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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实洁净艳丽，果肉细脆香甜，产
量高于一般品种……”7 月上旬，从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传出喜讯，由该校赵政
阳教授团队培育的两个优质晚熟苹果新
品种“瑞阳”“瑞雪”通过国家审定。

据赵政阳介绍，“瑞阳”苹果由“秦
冠”和“富士”做亲本杂交选育，为优
质、丰产、晚熟、红色品种；“瑞雪”由

“秦富1号”和“粉红女士”做亲本杂交
选育，为优质、晚熟、黄色品种。截至
目前，两个品种推广面积已经达到5万
亩，这代表着陕西省的苹果选育已经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

实现特色自有品牌品种规模化种
植，仅仅是陕西苹果产业跨越发展的一
个缩影。据陕西省统计资料显示，目前
陕西苹果种植面积达1100万亩，产量达
1100万吨，约占世界七分之一、中国四
分之一。苹果汁产量占世界三分之一。
目前，果品及果品深加工产品已批量出
口80多个国家和地区。

对标全球先进产区选育新品种

陕西地处我国中西部交界区域，境
内有大面积海拔千米左右黄土高原。这
里土层深厚，土质疏松，环境无污染，
光照充足，气候温凉，昼夜温差大，降
水适宜，分布均匀，拥有生产优质苹果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了将苹果产业
做成推动农民增产增收的主导产业，陕
西省对标全球先进苹果产区，采取行之
有效的综合措施推进苹果产业做大做
强，提档升级。

做大做强苹果产业，优种优育，推
行标准化种植是第一道门槛。为了让陕
西苹果做到品质领先，陕西省专门成立
了果业局，领导果农发展林果生产。从
2004年至今，全省已经审定选育和引进
24个苹果新品种，其市场占有率居国内
几大苹果主产区之首。尤其是陕西自主
研发培育的玉华早富、秦阳、瑞阳、瑞
雪、秦脆、秦蜜等优良品种已经从示范
推广到大面积种植。其中，玉华早富的
栽植面积达到65万亩。

在陕西杨凌农业科技示范推广基

地，负责人何正祥向记者介绍，要让苹
果产业占领市场，挖掘适销对路产品是
基础性工作。通过多年引进和创新，我
们发展了烟富 3 号、礼富 1 号、玉华早
富、丽嘎等适合当地种植的苹果新品
种，并创建矮砧苹果技术标准体系，带
动附近数十个乡镇农民按照标准化程序
种植苹果，其中张洪镇就发展矮化苹果
树 1000 亩。进入盛果期，亩产可达
3000 公斤，年产值达到 1800 万元，利
润达到1000万元。

融汇中外技术创新打造产业基地

盛夏时节，地处秦岭北坡的千阳县
一片郁郁葱葱。在千阳县南寨镇闫家村
的标准化高山苹果生产基地，记者看到
苹果园中苹果树横成排、竖成线，整整
齐齐，果满枝头。“这是在海升集团支持
下建设的标准化高山苹果生产基地，单
个果园总面积达3000多亩。”千阳县扶
贫办副主任罗亚军告诉记者，千阳现代
高山苹果示范基地是用矮砧苹果技术种
植的区域，这里的种植模式在欧美技术
的基础上，融汇了中国特色的技术创
新。比如，从松土、打药到采摘，基本
采用机械化作业，不仅省水、省肥，而
且省力。一个劳动力可管理60亩果园，
相当于提高劳动生产率40倍以上，盛果
期平均亩产能达到 8000 斤以上，每亩
收益达到 4 万元至 5 万元，相当于普通
粮食作物的100倍。

引导产业发展，千阳县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合作，建成苹果试验站，专门
研究苹果高产技术。同时，企业与国内
外一流大学开展技术合作，建设现代矮
砧苹果苗木繁育基地；高薪引进33名农
学硕士从事果业技术服务，创办苹果

“田间大学”，培育职业果农 5000 多
人。为了让苹果产业实现真正的高产高
效，根据西北农大的建议，县里全面推
行“苗木、农资、农机、技术、建园”
生产五统一和市场“品牌、销售、物
流”三统一。目前，在全县已建起示范
基地 2 万多亩，规模面积达到 8 万多
亩，使得这里成了全国最大的矮砧苹果
集约化生产和苗木繁育基地。

