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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信息 园区长镜头

安徽太和
加强香椿产业示范区基地建设

近日，投资1.2亿元的安徽省太和县香椿种植加工示范基地在
太和县双创园正式启动。该项目建设规模包括500亩香椿生产示
范基地、500吨保鲜库一座、年产500吨香椿系列食品加工厂一座，
项目建成后年产值将达到2.3亿元，年创利润8000万元，将为太和
县做大做强“太和香椿”品牌奠定更加坚实的资源保障。

据了解，久负盛名的太和香椿集中在太和县沿沙颍河两岸的
大新、肖口、旧县、城关、税镇、赵集等六个乡镇，历史上的“太和贡
椿”均出自这里。近年来该县在成功申报“中国特色香椿产业示范
区”的基础上，抢抓机遇，以大新、城关两镇香椿示范基地为突破
口，加强示范园区建设，培育龙头企业。

此次由北京福建商会、安徽盈泽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国
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功能食品重点
实验室成果转化中心等投资建设的“太和县香椿种植加工示范园”
项目，不仅有利于形成较完善的香椿产业链条，促进当地香椿产业
结构调整，更能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景观效益的
有机结合，具有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邱永林

山东郯城
“代种代管”打造花卉园区

近日，在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汉唐花卉种植园区里，多个品种
菊花盛开，姹紫嫣红。近年来，郯城县郯城街道流转土地2000多
亩，在郯城农商银行“富民生产贷”信贷资金的扶持下，建立了汉唐
花卉种植园区，成立花卉种植合作社，与社员签订了“代种代管”合
同，当鲜花盛开后，合作社全部回收，统一销售，实现了合作社和社
员共赢。 鲁莉静 张永 摄

湖北武汉
以奖带动猕猴桃产业园区发展

日前，来自湖北省武汉市6个新城区的猕猴桃种植大户、企业
及省市专家近 120 人共聚现代农业教育中心，共话猕猴桃产业发
展。据透露，未来五年，武汉市将在江夏区舒安街未来家园、新洲
区涨渡湖农场、蔡甸区消泗乡三地，各打造 5000 亩的猕猴桃示范
种植基地，总面积发展到5万亩。

为加快猕猴桃产业发展，武汉市每亩4000元奖励新建猕猴桃
园区建设，同时每亩 2000 元奖励升级老猕猴桃园区建设，加快建
设高端猕猴桃产业园区。

据了解，2014 年武汉市猕猴桃种植还不足 1000 亩，目前已发
展到近万亩，主要种植区域在江夏和新洲两个新城区，总面积7600
余亩。其余各区主要以观光采摘为主，黄陂区400亩，蔡甸区和东
西湖区各 200亩，主要有金山、经久香、红阳、建香、金艳、黄金果、
翠玉等近20个品种。目前，规模较大的猕猴桃种植大户及企业发
展到6个，80%的果园均进入挂果阶段。

据武汉现代农业教育中心果蔬专家分析，武汉地处长江中下
游地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肥沃，适宜
猕猴桃生长。据悉，猕猴桃在武汉种植产量每亩达 3000 斤，亩收
万元，发展猕猴桃产业可带动老区快速脱贫致富。

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果树专家表示，武汉把猕猴桃定义为都
市特色果树，是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果品，将按照高端特色果品
生产，届时延伸集休闲、观光、采摘、文化及加工为一体的现代产
业链。 周小平

□□ 谢波 牟瑜 本报记者 李朝民 骆玉兰

西部茶海，心在凤冈。凤冈县位于贵州
省东北部，是革命老区遵义的东大门，盛产茶
叶，因茶叶富含锌硒元素，故称锌硒茶。凤冈
县曾经是国家级贫困县，党的十八大以来，凤
冈县委、县政府高举“建设生态家园、开发绿
色产业”的生态文明旗帜，以园区建设为抓
手，全面推进锌硒茶产业绿色发展。

