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平泉市采访山杏产业，感慨最大的

就是这一产业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说它有着偶然性，是因为在北纬 40度

左右区域，全球有不少地区产山杏，但没有

哪里像平泉一样实施集中连片的规模化开

发管理，“买全球、卖全球”，形成规模化的

深加工产业链条。

说它有着必然性，是因为平泉人执着

坚韧，认准一条路能克服一切困难走下

去。所以才有 70万亩的山杏林、全球最大

的购销集散地、全球最大山杏产品及果壳

活性炭产品的生产企业群体。而在这份执

着坚韧的背后，是平泉干部群众清晰的观

念理念与不懈的接续努力，走出了一条超

乎寻常的路。

坚持大局观念。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

个有机整体，要协同发展，就要有战略分

工。平泉所在的承德地区被确定为协同发

展的水源涵养区和生态环境支撑区，发展

中必须把生态环境建设放在第一位，所有

经济社会活动都应该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

局。正是这样的观念认知，让平泉在产业

选择时认准了山杏。

坚持为民情怀。“国家要绿、农民要

利”，在平泉的生态环境建设上，始终在力

争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平泉因地制宜地

选择发展山杏产业，不仅很快改变区域生

态环境，又让群众实现了少付出、多产出

的目标。

坚持奋斗精神。“樱桃好吃树难栽，

不下苦功花不开”。经过多年努力，大片

宜林荒山中条件较好的地方都栽种了绿

化树种，剩下的都是“硬骨头”。平泉广

大党员干部凭借勇气，硬是在荒山坡上

发展出占全市绿化总面积三分之一的经

济林。

坚持创新意识。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

的不竭动力。近年来，在创新意识的引领

下，平泉建成了省级果树创新联盟 1家、新

型研发机构 2 家、产业技术研究院 3 家、技

术创新中心7家及院士工作站4家，给山杏

产业提供了强大科技助力。

有准备、有勇气、有信心、能拼搏、敢创

新，“平泉山杏”的品

牌才能在一次次努

力中不断被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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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城 遍 地 杏 花 开山 城 遍 地 杏 花 开
——河北平泉市山杏产业发展调研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阳春三月，杏花盛开。秉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河北平泉市

大力发展山杏产业。经济日报记者深入平泉调研发现，通过深度开发经营，

一个产业链条正在这块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完善——山杏已变身当

地群众的“致富树”。

偶然中有必然
宋美倩

王国权没有想到，当初带领村民“尝试”发

展的乡村民宿，现在竟然成为川渝人眼中的

“香饽饽”。

王国权是贵州遵义绥阳县宽阔镇红河村

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如何让大山村民在家

门口致富，成为他心中的头等大事。

考虑到红河村平均海拔 1150米，与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宽阔水原始森林山水相连，有着得

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以及完整的山、水、林、田、湖

自然生态，村里决定依托自然资源优势，借力绥

阳县慧丰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龙头企业优

势，采取“公司+协会+农户”方式，打造一批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特色民宿。

作为新兴民宿受益者，胡敬周笑着告诉记

者：“没想到会有这样的好事！以前，外出打工

每年只挣四五万元；现在，仅夏季 3 个月，在家

门口就能纯收入 12万余元。”2017年，胡敬周开

始经营民宿。第一年，他就以租期长达 10年的

方式出租9间客房，获得租金17万元。如今，民

宿已出现一“铺”难求的局面，他家 33间客房在

去年就被全部预订。

“气候与环境生出了财富。”村民们尝到甜

头，纷纷将闲置空房提升改造用来发展民宿。王

国权告诉记者，目前，红河村25户村民已发展民

宿客房 540 间、床位 1040 个；去年共接待重庆、

成都等地游客1万余人次，仅民宿产业每户年均

收入13万元以上，年旅游综合收入324万余元。

靠山吃山。依托丰富生态资源，红河村带

领60余户村民发展中蜂养殖，年产值达80万元

以上；种植五倍子 1600 亩，村集体年收入 10 万

余元。他们还创新挖掘“民宿+民俗文化”“民

宿+农耕体验”“民宿+生态文化”等多种业态，

利用村里发展的高山莲藕产业开发出“十里荷

塘”观光景区，衍生出采笋、挖藕等农事体验项

目，全面满足游客体验农耕生活的需求。

红河村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产业，成功

让大山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是遵义市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推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当地以“选准一个人、带好一支队、振兴

