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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宁县以工业化理念做大做强枸杞产业

中宁枸杞为什么这样红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盛夏时节，枸杞将宁夏黄河岸边
的坡坡坎坎映得通红。

黄河冲积而成的卫宁平原，是宁
夏枸杞的发源地和原产地。宁夏枸
杞已有 500余年的品牌史，1995年，
宁夏中卫市中宁县被国务院命名为

“中国枸杞之乡”。目前，宁夏有枸杞
种植面积 100 万亩，年产值 130 亿
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宁夏枸杞
一枝独秀；而中宁枸杞更以其过硬的
品质和品牌优势蜚声海内外。

提优品质

枸杞是华夏大地特种植物资源
之一，具有“药食同源”的复合优势。
全世界的枸杞种类约有 80 种，最有
名和最有商品价值的是宁夏枸杞。
而发源于六盘山脉的清水河和黄河
洪泛区交汇的神奇土地则孕育了其
中一枝独秀的中宁枸杞。

宁夏枸杞为什么好？中宁县舟
塔乡上桥村枸杞种植大户张伟中告
诉记者：“清水河把河谷冲成缓坡，矿
物质经过千百年的堆积沉淀，使得我
们这里成为盛产枸杞的好地方。”

中宁县所产枸杞色艳、粒大、皮
薄、肉厚、质柔、味甘，外观让人赏心
悦目，内在营养丰富，食用、药用价值
极高。

中宁枸杞品质过硬，其品质建设
呈“金字塔”模式螺旋递进，无公害是

“塔基”，绿色食品是“塔身”，有机食
品是“塔尖”。2000年原农业部在中
宁县搞“无公害”枸杞生产试点，经过
4年努力，共有14万亩通过原农业部
验收；2006 年再次作为原农业部试
点，2016年 8月全县 18.41万亩顺利
通过原农业部“不定期抽检、随机取
样”验收。

做大产业

“中宁枸杞能有今天的影响力，
自然禀赋占三成，后天努力占七成！”
中宁县枸杞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孟跃军说。

中宁枸杞为什么这样“红”？因
为全国枸杞最早的深加工在中宁，最
早拿到欧美订单的是中宁，最早拥有
的标准化种植基地在中宁，最早拥有
全国销售网络的也是中宁。“别的地
方是先成规模后有产业，中宁枸杞是
先拿到欧美订单有了现代深加工产
业后再扩大种植规模。”

秉持对“中宁枸杞”商标“管而不
死，活而不乱”的原则，“一方面，全国
许多枸杞产地都来中宁学习国企种
植工艺、深加工技术，我们欢迎他们，
鼓励他们生产优质枸杞干果或枸杞
深加工产品，成为中宁枸杞产业的

‘下线’。”孟跃军说。另一方面，中宁
先后出台《“中宁枸杞”品质品牌保护

办法》《中宁枸杞打假举报奖励办
法》，对冒牌产品予以坚决打击。

近几年，为进一步拓展枸杞产业
效益，中宁县注重以工业化理念做大
做强枸杞产业。加大招商力度，中国
邮政、中石化等企业把生产车间建在
田间地头，形成“企业+科研机构+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捆绑式”经济
共同体；抓质量安全，建设枸杞质量
检测中心，建立世界枸杞的“中宁标
准”，高标准制定产地环境标准、生产
技术标准、有机枸杞标准、保健价值
确认标准、市场准入标准、农药残留
控制标准等，并使之上升为国家标
准；抓自主创新，建设枸杞科技研发
中心，借助国家枸杞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这一平台，高规格建设中宁枸杞研
究所。近几年由宁夏农科院国家枸
杞工程中心在中宁先后培育出宁杞
5 号、宁杞 7 号、宁杞 9 号；另外从中
宁枸杞的内含元素及保健功能入手，
充分利用枸杞果、叶、籽、根资源，大
力发展四季枸杞鲜果冷链配送，积极