截至目前，凤冈全县投产茶叶面积达 35
万亩，位列全国产茶大县前十、贵州前三，并
拥有有机茶基地 3.18 万亩，为中国西南之
最。凤冈县荣获“中国富锌富硒有机茶之乡”

“中国西部最美茶乡”“中国生态旅游百强县”
等 12 个“国字号”桂冠，锌硒茶种植加工已经
成为茶乡人民的富民产业。在锌硒茶产业的
带动下，2018 年凤冈县顺利通过国务院第三
方评估验收，彻底甩掉贫困县帽子。

凤冈锌硒茶产业发展的强劲律动，有着怎
样的发展共鸣？近日，记者来到“中国西部茶
海之心”凤冈，进行采访调研，从高速路、宾馆、
茶园到景区，从官方到民间，从干部到茶农，凤
冈锌硒茶这一标签和符号，已逐渐深入人心。

实现人均一亩茶

茶，是大自然赐予凤冈的礼物。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一度让凤冈

人苦不堪言。谁曾想，高海拔、低纬度、多云
雾、寡日照、生态好等自然条件恰恰顺了茶叶
的意。

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写道：“黔中：生恩
州、播州、费州、夷州……往往得之，其味极
佳。”凤冈县永安镇就在古夷州所辖范围。

永安镇是国家4A级景区茶海之心的所在
地。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松林密布、云
蒸霞蔚，林茶相依、薄雾缭绕，茶庄棋布。景
区是凤冈锌硒茶的主产区和核心区，富含锌
硒的珍贵土壤，给了凤冈锌硒茶独特的品质。

专家表示，锌是人体内多种酶的重要构
件，有“生命的火花”之美称。硒被医学界称
为“长寿之星”。因而，凤冈出产的锌硒有机
茶口碑极佳，出口的茶叶产品在欧洲市场备
受青睐，也得到国际国内茶界的高度评价。

这种口碑绝非偶然，主要缘于凤冈人久
久为功。

新中国成立以来，凤冈县茶产业发展可
谓一波三折。从当初仅有的 60 亩茶园，发展
到 3 万亩。但因产量低、效益差等原因，茶产
业发展一度比较缓慢。

转机出现在 1994 年。令人欣喜的是，国
家有关部门通过对凤冈茶的化验，发现凤冈
茶富含锌硒两种微量元素，为凤冈打造锌硒

茶品牌奠定了坚实基础。
2003年，凤冈县审时度势，因地制宜提出

“建设生态家园、开发绿色产业”的发展战略，
出台《中共凤冈县委关于加快绿色产业发展
的决定》，提出营造绿色环境、培育绿色基地、
实施绿色加工、打造绿色品牌的“四绿工程”。

从此，凤冈县在推动锌硒茶发展方面，开
始探索“畜—沼—茶—林”的建园模式，最终
形成茶中有林、林中有茶、茶林相间的茶园生
产与管理模式。

凤冈县委书记王继松说，多年来，凤冈县
一张蓝图绘到底，始终把锌硒茶产业作为富
民兴县第一产业，每年以 3 万-5 万亩的速度
推进茶园建设，目前全县茶园面积已发展到
50多万亩，基本实现了“人均一亩茶”的目标。

茶园拓宽富民路

每年的初春时节，凤冈茶海一股股绿色波
浪间，采摘明前茶的身影就会渐渐多起来。走
近些，只见茶农两手并用，上下翻腾，大拇指和
食指准确地将茶青捏住，用力一提，手腕一甩，
鲜嫩的芽便收入了斜挎背的竹篓里。

茶农曾祥华就是其中一员。家住永安镇
田坝社区干龙洞组的曾祥华，与茶结缘始于
1993年。当时，看到有村民开始种茶树，与家
人一合计，曾祥华感觉种茶树划得来，于是毅
然将家里的十多亩玉米地改种成茶树。3 年
后，曾祥华家的14亩茶园已经成型，精心打理

