是“中国指天椒之乡”，当地生产的指

天椒享有“天下第一辣”的美誉。天等指天椒鲜椒的指天椒碱含量

是一般指天椒的 155 倍，热含量是一般指天椒 15 倍；鲜椒和干椒的

指天椒碱分别高达 0.0574%和 0.36%，因此特别辛辣。同时天等指天

椒含有 18 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及各种芳香油，所以特别香醇。目前

全县常年种植指天椒 5 万亩，原材料供应充足。项目区位于天等镇，

距南宁市直线距离 125 公里，距崇左市直线距离 110 公里，距德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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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布 50 公里，距百色 160 公里，临近天等至隆安二级路，交通便利、

区位优越，旅游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优越，通讯、供水、供电等基

础设施完善。 

产业概况：天等县指天椒面积现在已经发展到 5 万亩，年产鲜椒 4

万多吨。天等指天椒与大肉姜、甘蔗、苦丁茶、八角等特色农产品造就

了天等“酸、甜、苦、辣、香”的五味农业。  

上下游产业情况：天等县目前有十几家辣椒企业，但多以家庭作

坊方式经营，产品也以粗加工的辣椒酱为主，虽然有一定的市场知

名度，但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不高。在天等县引进指天椒深加工项目，

有利于填补天等县指天椒中高端产品市场空白，提高指天椒产品经

济价值。 

项目所需人工：天等县属广西崇左市四类县份，劳动力最低工资标

准为 12.5 元/小时，2000 元/月。 

项目生产成本：享受最优工业水电价格，企业可合法使用跨境劳工，

节约用工成本。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享受自治区、崇左市、

天等县各项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天等县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梁青荣   联系电话：0771-3522969、13978158860 

电子邮箱：tdzhshj@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崇左市天等县城南办公区 4栋三楼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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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宁明县大棚蔬菜项目 

 

项目名称:宁明县大棚蔬菜种植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项目建设地点: 宁明县海渊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种植业 

项目概述: 利用 500 亩高标准农田项目，打造大棚蔬菜种植基地。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3000 万元，拟引进资金

1000 万元。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生产绿色有机蔬菜，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成为

广大菜农的共识，在那禄村建设大棚蔬菜基地，即能解决宁明东部乡镇

蔬菜供给问题，也能远销外地，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 

项目己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建设的高标准农田，具备土地规模化、

水利现代化、生产机械化等生产优势，为发展现代农业打下良好的基础。 

产业背景及优势: 海渊镇位于明江河上游，地处宁明县东部，距县

城 56 公里，距南宁首府 159 公里，是宁明、崇左、扶绥、上思 4 县市

14 个乡镇的贸易中心，是本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海渊镇水资源丰富，

有明江河、思州河穿境而过，有一座电灌站和一座水电站，有自治区重

点工程驮英水库支渠经过，灌溉面积达 15000 亩，灌区地势平坦，土地

肥沃，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良好的基础，适合大规模种植蔬菜。  

项目合作单位: 宁明县政府 

合作方式: 合资  

联系人：黄权思    联系电话: 1857712903   

联系地址:宁明县海渊镇人民政府大院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37 年 



— 16 — 

09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宁明县海渊镇那明村千亩香糯稻谷项目 

 

项目名称: 宁明县海渊镇那明村千亩香糯稻谷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项目建设地点: 宁明县海渊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种植业 

项目概述: 种植特有的香糯稻谷品种，种植规模 1200 亩。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5000 万元，拟引进资

金 5000 万元。 

产业背景及优势: 海渊镇位于明江河上游，地处宁明县东部，

距县城 56 公里，距南宁首府 159 公里，是宁明、崇左、扶绥、上

思 4 县市 14 个乡镇的贸易中心，是本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海渊

镇水资源丰富，有明江河、思州河穿境而过，有一座电灌站和一座

水电站，自治区重点工程驮英水库支渠经过那明村项目所在地，为

发展现代农业提供良好的基础。 

产业概况: 广西宁明县海渊镇传统特产海渊沙糕，使用的原材

料之一，就是那明村香糯米碾制的香糯米粉。海渊镇那明村的特产

香糯米，每年只在晚稻种植时期种植，收割的时候都是一谷难求。

目前海渊镇那明村种植香糯稻谷面积为 800 亩，每亩产值 2500 元

左右，年收入 200 万元。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 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稻谷生产补贴等。 

