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涪陵榨菜因其好吃，鲜、香、嫩、
脆，成为人们饭桌上的佐餐佳肴，受到大众
喜爱。然而涪陵榨菜的生产、加工历史却鲜
为世人所知。据《涪陵史志》记载，1898年，
重庆涪陵城郊的商人邱寿安以当地盛产的
青菜头为原料，腌制后用木箱榨除盐水，制
成了一种新的腌菜制品，取名“榨菜”。1970
年，在法国举行的世界酱香菜评比会上，涪
陵榨菜与欧洲酸黄瓜、德国甜酸甘蓝并称
为“世界三大名腌菜”。1995年，涪陵被命名
为“中国榨菜之乡”。2018年，涪陵榨菜原料
青菜头种植面积达 72.6 万亩、总产量 160
万吨以上，榨菜产业总产值102亿元。

从农户零星种植、自家食用的小菜，发
展到百亿元产业，涪陵榨菜产业是怎样成
长起来的？未来又将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

从一粒种子到一个产业

“我把去年种植的青菜头都砍收完，一
共1000多吨，加工成榨菜半成品后都卖给
了镇上的食品厂，收入20多万元。”涪陵区
南沱镇治坪村村民况天学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现在的青菜头，品质好、产量高，好卖。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涪陵青菜头之所
以优质高产，靠的正是科技。距离治坪村
30公里之外的重庆市渝东南农业科学院，
经过60年的建设与发展，目前已经成为全
国唯一一家专业从事榨菜及配套技术研究
的农业科研机构，我国 70%以上的榨菜原
料种子均出自这里。

55岁的范永红是渝东南农业科学院榨
菜研究中心主任，在榨菜科研一线坚守了
36年。“过去，涪陵老百姓看天吃饭，种青菜
头用的都是自留种，投入小、产出少。”说起
青菜头品种选育，范永红如数家珍。他告
诉记者，新中国成立后，涪陵榨菜的原料品
种经历了3次更新换代。

上世纪70年代，当时的涪陵农科所选
育出“蔺市早腰子”作为榨菜原料生产的主
栽品种，完成了涪陵青菜头的第一次品种
更新；上世纪90年代，涪陵培育出了更为理
想的优良品种“永安小叶”和“涪丰14”，实
现了川渝地区和长江流域产区青菜头品种
的第二次升级；进入新世纪，随着研发能力
加强，涪陵在国内率先培育出了“涪杂1号”

“涪杂2号”等多个杂交良种，实现了涪陵青
菜头从高产到优质高产的新一轮品种更
新。

“瞧，这个就是‘涪杂2号’。”在渝东南
农业科学院榨菜研究中心，范永红告诉记
者，这个品种历时8年才培育而成，是目前
涪陵榨菜原料种植的当家品种。而在记者
看来，无论个头还是颜色，眼前的“涪杂 2
号”种子与其他种子并无明显差异。

“你可别小看了它，抗病性强，收获期
长，成菜率高，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20%。”
范永红说，过去，涪陵青菜头一年种植一
季，局限在长江两岸海拔300米以下区域。

“涪杂2号”出现后，不仅将可种植区域扩大

到了海拔900米，而且开创了涪陵一年种植
两季青菜头的先河。如今，“涪杂2号”在涪
陵已推广种植30多万亩。

不仅有良种选育，还有栽培技术和生
产技术的革新。涪陵区榨菜管理办公室主
任曹永刚说：“1974 年，涪陵就研究总结出
青菜头栽培‘六改’技术方案，并大面积推
广；1977年，全国首条榨菜机械加工生产线
在涪陵研制成功，传统榨菜加工生产发生
了巨大变化。”

“以科技为支撑，推动涪陵榨菜产业高
质量发展。”涪陵区委书记周少政说，近几
年，涪陵区委、区政府坚持“科技兴菜”战
略，鼓励引导榨菜企业运用高新技术改造
提升，全区企业投入迁建、技改资金近 10
亿元。

“通过技改，绝大多数榨菜生产企业采
用自动淘洗、自动切块、自动脱盐、无菌包
装、高温杀菌等先进生产工艺技术，生产实
现了自动化、现代化，促进了榨菜产品品质
的提升。”周少政说。

如今，涪陵区已经形成了涵盖青菜头
种子选育、青菜头种植、榨菜生产加工、榨
菜副产物开发、产品销售市场拓展在内的
完整榨菜产业链和榨菜产业化经营格局，
无论是青菜头种植面积、产量，还是成品榨
菜产销量，均位居全国第一。