茶园成了他的主业。
“按照农业农村部门的培训指导，我对茶

园进行科学管护，整个茶园长势良好，茶青下
树率有了大幅度提高。”曾祥华说，2006年，他
用多年积累下来的积蓄买来茶叶加工机器，
开办了自己的茶叶加工厂。

功夫不负有心人，勤于钻研的曾祥华，把
茶叶加工厂经营得风生水起，生产出的茶叶不
仅品质上乘，而且订单也越来越多。2012年，
曾祥华用卖茶叶赚来的32万元，在老家修建了
500多平方米的农家别墅，一家人其乐融融。

在曾祥华多年的耳濡目染下，女儿曾梅从
她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依托家里的茶园和
茶厂在贵阳开了一家实体店，专卖凤冈锌硒
茶。由于生意做得顺风顺水，曾祥华自家茶园
的茶青远远满足不了茶厂的生产需求。

曾祥华思虑再三，决定扩大规模，从其他
茶农手里流转茶园。在茶青采摘的高峰期，
曾祥华都要请几十位采茶工人帮忙。如今，
曾祥华家生产的成品茶已是名声在外，每公
斤最高能卖到800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与曾祥华相比，茶农陈其鹏略有不同。
前期，陈其鹏也是从种茶起家，经历了建茶
园、办茶厂的过程，但后来陈其鹏依靠茶园
优势延伸了产业链，办起了茶庄，建立了“茶
园+茶厂+茶庄”的运行模式，实现了“茶旅一
体化”。

陈其鹏说，探索“茶旅一体化”之后，茶

园、茶厂、茶庄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每
当凤冈县春茶上市以及旅游旺季时，各地茶
商与游客络绎不绝，2018 年三项收入加起来
超过2000万元，助推了锌硒茶产业融合发展。

在凤冈，类似的富民故事还有很多。
2018 年，凤冈县茶叶总产量 5.5 万吨，产值 45
亿元，带动从业人员24万人，有效撬动县域经
济发展。

茶产业做大了，最大的受益者是茶农。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凤冈茶农人均收入比未
种茶前增加 2500-2800 元，带动 1.5 万户贫困
户脱贫致富。

瞄准目标再出发

“尽管锌硒茶产业规模上来了，但它的挖
潜空间依然可观。”王继松说，围绕如何做大
做强锌硒茶产业，县里凝心聚力、深入研判，
最终确定了通过园区建设，持续推进全域有
机、全产业链有机的“双有机”发展战略，助推
凤冈人民全面小康。

谋定而后动。为了推进“双有机”战略实
施，凤冈县先后建立了培训上岗制、守法保证
制、连锁加盟制、执照管理制、市场准入制、购
销台账制、强化服务制、定期检测制、农药经
营管理考核制的“九制”农药管理办法。推行
县、镇、村、组、茶企茶农各环节监管责任和主
体责任落实的“五级防控”管理模式。

“在延伸锌硒茶产业链方面，凤冈县迈出
了重要一步。”凤冈县县长马华介绍，今年 3
月，凤冈县政府与国科生态农业集团签订招
商协议，在该县彰教工业园区投资3亿元建设
贵州省内第一家现代化健康科普生产示范企
业，回收茶农修剪茶树时的老叶，以此作为原
料，通过新技术萃取加工生产成口服液、含
片、锌硒矿泉水、茶饮料等产品，有效提升凤
冈锌硒茶的品牌价值。

“凤冈县投产茶叶面积35万亩，春夏冬三
季修剪茶树的老叶，将为我们提供取之不尽
的原料。此次合作既丰富了锌硒茶产品，又
增加了茶农收入，真正实现了变废为宝、绿色
发展。”国科生态农业集团董事长骆双贵说，