项目合作单位: 海渊镇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人：黄权思   联系电话: 1857712903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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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宁明县海渊镇那明村千亩荷塘项目 

 

项目名称: 宁明县海渊镇蔗园村千亩荷塘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项目建设地点: 宁明县海渊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种植业、养殖业 

项目概述: 利用宁明县海渊镇蔗园村片区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

项目约 2788 亩，打造千亩荷塘，探索在千亩荷花下养殖龙虾、养鱼等

发展模式，同时建设民宿、观景台、烧烤区、体验馆、游泳池、游览车、

露营区等旅游配套设施，向周边辐射打造农业休闲娱乐观光旅游综合园，

构建“生态+农业+旅游”发展模式。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15000 万元，拟引进资金

5000 万元。 

项目己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 蔗园村 2788 亩耕地提质改造（旱改

水)项目已建成，便于土地统一经营和管理。   

产业背景及优势: 海渊镇位于明江河上游，地处宁明县东部，距县

城 56 公里，距南宁首府 159 公里，是宁明、崇左、扶绥、上思 4 县市

14 个乡镇的贸易中心，是本县重要的商品集散地。2018 年 11 月宁明县

海渊镇蔗园村实施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约 2788 亩，投资约 4360

万元，涉及 15 个屯。该项目实行土地统一经营和管理，每年给予当地

农民适当的土地流转租金，聘请当地群众务工，做实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 

项目合作单位: 海渊镇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或独资  

联系人：黄权思 联系电话: 1857712903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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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宁明县农副产品、食品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宁明县农副产品、食品加工项目 

项目所属地：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项目建设地点：宁明县县域内 

项目概述：宁明县拥有丰富的糖料蔗、八角、坚果等资源，年产甘

蔗 300 万吨，年产八角干果 5 万吨，截止 2022 年 1 月全县累计种植坚

果 9万多亩，目前已成功引进 4家五百强生猪养殖企业。引进有实力的

企业，采用最先进的技术，发展农副食品加工业，提高各类农副食品加

工值。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23 亿元人民币，拟引进

资金 23 亿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宁明县农林资源丰富，企业进驻我县，不仅能

享受到价格优惠的原材料，且不用担心原料短缺的问题，减少企业经营

成本，增加企业收益。经营企业主要收入为农副食品加工销售收入。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正在进行项目规划、选址。 

产业背景及优势：宁明县地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区位

优势明显，项目建设条件优越，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四通八达，

交通、通讯、电力、水源都十分便利。近年来，人们生活逐渐改善，在

农副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已不再满足最初农副食品的产品种类，

因此，农副食品加工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宁明县人们的需求量大，并

且在这个区位优势中，农副食品加工上可销往中西部地区，下可出口到



— 19 — 

东南亚等各国地区，投资农副食品加工业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产业概况：蔗糖、坚果、生猪、肉牛等资源丰富，可直接在当地进

行收购。 

投资要素：项目所需人工约 100-200 人，享受最优工业水电价格，

企业可合法使用跨境劳工，节约用工成本。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可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国家有关少数民族

地区、边境地区政策，国家有关惠农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宁明县投资促进局 

合作方式：合作或独资 

联系电话：0771-8635589、15296319926 

电子邮箱：nm8620609@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宁明县城中镇新阳路 6号 213 办公室 

邮编：532500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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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宁明县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 

 

项目名称:宁明县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宁明县  

项目建设地点: 宁明县各乡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旱改水项目，种植业。 

项目概述: 建设规模 18569.2 亩，建设内容：土地平整工程、灌溉

排水工程、配套工程等。种植水稻、莲藕、茭白、菱角、荸荠（马蹄）、

茨菇、西洋菜（豆瓣菜）、水蕹菜（空心菜）、黑皮果蔗等。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35000 万元，拟引进资金