研发枸杞速溶冲剂、中药饮片、芽茶、
籽油、根雕等枸杞保健、医药、美容、
工艺等多元产品。

科技助力

“尽管宁夏枸杞名扬四海，然而
却长时期走不出高质低价的泥潭。”
宁夏百瑞源枸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郝向峰告诉记者，依靠企业多年的
积累沉淀，百瑞源公司通过技术迭代
升级和产品迭代升级为用户提供了
更安全、更放心、更高品质的好枸
杞。“几年来的实践证明，高质量的好
枸杞，价格高一点消费者是认可接受
的。”郝向峰说。

宁夏枸杞尤其是中宁枸杞在国
内外市场热销抢手，扩大种植规模是
理所当然的事。但扩大种植规模，怎
么解决农户敢不敢种、怎么种、能否
增收等一系列问题？中宁县制定出
台了《中宁枸杞产业整合发展方案》，
全面推进枸杞产业整合发展。一是
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的订
单生产模式，制定了中宁枸杞收购指
导价24元/斤，较往年每公斤平均价
格提高了8元左右，保证农民和合作
社每亩净收入在 4000 元以上；二是
利用微信公众平台，推行新一轮技术
培训，通过统一标准种植、统一标准
生产、统一指导价格收购，实现优质
优价，保证种植户利益；三是完善提
升中宁国际枸杞交易中心服务功能
和档次，建立智能化市场交易，建立
电商仓储配送分拨中心，在广东、北
京、上海、四川等地建立中宁枸杞营
销网点，同时强化鲜果销售，在一二
线城市的机场、高铁站设立中宁枸杞
鲜果营销网点，开展中宁枸杞境外商
标注册，让好枸杞卖上好价格。

“去年其他枸杞都掉价，唯有我
们的枸杞售价不降反升。”宁夏杞泰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雍政说：

“这是科技专利技术的贡献！”原来，
一般枸杞鲜果只有几天的保鲜期，而
这家公司加工的枸杞鲜果保鲜期可
达 30 天左右！雍政介绍，他们采用
的是一种叫“气调保鲜”的高科技工
艺，已获得国家专利。在此基础上加
工出的枸杞干果，不仅品相好、营养
丰富，关键是能达到零农药残留。传
统工艺加工的枸杞干果销售价格为
每斤418元，新技术工艺加工的干果
每斤售价高达 1280 元。目前，杞泰
公司加工生产的鲜果、干果在国内外
高端市场供不应求。

如今种枸杞卖枸杞能挣多少
钱？上桥村张伟中老汉伸出两个指
头：“亩产收益是种玉米、水稻的 10
倍。我大儿子和女婿在甘肃、青海做
枸杞种植技术顾问，小儿子在银川开
枸杞网店，去年全家的枸杞收入近
20万元。”

“中国枸杞之乡”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立足资源优势，注重以工业化理念做大做强枸杞产业，推

广有机种植、不断开发新品、发展深加工、推进产业整合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和突出成效。目前，

枸杞产业已成为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生态产业、富民产业。

登上广西凌云县凌春有机茶园
种植基地海拔 1000 多米的山头，薄
雾萦绕在铺满茶树的山峦间，一株
株茶树在晨风中舒展开嫩芽，富氧
空气使人心旷神怡。

加尤镇央里村的杜美英早早就
背上茶篓上山采茶。“我们村里10多
户都靠这片‘茶叶子’生活，来采茶
一天能挣100多元到200元，一个月
采茶 15 天，挣个两三千元没问题！”
杜美英告诉记者。

央里村群众依赖的这片“茶叶
子”，便是“凌云白毫茶”。白毫茶原
名白毛茶，因其叶背长满白毛而得
名，是能适制绿、红、白、青、黄、黑六
大茶类的全能茶树品种，如今已成为
生态茶乡凌云县的一张亮丽名片。

凌云县地处滇桂黔石漠化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
区。根据这一县情，凌云县用茶叶、

油茶、桑叶“三片叶子”在石漠化片
区间筑起生态防线，建设绿水青山，
又将“三片叶子”做成富民支柱产
业。

万崇尚是广西凌春投资集团董
事长，又是凌云县泗城镇陇照村的
党支部书记。“种茶能够涵养水源、
提升植被覆盖率，而且凌春有机茶
园将杂草除掉放在茶树根部做肥
料，最大程度保护了生态环境。”万
崇尚告诉记者。