从好原料到好产品

现在，人们都知道涪陵榨菜好吃，风味
别致，上市的产品有麻辣、五香、甜香等系
列，风味俱佳。然而，榨菜从青菜头到市场
上所销售的榨菜产品，却经历了从手工作
坊向自动化加工转化的历史演变。

涪陵榨菜制作工艺是一个不断摸索、
实践、创新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涪陵人的工
艺创新精神。1980年，涪陵榨菜集团申报
的“乌江”牌获得国家商标局批准注册，成
为新中国首个涪陵榨菜注册商标。

如今，涪陵榨菜产业拥有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3件，有榨菜商标品牌200 件，其中
有36个榨菜品牌获国家“绿色食品”认证，2
个榨菜品牌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

在众多榨菜品牌中，“乌江”一枝独秀，
产品占据全国榨菜市场30%的份额。创响

“乌江”品牌的是重庆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其前身为成立于1951年的川东军
区榨菜厂。昔日小小榨菜厂如今已成长为
中国最大的榨菜生产经营集团，也是中国
酱腌菜行业唯一一家上市企业。

走进涪陵榨菜集团你会看到，其生产
全过程都是由机械设备自动完成。51岁的
涪陵榨菜集团榨菜研究所所长方明强亲历
并见证了公司发展。“过去，涪陵榨菜都是
手工作坊生产，工艺落后。”方明强回忆，
2002年，公司引进了一条全自动化榨菜生
产线，率先在国内榨菜行业实施机械化改
造，从根本上改变了榨菜行业过去粗放落
后的管理方式，提升了涪陵榨菜的技术水
平，保证了产品品质。

榨菜生产中，难度最大的是脱盐和计
量包装两个环节。为让榨菜的脱盐标准与
国际一致，公司科研团队做了上千次试验
才获成功。涪陵榨菜集团又与设备制造商
历时3年研发成功了榨菜全自动斗式防粘
计量和充氮包装生产线，在榨菜行业率先
实现榨菜小包装产品全自动化生产。

2012年，面对品牌形象老化、产品销售
停滞不前的局面，涪陵榨菜集团再次对“乌
江”品牌和产品革新升级，一方面设计推出
了以中国红为核心元素的品牌形象包装；
另一方面推出了新产品和小包装，推动榨
菜从传统佐餐咸菜向休闲食品转变。数据
显示，“乌江”牌榨菜的销售收入从2012年
的8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20亿元。

“榨菜品牌化经营是涪陵优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曹永刚说，
进入新时代，涪陵区正积极引进国际国内
一流人才和借助国内策划机构的力量，推
动涪陵榨菜品牌实现新的飞跃。

从培育品牌到带动农民致富

在涪陵区江北街道李寺村，46 岁的刘
玉江去年流转了村里42亩地。“不图别的，
就是想多种些青菜头。”刘玉江对记者说：

“20 年前，我家仅种了 5 亩青菜头，如今已
有80多亩。”

从 5 亩扩大到 80 亩，刘玉江哪来的底
气？“涪陵区的几家榨菜企业都与种植户签
订了收购协议，只要质量好，不愁卖不出
去。”刘玉江说。

“过去，涪陵青菜头种植集约化程度较
低，榨菜原料批量供应能力低，直接影响了
农民致富。”曹永刚介绍，榨菜产业发展中，
区委、区政府认识到，只有培育一批龙头榨
菜生产企业，涪陵青菜头才有稳定销路，才
能促进榨菜产业持续发展，农民才会增收。

1997 年，涪陵的青菜头种植面积仅有
24.5万亩，产量44.2万吨。从这一年开始，
涪陵一边推广青菜头优良品种，一边建立
以市场引导企业、企业带动基地、基地连接
农户的一体化产业模式，把龙头与基地、企
业与菜农有机统一起来，探索出“公司+基
地+农户”“公司+基地+大户”“公司+专业
合作社”的产业化发展方式。

“发挥龙头作用，促进产业化经营。我
们让龙头企业与基地对接，实现订单生
产。”曹永刚说，涪陵区在推进榨菜产业化
发展中，坚持谁扶持、谁发展、谁收购的原
则，避免无序竞争。每年召开龙头企业与
基地乡镇产销对接会，由企业与乡镇签订
产销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乡镇按
订单组织生产，企业按订单收购。

为了扶持企业发展，涪陵区制定出台
了《关于扶持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
头企业的意见》等一系列扶持发展政策，不
仅在资金、税费、用地等方面给予优惠扶
持，还建立重点龙头企业挂牌保护制度、领
导联系企业制度、重点企业无小事制度等，
帮助龙头企业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
促进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