35000 万元。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项目实施后可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农业生产基础

设施，将极大地改善项目区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及农村经济的

可持续发展。项目区实施后，引导农民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创建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 

项目己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选址，可研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 据国土厅相关文件，经过提质改造后的耕地达到

规定的水田利用标准，并通过自治区国土厅组织的竣工验收后，可以依

法报区国土厅备案用于占补平衡。因此，实施“旱改水”提质改造工程

有利于扩充水田后备资源库，争取水田占补指标，为当地的经济发展用

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产业发展情况：项目区的耕地大部分为周边有河流或山涧水经过，

地势低洼处皆为水田。项目通过修建必要的水利设施，既可以解决原有

水田的洪涝灾害问题，又能够将地势较高、现状为旱地的改造为水田，

改善生态环境，从而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保障粮食产量稳定。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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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建设将把现有旱田改为水田，不仅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水土资源，

达到耕地提质改造的目的，而且以市场为导向，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

提高耕地作物的年产值，并可增强寨安乡发展立体经济的能力，对指导

宁明县“旱改水”工作有积极意义。 

项目位于宁明县的东安乡、寨安乡、明江镇、海渊镇、亭亮镇、城

中镇等，项目区实施地块均连接周边的主干道为水泥路，现状对外连接

道路路况较好，交通运输方便。 

灌溉设施：实施地块附近均原有渠道经过，现状使用正常；项目建设所

属乡镇土地权属明确无纠纷。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 根据宁明县土地综合整理工作领导小组指挥

部《关于印发宁明县引进社会资本投资耕地提质改造（旱改水）项目建

设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土整理指发〔2021〕3 号文件精神，项目建

成后，宁明县人民政府统一对社会资本服务实施的旱改水项目新增水田

指标以奖补方式进行收储，所奖补的建成项目水田等级标准必须在原有

耕地等级基础上提升两个等级，奖补基准价格统一为 3.9 万元/亩。超

过实施期限报备入库的指标，按 3.6 万元/亩奖补。 

项目合作单位: 宁明县政府 

合作方式: （独资、合资）  

联系人：黎小燕       联系电话:8625353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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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中国—东盟（凭祥）中草药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中国—东盟（凭祥）中草药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凭祥市 

项目建设地点：广西凭祥东盟水果小镇（凭祥市夏石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加工制造业 

项目概述：占地 50 亩，建设规模为年产中药片剂 400 吨，水剂 3000

吨，主要建设加工厂房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 2 亿元人民币，拟引进资金 2

亿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年产值可达 1.5 亿元，利税 1200 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位于中国凭祥东盟水果小镇内，

小镇位于南友高速公路凭祥、龙州、宁明三县（市）交汇处，具有优越

的区位优势，南友高速公路、322 国道、湘桂铁路从中通过，距离广西

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约 170 公里，距离各口岸边贸点最远不超过 23

千米。2020 年，园区基础及配套设施项目正在全面加快建设当中，其中

污水处理厂项目、小镇展示和体验中心、道路景观改造、蓄水池四个基

础建设及配套项目已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产业背景及优势：中草药在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医药市场上历来享有

较高的声誉，目前宁明县的爱店中草药口岸已成为中越边境乃至东南亚

地区最大的中草药市场。从中国出口的药材出来满足越南消费市场的需

要之外，还转口销往缅甸、老挝、泰国等周边国家，每一天从爱店口岸

运往越南的中草药就达100多吨，年成交额3亿多元人民币。海关总署、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署监发〔2005〕130 号文）批准凭祥口岸作

为中药材进出口通关口岸。项目地处边境开放口岸，位于我国南向出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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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通道，园区离爱店口岸仅有 40 公里，离友谊关口岸为 25 公里，交通