近年来，凌云县围绕“茶业强
县”发展思路，通过技术培训、资金
扶持、茶旅融合、茶叶低产改造等方
式，大力培植壮大茶叶产业，带动当
地群众增收。据统计，目前凌云县
种 植 茶 叶 11.2 万 亩 ，去 年 产 干 茶
5500吨，产值近5亿元。全县近5万
人从事茶叶产业，占全县人口的四
分之一，已有 1.5万贫困人口通过茶

产业实现脱贫。
走进下甲镇平怀村，6000 多亩

桑树沿公路两边连片种植，满眼翠
绿，这便是凌云县生态致富的另一
片“叶子”——桑叶。平怀村里 200
多栋三四层的洋楼都是村民种桑养
蚕赚回的“桑蚕楼”。远远望去，只
见不少人家屋顶上都围着黑色网
纱、盖着铁棚。村党支部书记郁再
俭告诉记者：“这是养蚕房，平怀村
几乎人人家里都养蚕，我们村卖鲜
茧年收入近600万元，养蚕户人均收
入可达7000元。”

平怀村位于大石山深处，2002
年以前，该村村民只能在石头窝窝
里种植一点玉米、水稻，靠天吃饭，
雨多饱一年，雨少饥一年。如今，依
托一片桑叶，村民过上了幸福日子。

“平怀的光温条件适合种桑养
蚕，既可增加农民收入，种桑树还可

改善生态环境。”郁再俭说，平怀村
产业发展没有水可以依赖，种桑养
蚕给贫瘠的大石山区开辟了一条新
路。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平怀村从

“光棍村”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富裕
村，带动了全县种桑养蚕业的发展，
并于2011年被授予“百色桑蚕村”称
号，2013年被评为自治区级生态村。

“这条路当地农民把它叫做‘产
业道路’，长19公里，有10多条分支
路，延伸到油茶林的深处。”逻楼镇
党委书记游本文告诉记者。在逻楼
镇林塘村，一条条产业道路盘桓在
山间，使该村油茶产业发展马力强
劲。“林塘村有油茶 7000 余亩，户均
近 20 亩。但多年来油茶树老化低
产，目前我们正在组织村民合作社
对茶树进行低产改造，改造后一亩
能 增 收 800 元 到 1000 元 。”游 本
文说。

过去，凌云县的油茶种植属于
粗放式管理，不少茶树因老化而产
量低。为了打造好油茶这片致富

“金叶子”，该县坚持“规模与质量并
重，新造与低改结合，产业与扶贫相
融，生态与经济效益兼顾”，鼓励企
业、农民合作社投资和农民筹资筹
劳参与油茶基地建设。油茶产业正
加速成为凌云的优势主导产业，目
前，全县油茶林面积达 27.1万亩，年
产值近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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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卫市中宁县立足资源优势做大做强枸杞产业，枸杞产业目前已成为

当地的生态产业、特色产业、富民产业。图为村民在采摘枸杞。 （资料图片）

近年来，江西省宜春市万载县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立足

农业旅游，实施“创客艺术农旅”项目，将美丽乡村当做景区打造，将山水农

田建成休闲基地，乡村生态旅游业态逐渐成熟，展现出了“春夏秋冬季季有

花香，绿水青山处处有风景”的美好景象。图为孩子们在万载县黄茅镇南

岭创客基地游玩。

邓龙华摄（中经视觉）

美丽乡村变景区

广西凌云县

“三片叶子”带来绿富美
本报记者 童 政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朱柳蓉

河北怀来县石门村

又到熟杏爽口时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刘继英

“石门黄杏好品质，软糯甜香爽
唇齿……”如果你是一个地道的“吃
货”，读到这样的诗句，是不是会急
着找到石门黄杏的产地亲自去品尝
一下？

如今，在石门黄杏的产地河北
省怀来县孙庄子乡石门村，城里来
的食客进山争相采摘品尝黄杏的热
闹场景正在上演。“杏福生活任我
行”采摘活动正在这里举行。

据怀来县孙庄子乡党委书记刘
志非介绍，怀来县地处怀（来）涿

（鹿）盆地与燕山山脉的连接带，由
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及光
照特点，使得这里产出的葡萄、海
棠、苹果等果品品质出众。由于紧
邻北京，果品更是名声远播。不过，
孙庄子乡的石门村由于地处燕山深
处的黄土高坡之上，交通不便，产出
的黄杏品质虽好，却一直卖不出好
价钱。