“凤冈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锌硒茶产业发
展，企业营商环境非常好。我们将抓住机遇，
依靠科技创新，砥砺前行，为推动凤冈锌硒茶
产业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展望未来，王继松信心满怀。他说：“凤
冈锌硒茶要想实现产业振兴，必须牢牢抓住
茶园质量安全这个‘牛鼻子’。不管未来怎
样，我们都将不忘产业富民的初心，坚定不移
推进‘双有机’战略，努力提升茶叶质量安全
水平，全力把凤冈打造成为世界级的锌硒茶
园，给世界一杯干净茶。”

美丽茶乡的强劲律动
——贵州凤冈县以园区为抓手推动锌硒茶产业做大做强

茶叶专家在察看凤冈锌硒茶长势。 资料图

北大荒七星农场
牵手小岗村共建现代农业示范区

近日，北大荒集团七星农场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再次签约，
继续在小岗村推进现代农业示范区合作共建。

据了解，北大荒集团与安徽省滁州市开展合作始于 2017 年，
北大荒七星农场与小岗村签订了现代农业共建项目合作协议。农
场选派水利和农技人员进驻小岗村，在 500 亩从未种过水稻的土
地上建立了北大荒现代农业示范区，将北大荒先进的种植技术、标
准的种植模式推广复制到小岗村。经过两年的试验，示范区为当
地村民调整种植结构提供了样板，为小岗村发展现代农业发挥了
示范引领作用。

据悉，下一步双方在示范区建设中，将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
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七星农场将把小岗村500亩水稻示范
田作为试验、示范、教学基地，对当地农民开展实地种植培训，并总
结、提炼近两年来小岗村水稻示范田种植模式，形成水稻生产各环
节标准（包括新技术、新机械应用），制定出一套适合当地的水稻栽
培模式，带动提高小岗村现代农业水平。同时借助小岗村现有的
农业信息化设备，帮助小岗村链接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打造
稻谷溯源体系，提升稻谷品质，奠定品牌价值。另外，双方还将在
粮食加工和销售方面进行合作，七星农场为小岗村农业机械在秋
收期间进行跨区作业提供支持。

李玉珍 李春霞 本报记者 常力强

（上接第一版）为了让农民理解配合，
他深入浅出地提出了“三板斧阻击
战”策略，即及时砍病树、用无病苗木
补种、大面积集中连片防控。中柑
所从技术角度全程给予支持，保障
了三峡库区乃至全国柑橘产业的安
全发展。

“美国佛罗里达州近 100 亿美元
的柑橘产业因黄龙病毁损 2/3，而中
国赣州落实‘三板斧’防控黄龙病措
施到位，保住了 2/3，这就是成功。”周
常勇说。

科技不仅阻击了病害，还守护
了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曾经，“一
吨橙汁两吨渣”，柑橘生产加工中传
统的皮渣填埋对库区生态环境造成
严重污染；如今，废弃皮渣变“废”为
宝，可以用来发酵饲料和制作有机
肥，中柑所研发的“柑橘皮渣低碳无
害化处理”等新技术成果的大规模
应用，实现了柑橘皮渣的零排放，有
效解决了三峡库区面源污染和环境
保护问题。

与此同时，重庆在柑橘良种无
病毒三级繁育体系创建，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柑橘新品种培育和筛
选，以及晚熟柑橘的防冻、防冬季落
果、防枯水，营养诊断和配方施肥，
绿色防控技术突破等方面也全国领
先。其中，“柑橘营养诊断配方施肥
技术”被农业农村部定为全国农业
主推技术。

强大的科技支撑，让重庆柑橘早
已成为各大展会的“座上宾”“口中
宝”，实现了不止“提升一米”的目标，
为柑橘的科研兴产交出了一份亮眼
的“成绩单”。目前，重庆近 200 家柑
橘育苗企业年出圃能力近 1 亿株，成
为全国最大的柑橘容器苗生产基地，
平均年外调种苗1200多万株，占全国
省外调运市场的 70%；2017 年，江津、
北碚被农业农村部确定为“首批全国
区域性柑橘良种繁育基地县”。