如果说千阳县是苹果规范化种植的

典范，那么渭南就是苹果产业规模化发
展的代表。为了让苹果产业上规模、上
档次，渭南成立了苹果产业化领导小组
和品牌建设委员会，印发了建设果业强
市和品牌建设实施意见，每年拿出1000
万元支持苹果产业基地建设、市场开
拓、品牌创建以及大数据发展应用，苹
果面积和产量以10%左右的速度逐年递
增，优果率比过去提高20%至30%。截
至目前，苹果种植总面积达 204 万亩，
总产量达237 万吨，分别占陕西省的五
分之一和四分之一。

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储运销一体化

“通过公司的4.0选果线，每箱重量
基本上一致，色泽统一，条纹红、片红
外观一致，效率高，相对于普通人工分
拣提升了 3 倍以上，人工成本降低一半
以上。”洛川美域高鲜果工厂车间主任
蔺龙刚介绍，洛川美域高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是一家以苹果农资服务、冷链
运输、市场营销为一体的苹果全产业链
企业。拥有苹果气调库 5000 吨及引进
的一条 4.0 苹果现代化分选线。公司在
上海、北京、广州、沈阳、南京、深圳
等城市创建了“美域高”洛川苹果品牌
店，并与多家大型营销平台进行合作，
对澳大利亚、德国及中国香港澳门市场
均有出口业务。经过我们加工包装，我
们最高每个苹果卖到过60元。

在多年发展过程中，陕西决策者
深刻认识到，任何产业的效益终归是
靠市场实现的，没有精深加工和市场
开 拓 ， 农 民 增 产 增 收 就 无 法 有 效 落
实，于是他们采取了政府牵线搭桥，
社会资本运作，合作社和农民群众参
与的方式，大力发展苹果产业储运销
一体化，采用市场和展会合作、线上
和线下同步模式，大力推进苹果产业
的分选、储存、加工、外销。截至目
前，全省已有苹果选、储、加、销企
业近万家，年果品进出口总值 30 亿元
左右，其中仅苹果汁生产就达 20 万吨
左右，每年能出口 15 万吨以上，总价
值超过 10 亿元。

目前，仅洛川一县，从事苹果加
工、销售的企业已经达到260多家，已
配置包括2 条智能分选线在内的各类选
果线 33 条，建成苹果气调冷库 151 处、
768 座，总贮藏能力达 42 万吨。同时，
建成洛川果品加工园区，引进了兰河山
果饮厂、亿农果袋反光膜加工厂等 7 个
配套加工企业。目前，园区实现产值15
亿元以上，使得全县果品产业实现产值
45亿元，全县农民95%收入来自苹果种
植产业。“2018 中国果品商业品牌”价
值评估结果显示，“洛川苹果”以72.88
亿元的品牌价值再创新高。

特色自有品牌种植规模化

陕西苹果“颜值”国际范儿是怎样炼成的
本报记者 雷 婷 通讯员 张 琳

首批900公斤秦安蜜桃日前从甘肃
天水启程运往新加坡，带去西北蜜桃所
特有的香甜风味。

秦安蜜桃出产于甘肃东南部的秦安
县，这里自古以来盛产瓜果，尤以蜜桃
最负盛名。近年来，当地蜜桃产量持续
增长，但受限于蜜桃储存时间较短、通
关时效长等原因，外地消费者往往只有
到当地才能品尝到，更不用说拓展海外
市场了。

“这次秦安蜜桃成功出口，正是得益
于兰州海关的通关‘加速度’。”秦安县
果源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智说，秦
安蜜桃出口称得上“和时间赛跑”，早晨
组织采摘，上午分级包装，兰州海关

“秒放行”空运出口，3天内就能在新加
坡商超上架。

为支持“秦安蜜桃”实现出口，兰
州海关隶属天水海关深入企业及果业合

作社强化出口桃园及包装厂注册登记管
理，开展检疫性有害生物监测、农残重
金属风险监控，加强对桃园种植、农化
品使用、质量溯源等环节监管，以切实
保障秦安蜜桃品质。针对蜜桃对通关时
效要求高的特点，天水海关还提前作足