怀来县乡党委在深度调研中发
现，石门黄杏不仅耐干旱、耐瘠薄，
而且果品品质特殊：果大核小，色泽
鲜亮呈橘红色，肉厚汁多，质地细
腻，可溶性固含物多，粗纤维少。杏
肉离核后，果香味浓厚，酸甜适中，
营养丰富，堪称“果品中之精品”，而
且比一般果品更耐保存。石门村目
前种植黄杏面积达 2000 余亩，产
量达 60 万斤，但“酒好也怕巷子
深”，一直没能卖出好价钱。于是，
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帮助果农开拓销
售渠道。

抓交通引客上山。只有路通才
能货畅。县乡两级首先抓石门村的
交通建设，将扶贫资金打捆使用和
群众投工投劳有机结合，经过两年
多的艰苦努力，修建了总长接近10
里的盘山公路，并且在制高点上修
建能看到整个果园的远眺长廊和观
光亭，给游客的采摘和观光提供了
方便，使得黄杏遇到极端天气卖不
出去，甚至烂在地里的现象得到了

彻底扭转。在果园中，自己驾车带
着一家人到此采摘黄杏的北京市民
张进军告诉记者：“以前听说过石门
黄杏品质不错，但因道路不通一直
无缘品尝，今天亲自采摘品尝，觉得
真是不虚此行。”

抓推广传播美名。知名度与
销售额往往成正比。县乡两级不
仅通过在县里的微信公众号、燕赵
都市报、电视台制作宣传视频，加
大了广告宣传力度。还通过北京
世园会平台、怀来县扶贫协作成果
展等进行推介，同时还开展了“美
林到石门，杏福生活任我行”骑行
活动，让石门黄杏最大限度进入公
众视野。村民董颖告诉记者，经过
宣传推广，石门黄杏名声大振，目
前，每天至少有上百名游客慕名到
此旅游采摘，周末一天大约就能接
待近千人次。

抓电商促进网销。为了让黄杏
外销渠道更为畅通，县乡政府不仅
出资设计制作了石门黄杏包装箱，
供村民以成本价使用，同时积极拓
宽网络销售渠道。县扶贫办、县城
投公司牵头，建立了网销平台，同时
与顺丰公司达成合作意向，在采摘
现场办理冷链快递运输，把产品远
销到全国各地，实现了京津冀当日
或者次日到达，国内一般大中城市
3日内到达。

在石门村广场的快递包装点，
村党支部书记董桂银告诉记者，过
去石门村的黄杏一般都靠村民担到
山下卖，由于没有品牌效应，而且费
工费力，每斤仅能卖出两三元钱，现
在游客上门采摘，每斤能卖到 8 元
左右。

在自家果园中给游客装箱的村
民成德样对记者说：“现在可好了，
自己家的果子不用挑担出门就能卖
出好价钱，每亩收入在 4000 元左
右，预计全年收益可以突破4万元，
比去年多1倍多。”

日前，河北省怀来县孙庄子乡石门村的黄杏进入成熟期，引来众多游客

采摘品尝。 本报记者 宋美倩摄

开栏的话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

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乡

村产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

一批彰显地方特色、体现乡

村价值、乡土气息浓厚的乡

村产业不断发展壮大，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强力支撑。从

本期开始，“乡村振兴”版开

设“乡村产业旺起来”专栏，

总结经验、剖析问题，展现乡

村产业发展取得的成绩，探

讨更科学的发展路径，促进

乡村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