好技术带来好品种的问世。截
至去年10月，中柑所推出审定柑橘新
品种15个，以沃柑、金秋沙糖橘、玫瑰
香橙、棱晚脐橙等为代表的优新品种
在三峡库区推广近 100 万亩，加快了
库区品种结构优化的步伐。

“下一阶段，我们将呼吁有关部
门牵头启动《三峡库区柑橘产业发展
规划》修编工作，让《规划》成为新时
代三峡库区柑橘产业振兴和社会经
济效益不断提高的纲领性文件。”中
柑所所长陈善春表示。

特色品牌赢市场

科技创新、攻坚克难，重庆不断
培育出高品质、高产量、高效益的柑
橘，攻克了晚熟柑橘生产的技术难
题，深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
了品牌建设，培育出“奉节脐橙”“忠
县柑橘”等全国知名品牌。

“园柑长成时，三寸如黄金。”杜甫
寄居奉节时，留下赞美奉节脐橙的诗
句。奉节脐橙自 1953 年引进该县以
来，历经67年历届县委、县政府推动，
种植面积达 33.5 万亩，年产量 31.5 万
吨，综合产值25.53亿元，实现了“一棵
树致富30万人”的目标，成为全国著名
柑橘产区之一。

近日，一辆满载着 2 万斤柑橘的
大货车停在重庆铭阳果业发展有限
公司院内，即将发往北京。

“这是今年最后一车‘金秋沙糖
橘’啦！总共 10 万斤，早早就被这家
广西公司全订了！”公司党支部书记
孙会良告诉记者，好几个买家每斤加
价 1 元来“撬货”，他都没给。“金秋沙
糖橘只是小种了几十亩，第一年试
产。”孙会良语气淡定却透着自豪，

“下个月，来‘抢’脐橙的人更多。我
们的‘肚子美’（“杜甫，字子美”的谐
音）脐橙‘爱人得很’！”

“让一颗颗橙子富有诗情画意！”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奉节县把

诗城文化与脐橙产业结合起来，讲好
品牌故事，成为奉节“诗·橙文化、绿
色发展”的重要内涵。

如何持续强化品牌竞争力？听
着诗书长大的橙——记者在奉节县
采访途中见到这则广告标语，就是最
好的答案。

坚持政府打造品牌特色，让公用
品牌惠及大众。“我们的‘奉节脐橙’
作为具有影响力的公共品牌，新鲜、
生态、有品位。”奉节县脐橙产业发展
中心驻铁甲村第一书记丁永向说，

“所谓新鲜，即‘挂在树上卖’；生态，
即不染色、不催熟、不增甜；有品位，
酸甜适度、脆嫩化渣、余味清香。”

迎着微微细雨走进奉节县铁佛
脐橙种植股份合作社，忙碌的果农们
正在熟练地分装脐橙。

该合作社是奉节县晚熟脐橙发展
示范区。合作社理事长马后明向记者
介绍，合作社的核心品牌产业就是晚
熟脐橙，现有晚熟脐橙基地3000余亩，
注册的“铁福春橙”产品商标也是“奉
节脐橙”品牌下的一个重要商标，已获
绿色食品认证。

近年来，“奉节脐橙”先后荣获了
中国地理证明商标、中华名果、中国
驰名商标、中国生态原产地保护产
品、中国百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等品质证明
及荣誉称号，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评估
其品牌价值达182.8亿元，成功跻身全
国橙类一流品牌。

近几年，重庆市政府投资 1000万
元用于重庆柑橘品牌建设，大大提升
了重庆柑橘在国内外市场的美誉度
和知晓度，“万州玫瑰香橙”“开县春
橙”等特色品牌与“奉节脐橙”一样蜚
声海内外。奉节县抓住机遇，重点推
进以奉节脐橙为主的库区脐橙产业
发展，促进优势产业向优势产区和优
势基地进一步集中，力争到2020年建
成80万亩“奉节脐橙”品牌种植基地。