“功课”，量身定制通关流程。
秦安蜜桃是甘肃特色农产品出口的

一个缩影。甘肃省地域狭长，气候类型
多样，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病虫害
发生少，是高原夏菜、水果、中药材等
农产品生长的“天然温床”。目前，甘肃
是全国苹果的主产区之一，中药材种植
面积和产量均居全国第一，同时这里还
是西菜东调、出口新鲜蔬菜及其制品的
重要生产基地。

“甘肃在发展高原夏菜、加工型蔬菜
和冬季日光温室反季节蔬菜生产方面具
有独特的自然优势。”甘肃自然之星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张铭说，甘肃已形
成河西走廊地区和以兰州为中心的沿黄
河灌区两大出口新鲜蔬菜优势产区，目
前全省蔬菜种植面积546.96万亩，蔬菜
种植品种达380多个，一年四季可向省
内外提供 30 多个种类 200 多种蔬菜
果品。

针对甘肃农产品的地域特点，兰州海
关建立了影响整体通关时效负面清单，研
判通关时间“堵点”，编制通关时效责任清
单，通过作业模式优化、流程再造等举措，
全方位消除影响通关时效的不利因素。
今年6月份，甘肃省进口货物整体通关时
间为 11.78 个小时，较上年压缩 75.87%；
出口货物整体通关时间为 0.21 个小时，
较上年压缩了99.78%。

“要推动特色农产品高水平、高质量
发展，强化监管是必要手段。”兰州海关
关长李全说，兰州海关严格执行“溯源

清楚、原料可控、产品安全”的源头监
管模式，指导企业应用良好农业规范建
立源头安全保障体系，加强对生产加工
过程的监控，保障出口农产品质量安
全。目前，全省出口蔬菜备案种植场73
家，注册登记出境水果果园 177 家，出
境水果包装厂72个。

为持续提升技术支撑能力，兰州海关
还建成了全国第一个国家级外繁种子检
疫重点实验室，为甘肃种子产业发展提供
专业快捷的公共技术服务，同时依托综合
技术中心技术支撑，指导出口企业提高检
测能力，确保特色农产品质量安全。

来自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
年，甘肃省出口蔬菜货值8027万元，同比
增长2.1倍；出口水果货值2.6亿元，出口
中药材货值 837 万元，出口种子货值 1.1
亿元，均较往年有大幅提升，优特农产品
出口已成为甘肃外贸的新增长点。

通关“加速度”助甘肃农产品“飞出”国门
本报记者 顾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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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西部大开发进程，青
海盐湖资源综合利用开发已成
为发展柴达木循环经济的重头
戏。从“单打独斗”的资源粗
放式开采到“吃干榨净”的循
环开发利用，再到“创新型产
业集群”加快培育，青海盐湖
资源开发和利用成为青海经济
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青海柴达木盆地是我国盐
湖资源聚集区，探明无机盐保
有资源储量达 3400 亿吨，占
全国盐湖资源总量的三分之
一，被列入国家“西部十大矿
产资源集中区”。经过几十年
发展，青海盐湖工业已形成钾
盐、钠盐、镁盐、锂盐、氯碱
五大产业集群，跻身其中的金
属镁项目成为柴达木循环经济
试验区的核心项目。目前，钾
肥产业无论是技术工艺水平还
是生产规模，均处于全球领先
地位，尤其近年来镁、锂生产
装备、技术和工艺取得了重大
突破，相关产业链条正在加快
延伸，盐湖产业显示出无限的
发展潜力。

盐湖工业作为振兴青海经
济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注入
创新元素实现“变道超车”。
盐湖资源开发利用逐步由粗放
向精细转变，由单一向综合转
变，初步形成了盐湖资源深度
开发与能源化工、有色金属、
新能源、新材料产业融合发展
的循环产业体系。

今年 5 月 30 日，青海盐
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2 吨纯
镁锭产品从察尔汗装车出发，
搭乘中欧班列发往德国汉堡，
这是盐湖股份第一批出口欧洲
的纯镁锭产品。近年来，盐湖股份公司不断发展循环经
济，开发深加工产品。