涪陵区南沱镇的洪丽食品有限公司是
涪陵榨菜龙头企业之一。这家公司成立于
1988年，从榨菜销售起步，如今已发展成为
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榨菜生产加工企
业，带动当地1500多户农户增收。

46 岁的李承洪是洪丽食品公司董事
长，被称作“涪陵青菜头鲜销第一人”。所谓
鲜销，就是把青菜头当成蔬菜卖。“以前，青
菜头只被用作生产榨菜的原料，价格低廉，
每公斤仅 0.6 元左右。”李承洪回忆，2007
年，他尝试着把新鲜的青菜头运往长春、哈
尔滨等城市售卖，效益非常可观。

加工和鲜销两轮驱动，涪陵榨菜产业的
发展后劲更足了。现在，涪陵区每年都会组
织榨菜企业、榨菜（蔬菜）专业合作社、鲜销
大户组成若干个涪陵青菜头拓市促销工作
组，按照“统一市场定位，统一品牌名称，统
一包装标识，统一宣传资料”的要求，前往数
十个大中城市拓展青菜头鲜销市场。目前，
涪陵青菜头鲜销量达50万吨以上。

榨菜已经成为涪陵人的致富菜。数据
显示，2018 年，涪陵人均榨菜纯收入达
2665.8 元。涪陵青菜头种植、加工带动了
16万农户增收致富。

涪陵榨菜：百年品牌 百亿产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吴陆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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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涪陵区清
溪镇平原村，坐落着一
家并不起眼的榨菜企
业 —— 绿 陵 实 业 公
司。厂房规模不大，员
工不多，生产的也是寻
常榨菜产品，就连公司
董事长周坤林也是土
生土长的“庄稼汉”。
可就是这家小公司，在
周坤林和周琳翔这对

“父子兵”的带领下，把
榨菜卖到了全球 10 多
个国家和地区，公司出
口量占涪陵全区出口
总量的70%以上。

经济日报记者前
去采访时，周坤林刚接
待完一拨来自韩国的
客商，随后又立即投身
车间查看订单生产进
展。“这些是真空包装
的榨菜，共 20 吨，过几
天就出口到日本。公
司今年一季度出口量
增加了 10%左右。”周
坤林自豪地说。

56 岁的周坤林出
生在涪陵清溪镇一个普
通农民家庭，打小就和
榨菜打交道——种榨
菜、做榨菜、卖榨菜，他
都熟门熟路。上世纪80
年代，周坤林就把发展的目光瞄向了国际市场。

“当时，榨菜出口门槛高，要求苛刻，很多榨
菜厂都只做内销。”对于第一单出口生意，周坤
林印象深刻：“1994 年，我把家里加工好的榨
菜做成坛装，卖给贸易商，出口到日本。第一次
就卖了1000多坛，赚了1万多元。”

周坤林渐渐成了行家。1999年，他创立了
涪陵绿陵实业有限公司，专注涪陵榨菜的出
口。为满足国外榨菜进口标准，周坤林一边投
入资金对生产设备改造升级，一边丰富榨菜产
品种类。2005年，绿陵公司投资100多万元从
日本进口了3台榨菜切丝切片机，并将产品种
类从原来的坛装榨菜扩展到袋装榨菜、真空换
装榨菜和铁听装榨菜。

在周坤林的带动下，儿子周琳翔2011年从
重庆大学毕业后，也加入了公司。周琳翔是

“80 后”，在发展客户、开拓市场上可谓青出于
蓝胜于蓝。他告诉记者，自己每个月都要出国
两三趟对接客户，了解海外市场需求。

父子二人协力打拼，海外拓展之路越走越
宽。最近几年，在周琳翔主导下，绿陵公司先后
两次共投入1000多万元改造升级，不仅从日本
引进了多条榨菜先进生产线，还建起了占地20
多亩的新厂房，公司产能和产品品质得到大幅
提升。周琳翔还从原料基地建设和生产源头入
手，建立并实施了严格的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从青菜头种植、化肥施用到半成品加工、产品
包装都有严格的技术规范和质量标准，建立了
从种植、加工到出口‘一条龙’的质量保证体
系。”周坤林说，2011年至今，公司出口额保持
每年20%以上的增长，出口目的地也从原来的
日本、韩国扩展到整个东南亚和欧美国家。

父子俩今年又有了新想法：拓展“一带一路”
沿线市场。“最近一直在与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等国
家的客商接洽并准备参加一些国家的展销会。”谈
及未来，周琳翔踌躇满志，“坚信不久的将来，涪陵
榨菜一定能香飘‘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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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涪陵区百胜镇的青菜头种植基地。

涪陵榨菜集团的真空包装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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