精深加工延链条

“三季有鲜果、八个月能加工”“晚
熟与加工并重”，记者了解到，重庆柑
橘走错季上市和延伸产业链条之路，
重点发展 2-6 月成熟上市的晚熟柑
橘，早、中、晚熟品种结构由2010年的
15∶80∶5调至2018年底的24∶34∶42。

位于渝东北的忠县也是全国柑
橘优势产区之一，素有“半城山水满
城橘”之称。忠县柑橘迅猛发展始
于 1997 年美国施格兰柑橘产业化项
目，柑橘园标准化建设全国领先。
2018 年，全县柑橘基地 35.5 万亩，产
量 36 万吨、综合产值 36.04 亿元，致
富了全县 20 万果农。

目前，全县 35.6 万亩标准化柑橘
基地形成了早中晚熟配套的加工品
种体系和优质畅销鲜果品种体系，从
每年的10月到次年6月有9个月实现
鲜果批量上市。

在位于忠县新立镇的国家柑桔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柑橘文化时空展示馆
内，记者直观地了解到了中心在技术
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开放服务、
合作交流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国家柑桔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
我国果树行业和西南地区农业领域
的首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该中心通过科技研发，延长了柑橘产
业链，提升了产业附加值，对于柑橘
的贮藏加工技术作出重大贡献。

在该中心的帮助下，忠县柑橘“无
病毒容器育苗、标准化建园、营养诊
断、皮渣无害化处理”等十大柑橘技术
被行业广为应用，制定柑橘产业系列
企业标准21个。其中，《柑橘无病毒容
器育苗技术》升级为国家行业标准，柑
橘育苗、品种、建园、田间管理、NFC橙
汁五大标准通过国际采标确认。

“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再到榨
干吃尽”，忠县紧紧围绕柑橘加工业
做文章，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建成了

完整产业链。
作为柑橘产业链的重要后端产

品，橙汁占到全球果汁市场 70%以上
的份额，不仅口味好，还富含多种维
生素，特别是对人体大有脾益的橙皮
苷，只有橙汁才有。

重庆市近年来引进和培育了美国
博富文、三峡建设集团、北京汇源、福
建天邦、尚蔬坊、锦程鲜果集6家橙汁
加工企业，橙汁加工能力达100万吨，
其中重庆三峡建设集团生产的派森百
冷冻鲜橙汁更是填补了国内空白。

位于忠县的派森百橙汁有限公
司在国内率先开发出“派森百”NFC
橙汁，产品通过国际 SGS、HACCP 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成为我国首个与世
界高端橙汁比肩的产品。

如今，包括忠县在内，三峡库区已
经建成汇源果汁等橙汁生产线8条，辐
射带动全国30余条橙汁生产线，国产
橙汁市场占有率从 5%提高到 40%以
上，替代进口橙汁35%以上。

产业集群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利
器。重庆市已经建成柑橘商品化处
理设施20条、单元产地预贮预冷设施
30个，橙汁加工及果实商品化年处理
能力达 200 万吨，成为全国最大的加
工生产基地。

截至 2018年底，重庆市柑橘种植
面积达 340 万亩，产量 315 万吨（其中
晚熟柑橘 142.8 万亩，产量 85 万吨），
综合产值 370 亿元（按市场监测价格
计算），种植效益为 125 亿元，带动
94.3万户330万橘农人均增收1125元，
相关从业人员约300万人。

重庆市副市长李明清表示，未
来，重庆将坚持鲜食与加工并重，打
造“晚熟柑橘”和“橙汁”两大品牌，按
照“大基地、小单元、多主体、单品类、
集群化”思路，加快推动形成“大基
地、大品牌、大流通、大服务”发展格
局，向“世界知名、中国一流”的柑橘
生产区不断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