“有‘无机盐宝库’之称的察尔汗盐湖，各类盐资
源总储量达600亿吨。”青海盐湖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王兴富介绍说，钾肥生产过程中盐湖卤水分级蒸
发，先后产生氯化钠、水氯镁石等生产废料，这些生产
废料通过技术转化被加工成碱化工产品、金属镁、碳酸
锂，最后尾矿又通过固体钾矿溶解转化工艺回到盐田，
盐湖资源形成了“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利用
模式。

青海省工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盐湖资源开发由单
一的初级加工向多元化产品和精深加工转变，由价值链
低端向价值链高端转变，产业由分散向集聚、多产业融
合和协同发展转变，初步实现了盐湖化工与能源化工等
产业有机融合发展。

青
海
盐
湖
资
源
利
用
更
精
细

本
报
记
者

马
玉
宏

通
讯
员

范
程
程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报道：今年以来，贵
州省紧紧抓住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1月
份至7月份，全省共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958个，总投
资6312.56亿元，累计到位资金1103.62亿元，完成投
资1155.96亿元。

据悉，贵州省坚持传统基础设施投资与新型基础设
施投资并举、基础设施投资与产业投资并举、政府投资
与民间投资并举，按照“储备一批、开工一批、建设一
批、竣工一批”的要求，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农村
产业革命、十大千亿元级工业产业、服务业创新发展十
大工程、基础设施“六网会战”和生态环境、社会民生
等领域，谋划实施推进了一批投资规模大、前期工作成
熟、带动能力强、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大项目、好项
目，集中优势资源整体推进各领域重大工程项目开工建
设，为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作出了积极贡献。

本报讯 记者杨阳腾报道：深圳市福田区日前正式
发布 《关于进一步实施“福田英才荟”计划的若干措
施》。据悉，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
后深圳市首部区级成体系的人才新政。

福田区人才新政拓展了聚才视野，创新推出人才创
业天使基金，面向海内外人才设立招商引智联络点，设
立海归创业港，并将科研人才放在突出位置，制定针对
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专项人才支持“政策包”。此外，在
重构人才标准、完善国际化人才交流模式、政企双向培
养、全链条支持创新创业，促进人才与产业发展的高度
融合和加大人才综合服务力度等方面都有系列创新举措。

据福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蒙泱介绍，该《措施》
在人才认定标准设计上保持了与福田发展定位及产业布
局的紧密衔接，强化了对福田区重点发展的人才支持。

在支持人才创新创业方面，福田区构建了全链条支
持体系，不仅按照初期创业规律，从创业起步、共享人
才、品牌推广、商业模式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等关键节
点给予精准支持，还利用金融产业优势，通过天使基金
加大对优秀创业项目的投融资服务，帮助人才项目快速
发展。

贵州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深圳福田发布人才新政

本报讯 记者雷婷从陕西省榆林市
果业技术推广中心获悉：榆林在沙地

（沙漠） 试种苹果获得成功。目前，榆
林沙地 （沙漠） 苹果种植面积达1.5万
亩，主要分布在横山、榆阳、神木等
地。

记者在横山区赵石畔镇赵石畔村芦
河果园看到，300亩果树整齐地排列在
松软的沙地里，长势茂盛。其中，150
亩苹果已进入盛产期，预计今年可产6
万公斤优质苹果。芦河果园的主人张炳
贵向记者展示了一份注册商标证书，证

书上显示，芦河沙地苹果于 2018 年 6
月 14 日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注册登
记，成为全国第一个获得注册的沙地苹
果商标。

据了解，经过近 3 年试验，沙地
（沙漠） 苹果栽培技术已趋成熟。中国
果品流通协会一位专业人士表示，目前
榆林860万亩沙漠种上了草，沙漠变成
了绿洲。如果在保护沙漠林地的前提
下，能栽种苹果，则会获得生态效益与
经济效益双丰收，沙漠绿化就会得到提
质升级。

榆林沙地试种苹果获成功

工人在洛川县一家公司车间的苹果智能分选线上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