方便，能为入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市场前景广阔。 

产业概况：主要是对中草药进行加工，生产植物提取物、功能食品、

保健药酒、中药饮片，越南药材贸易等。生产运营模式多种多样，依托

龙头企业，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等多种生产运营模式，建立中草药

种植基地、加工仓储基地，公司与农户签订合作合同，免费提供苗木、

技术指导等服务，对种植农户从选址、移栽、田间管理、鲜花采摘等方

面提供一条龙全程技术服务。 

上下游产业情况：随着中国-东盟贸易交流的日益繁荣，中越中药

材贸易更是突飞猛进，地方政府扶持力度逐步加大，从领导机构、政策

规定、资金配套等多方支持，服务企业发展，为中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

好的外部环境。目前，广西华方药业有限公司龙血竭加工项目、凭祥市

榕源中草药加工项目等中草药加工项目已经进驻园区。 

项目生产成本：享受最优工业水电价格，凭祥市作为广西中越跨境

劳务合作试点市，企业可合法使用跨境劳工，节约用工成本。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①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

政策；②享受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优惠政策；③享受广西自由贸易试验

区（崇左片区）相关优惠政策；④凭祥市给予优惠的扶持政策；⑤实行

“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特殊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凭祥市投资促进局 

合作方式：合资、独资 

联系人：秦雪梅    联系电话：0771-8537766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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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凭祥市大棚蔬菜种植项目 

 

项目名称: 凭祥市大棚蔬菜种植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凭祥市 

项目建设地点: 凭祥市上石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种植业 

项目概述: 项目位于广西凭祥市上石镇，重点发展蔬菜为主。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 500 万元，拟引进资金 500 万

元。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通过项目实施，将实现生产、生活、生态“三

生”有机融合，大棚建成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将大幅度提高。优质果

蔬产量明显提升，产品品质不断提高，单位产品的成本得到降低。预期

立体种植大棚全部建成正常运营时，年总产值可达到 700 万元，按 10%

的收益率计，年收益可达到 70 万元，示范区建设投资回收期在 5 年左

右。 

项目己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项目建议书、选址等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 凭祥是中国—东盟的市场结合部具有优越的区

位和地缘优势，凭祥既是连接中国和东盟的桥头堡，又是重要交通枢纽。

从对外贸易高度看，凭祥的区位介于广西与越南，中国与东盟两个市场

的界面，优点是距离近，落差大，互补性大。自治区人民政府把凭祥现

代国际物流园列入了全区重点建设项目，在人力、物力、财力给予了特

别的支持与关照，也是项目的主要优势之一。物流口岸通关条件的具备

也明显占优势。 

产业概况: 大棚蔬菜种植项目的实施将为社会新增加 20 个以上个

固定就业岗位，直接带动就业人数 100 人就业；同时还将相对稳定的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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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临时工人从事农事作业，预计年需劳动力 2000 人次，主要是以附近

农民为主，因此规划实施后能够直接带动2000名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促进其增收，按每年 30000 元计算，年直接带动农民增收 6000 万元。

大棚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提升了蔬菜的生产能力，示范基地将会积极主

动配合各级政府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配合开展食品调运、收

储等保障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 ①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②享受国家边

境经济合作区优惠政策；③享受北部湾经济区相关优惠政策；④凭祥市

给予优惠的扶持政策；⑤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特殊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 凭祥市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 合资 、独资等。 

联系人：梁庆保   联系电话: 0771—8537828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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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中国—东盟（凭祥）水果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中国—东盟（凭祥）水果深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凭祥市 

项目建设地址：广西凭祥东盟水果小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加工制造类 

项目概况：项目投资 1 亿元（人民币），位于广西凭祥东盟水果小

镇，重点发展以热带水果，如：芒果、榴莲、火龙果、西瓜、山竹、木

菠萝等为主的果干、果酱、速冻食品等产品加工，建设农副产品加工车

间、冷库、成品库房等，主要产品包括果干、果酱、果泥、果汁及中间

产品等。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亿元人民币，拟引进 1亿

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我国是一个果品生产消费大国，我国果品的消

费结构大致是：鲜果占 70%，干果占 23%，其它深加工产品占 7%，我国

林果业及其深加工发展空间和市场潜力巨大。项目建成后年产值预计可

达 2亿元，利税 600 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项目位于中国凭祥东盟水果小镇内，

小镇建设了 20 个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凭祥东盟水果小镇坚果系列标

准厂房建设项目、宁凭产业大道（凭祥段）等 10 个项目即将建成。 

产业背景及优势：中国凭祥东盟水果小镇位于南友高速公路凭祥、

龙州、宁明三县（市）交汇处，区位优越，交通、通讯、水电基础设施

完善；产地原料充足，生产技术好，有优良的生产设备。小镇有优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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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位优势，高速公路、322 国道、湘桂铁路从中通过，小镇离友谊关口

岸和凭祥综合保税区约25公里。凭祥口岸已发展成为第一大陆路口岸，

在通关效率上，实现了大通关协作机制，通关速度一直名列广西首位，

边境口岸基础较好，交通便捷，地理区位十分特殊。 

产业情况：东盟农副产品每天从凭祥进口销往全国各地，其中凭祥

连续 5 年进出口水果超百万吨，凭祥成为全国最大的水果进出口口岸。

中国凭祥东盟水果小镇积极打造的以休闲食品产业为核心，以东盟文化

为特色，致力打造成为东盟水果加工第一镇、东盟果品体验生地和东盟

休闲食品美味之都。小镇的排污排水、标准厂房、供水供电等基础配套

设施正在逐步完善。目前，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生和堂健

康食品有限公司等已经进驻小镇并运营投产。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①享受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②享受国家边

境经济合作区优惠政策；③享受北部湾经济区相关优惠政策；④凭祥市

给予优惠的扶持政策；⑤实行“一事一议”、“一企一策”特殊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凭祥市人民政府 

合作方式：合资、独资等 

联系人：凭祥市投资促进局   

联系电话：0771-8537766 

邮箱地址: pxszsj@126.com 

联系地址：广西凭祥市夏石镇友谊关工业园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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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牛、羊、猪）饲料加工厂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牛、羊、猪）饲料加工厂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上龙乡板汪村停弄屯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 

项目概述：项目总用地面积 30 亩，建设年产 10 万吨牛、羊、猪全

价配合饲料生产线及其配套设施设备。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2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2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1、产能、产值和利润分析：投入1条半自动生

产线，年产牛、羊、猪全价配合饲料10万吨，含税年产值5 亿元，年利

税总额0.6亿元。2、劳动就业和劳动者收入分析：本项目实现带动当地

就业60 余人，年人均工资4.8万余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电子邮箱: lzny8812674@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崇左市龙州县城北路路 32 号               

邮编：532400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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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八角香料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八角香料深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八角乡八角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 

项目概述：项目总用地面积 50 亩，主要建设 5 条年生产产量 1500

吨半自动烘干生产线；需建设储存仓库和建筑共 20000 平方米。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1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设计投入5条半自动生产线，年生产八角干品

产量1500吨，含税年产值7000万元，年利税总额1500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龙州县种植八角10万亩，每年产鲜品5000吨。 

产业概况：八角不仅可作调味品，用作香料，还可作药用，同时还

兼具化工原料的作用，其多种用途使其经济价值倍增，鲜品收购价每公

斤 10 元，干品销售价格每公斤 50 元左右。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按龙州招商引资优惠政

策执行。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工业集中区服务中心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工业集中区服务中心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8820855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 30 — 

18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巴沙鱼养殖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巴沙鱼养殖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响水镇龙江村板省屯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养殖业 

发展现状：这几年，巴沙鱼在我国的消费终端需求快速增长，但国

内的养殖、加工前端没有发展起来，产品基本依靠从越南进口，其终端

消费主要在餐饮店。 

发展优势 巴沙鱼的生长速度快产量高、耐低氧、抗病力强，养殖

资金周转快。与国外进口相比，国内采购优势明显，内销渠道简单、物

流成本低。国内巴沙鱼产业刚起步，只要规范养殖把好质量关，保证质

量，在国际市场将有很大的竞争力。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养殖效益：根据一些养殖场的初步试养结果测算，养殖过程投喂巴

沙鱼专用配合饲料，养殖成本为3.2元/斤，塘头收购价4元/斤时，每亩

利润可达8000元以上。 

市场前景：巴沙鱼市场目前是供不应求状态。一个是餐饮店和家庭

消费终端在快速扩张，市场接受度很高。其次这个鱼产品包装整洁、干

净，实体超市随便就能买到，电商渠道也正在形成。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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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大米加工厂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大米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下冻镇下冻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加工业（第二产业） 

项目概述：项目用地60亩，建设1条日产 50吨大米半自动生产线。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1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1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设计含税年产值9000万元，年利税600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龙州县每年水稻种植面积保持在7万亩以上，年

产稻谷3万吨。目前县内无规模大的大米加工厂，大米加工产业潜力大。 

上下游产业情况：本项目中新建的优质大米加工厂，在稻米加工中

产生的米糠、谷壳及其他废料。米糠作为上等饲料，集中销售给养殖企

业发展畜禽养殖产业，谷壳和其他废料可集中销售给肥料厂生产有机肥。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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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冬闲田开发蔬菜种植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冬闲田开发蔬菜种植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龙州镇、逐卜乡等“旱改水”项目地块及上

金乡进明村、上降乡上降村、八角乡菊埂村、下冻镇和响水镇等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种植业 

项目概述：项目总用地面积 30000 亩，分 7个项目点。项目利用冬

闲田开发蔬菜种植。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2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2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种植油菜心、毛豆及应季绿叶蔬菜等，种植时

间短，见效快，利润高，投入每亩仅3000-5000元，亩产可达2吨左右，

按现价8000元/吨计算，产值可达16000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龙州县主要以农业为主，冬闲田开发蔬菜种植已

是我县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途径，龙州县气候温和，适宜蔬菜种植，该

技术已在我县推广多年，经济效益较高。 

项目落地后所享受的产业政策、优惠政策：项目用地属于旱改水项

目，可争取政府在土地利用上给予免除土地租赁等以及其他符合条件的

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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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鳗鱼养殖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鳗鱼养殖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响水镇龙江村板就屯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养殖业 

发展现状：目前崇左市鳗鱼养殖有 4 家，面积 1015 亩，其中：中

南渔业 435 亩、凭祥亿融 200 亩、盛满园 132 亩、广西宏图 249 亩，达

产后年产量可达 5000 吨。 

发展优势：鳗鱼因其营养丰富、肉质鲜美、具有较高的食用价值和

经济价值，享有“水中人参”之美誉。崇左市龙州县具备鳗鱼养殖基本

气候条件，地下水资源丰富，泉涌众多。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5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微循环流水模式鳗鱼养殖亩产在10-20吨，亩

产值在90—180万元。 

市场前景：日本每年的消费量占全球鳗鱼养殖总量的 2/3，年消费

量烤鳗在 7-8 万吨左右，本国生产的鳗鱼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量，鳗鱼

产品 80%以上需要进口。我国烤鳗出口每年基本维持在 3万吨左右，仅

向日本的出口量就占总量的 58%以上。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电话：0771-8812674 

合作方式：独资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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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肉牛屠宰场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肉牛屠宰场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上龙乡岜那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第二产业） 

项目概述：项目总用地面积 50 亩，年屠宰肉牛 3万头。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2000 万元元人民币，拟引

进 2000 万元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年屠宰肉牛3万头，含税年产值7 亿元，年利

税总额1.5亿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龙州县年产甘蔗尾叶等农作物秸秆约70万吨，充

分利用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推动肉牛产业发展，预计2022年始，肉牛出

栏达3万头以上。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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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龙州县中草药深加工项目 

 

项目名称：龙州县中草药深加工项目 

项目属地：广西崇左市龙州县 

项目建设地点：龙州县彬桥乡安镇村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制造业（第二产业） 

项目概述：项目总用地面积 100 亩，建设 5 条年产量 2000 吨半自

动烘干生产线，利用澳洲坚果林下套种中药材百部和天冬鲜品进行清洗

切片洪干后进行外销。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总投资额 2000 万元人民币，拟引进

2000 万元人民币。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年产量2000吨，年利税总额1500万元。 

项目已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完成初步选址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龙州县目前种植澳洲坚果面积 13万亩，园林水

果面积9万亩，每年可在坚果行间种植百部和天冬等中药材面积3万亩，

年产鲜品10万吨，保障产品持续供应。广西龙州韬盛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目前已种植百部和天冬3500亩，可产鲜品1万吨。百部和天冬属化

痰止咳平喘药，鲜品收购价从前几年每公斤3.6元上升到4.5元，干品销

售价格每公斤35元左右。 

项目合作单位：龙州县农业农村局 

合作方式：独资 

联系人：龙州县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联系电话：0771-8812674 

项目有效期：2022 年—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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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江州区广西整秆式甘蔗收获机产业（一期）项目 

 

项目名称: 广西整秆式甘蔗收获机产业（一期）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项目建设地点: 江州区新和镇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农业机械制造 

项目概述: 广西整秆式甘蔗收获机产业（一期）项目，新建厂房/

办公用房 30000 平方米、建设总装线和部装线，实现甘蔗收获机生产能

力 500 台/年 ；设立研发中心、营销中心、服务中心。这对国拓公司而

言，是对甘蔗收获机的重要战略部署：该项目建成有利于贴近市场、快

速服务、促进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植根江州•崇左，服务广西，辐射

东盟。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项目总投资 2亿元，拟引进资金 1亿元。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项目投资额为 2 亿元：包括土地 90 亩、厂房

13000 平米、库房 17000 平米、建设总装和调试线 1 条、部装线 8 条、

生产设备 15 台套、测试设备 40 台套，年生产 500 台整秆式甘蔗联合收

获机。可产生销售额 5亿元 

项目已经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目前项目已经完成工程设计和地质

勘探工作。 

产业背景及优势: 本机器是一款集整杆砍蔗、切稍、扶蔗、自动喂

入、剥叶、刷泥、茎叶分离、抛出、收集斗收集及地头集中堆放等多功

能的自动化履带式收割机。在收割质量、宿根保护、操作舒适性、地块

适应性、天气候适应以及收割形式上优势极大。 收割后的甘蔗几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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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工砍收品质，含杂率低、甘蔗损失小、糖分流失小、甘蔗可以建立

5～7天库存缓冲（下大雨时可使用缓冲库存）、在下小雨和有朝露的情

况下也能收割。充分考虑和解决了糖厂及种植户对传统收割机收割的顾

虑和问题，因此得到了糖厂、种植户的一致欢迎与好评。 

上下游产业情况:  目前，我们国家的农业机械，现代化程度还很

低，对国情和农艺发展的适应性、可靠性、自动化、智能化等，还处于

早期的阶段，农机企业研发能力普遍不足、意识落后。提升研发能力水

平，是我国农机企业产业升级的必要途径。我国是季风气候，在每年的

榨季期间，雨水还是比较频繁，机器下地破坏蔗地和宿根、收获的甘蔗

含杂率极高、收获损失率大，导致我国使用切段式甘蔗收获机很困难，

这也是这些年来甘蔗收获机械化很难推进的重要原因。而整秆式甘蔗收

获机，采用机械剥叶和分离杂质，不受下雨影响，甘蔗干净、完整，可

保存 5--7 天入榨，因此推广适合我国的整秆式甘蔗收获机，是必须的。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 项目所要生产的目标产品，主要是甘蔗联合

收获机，属于国家政策重点鼓励的产品方向。 

中央曾在“中央一号文件”曾经连续强调甘蔗机械化生产；国务院

发布的“中国制造 2025”规划中也专门指出要重点发展甘蔗收获机械；

国家发改委颁发的《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中明确提出要推动甘蔗收获机械的产业化和示范应用；2017 年农

业部“农办机 6号文”要求加快甘蔗收获技术与装备研发；2017 年广西

自治区发布 2017 年第二批广西创新驱动发展专项（科技重大专项）项

目，把整秆式智能甘蔗联合收获机列为科技重大专项。 

项目合作单位: 江州区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 

合作方式: 独资  

联系人：刘合坤       联系电话: 18062287119  

电子邮箱：liuhekun@gottall.com   

联系地址: 崇左市江州区新和镇蔗糖循环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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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532202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24 年 

 

25 

广西崇左市农业投资合作项目 

江州区“江州酸菜”特色食品加工园项目 

 

项目名称:江州区“江州酸菜”特色食品加工基地项目 

项目属地: 广西崇左市江州区 

项目建设地点: 江州区江州镇保安村内 

项目类别、所属产业: 农产品加工业 

项目概述: 建设约1000平方米的加工厂房，建设肉芥菜种植基地，

拓展电商销售平台。 

项目总投资、拟引进资金额:项目总投资 800 万元，拟引进资金 500

万元。 

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江州镇保安村有成熟的酸菜腌制技术，在当地

口碑好，形成“遇见保安·酸菜”自主品牌 1 个，并有望成功申报“江

州酸菜”地理标志。酸菜市场需求量大，收益可观，一亩地种出酸菜的

产值可达 3.5 万元，仅销售本地市场就供不应求。如成立酸菜食品有限

公司，建设食品加工标准化厂房，面向普通客户的批发、抽真空包装散

装酸菜，面向中端客户的开袋或开瓶即食的酸菜、酸豆角、酸笋产品，

乃至瓶装礼盒装的产品，通过邮政、供销社、扶贫销售平台等全国的影

响力和庞大的物流体系、粤桂协作项目电商等途径销售，市场销量之大

不可估量，还可以使用酸菜技术拓展腌制酸豆角、酸笋等周边产品，项

目收益前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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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己经具备条件及进展情况:已初步编制好项目建议书，项目建

设厂址位于崇左市江州区江州镇保安村内。已获得崇左市科学技术开发

中心和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合作的《崇左江州酸菜保藏工艺技术研究》项

目的技术和专利，申请注册“遇见保安·酸菜”商标，规划高标准农田

建设芥菜种植基地 1000 亩。项目为新建工程，项目所在地交通便利，

项目所在位置空间足够，周边道路，市政配套功能有利于建设工作的开

展，项目规划布局合理，选址合适。项目用水、用电均已具备，满足项

目建设需求，各项基础条件满足建设需求。 

产业背景及优势: 江州区是崇左市委、市政府所在地是崇左这座广

西最年轻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是桂西南地区的交通枢

纽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项目位于崇左市江州区江州镇保安村内，场址

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保安酸菜鱼”获中央七台《乡约》、广西卫

视《第一书记》栏目推介名菜。 

产业概况: 保安村腌制酸菜已有上百年历史，素有江州酸菜出保安，

“酸菜之乡”的美誉。村民掌握传统腌制秘方，腌制的酸菜不仅清酸脆

口、酸香味醇，而且开胃提神，醒酒去腻，帮助消化，成为江州区的一

大特色绿色产品。 

上下游产业情况: 江州镇保安村一直有种植芥菜、豆角等蔬菜的传

统，临近的江州镇江州社区也是崇左市周边的蔬菜生产基地，可提供稳

定的菜源。现保安村生产出的酸菜主要是家庭小作坊制作，往农贸市场

批发或零售，也有农户零散腌制酸豆角、酸笋、酸芋蒙等产品，整个崇

左市还没有建成一家规模酸菜加工厂。 

产业政策、优惠政策: 均享受西部大开发、江州区各项产业政策和

优惠政策。 

项目合作单位: 江州区江州镇保安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合作方式: （合资）  

联系人：王育敏  联系电话:13788500761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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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地址: 崇左市江州区江州镇保安村村委  邮编：532200        

项目有效期: 2022 年-2025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