一个村”的思路，通过基层组织振兴推动乡村

振兴，有效盘活利用农村各种资源要素，进一

步发展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

大山村民如何在家门口致富大山村民如何在家门口致富
——贵州遵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产业贵州遵义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乡村产业

□ 本报记者 王新伟

平泉市70万亩杏花在谷雨节气前后争相竞放。 刘环宇摄

图为贵州遵义绥阳县的辣椒种植基地图为贵州遵义绥阳县的辣椒种植基地。。（（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杏花盛开的塞外山城河北平泉，有着独特的

美。走在峰峦叠嶂的原野中，一望无际的山杏树

林绵延百里，鲜花怒放，美不胜收。繁花掩映间，

人们忙着山杏田间管理和新品种嫁接——随着

当地深度开发经营山杏产业，一个规模化的产业

链条正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不断发展完善、健康

成长。

贫瘠土地长出大产业

踏入平泉大地，人们看到的仿佛都是山杏

林。它们满山遍野旺盛生长，不禁令人赞叹其生

命力之顽强。

“平泉是一个全地形的山区市，基本上都是

缺少土壤的石质山。在国家实施京津冀协同发

展战略中，这里被确定为首都水源涵养区和生态

支撑区，绿化造林、改善环境的任务非常重。”河

北承德市委常委、平泉市委书记董正国告诉记

者：“经过多年植树造林，平泉全部 280多万亩宜

林荒山基本都栽种了油松等树种，剩余地方要开

展绿化非常困难。我们与北京等地专家深度研

讨后一致认为，山杏树是一种耐干旱、耐严寒、耐

瘠薄树种，在水土流失较严重的阳坡地段，每营

造 10万亩山杏林，每年可减少土壤流失 30万吨，

生态效益显著。”

北京林业大学教授王建中研究山杏多年，在

他眼里，山杏林不是一般的防护林或者经济林，

而是以生态环境建设为主旨又强调经济效益的

“生态经济林”。“重要的是，山杏种植投资小、好

栽培、易管理，2至 3年就结果，4至 5年进入盛果

期。”王建中告诉记者，种山杏不失为三北地区山

区农民增收致富的一条好路子。

由此，平泉市大力发展山杏产业，于 2000 年

将其列为全市五大农业主导产业之一，并出台

《深化山杏林产权制度改革实施意见》；通过明晰

山杏林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及给农

民群众送种子、送树苗、送技术等免费支持，调动

起广大农民种植、管护、经营山杏林的积极性。

同时，平泉市与林业科研部门开展广泛合

作。“平泉市于 2002 年与河北省林科院联姻，研

究晚花山杏技术，促进山杏种植的提质增效；

2009 年又把一处位于城市黄金地段的地块无偿

提供给北京林业大学，由其建设北方科研基地。”

平泉市科技局局长戴学东告诉记者：“北京林业

大学北方科研基地的任务之一就是选育晚花山

杏品种，研究山杏高产改良技术。目前基地已经

选育了 10 来个山杏新品种，帮助平泉山杏繁育

推广工作走上快车道。”

在树木茂密、花香四溢的台头山镇裁缝沟

村，平泉市林草局研究员赵国华正深入当地指导

农民实施杏树高头嫁接。她告诉记者，从杏核大

田点播到营养钵育苗，再到高头嫁接，发展山杏

一直是她研究指导的重点领域。

“裁缝沟是个处于冀辽连接带的坡面村。全

村 415户虽有着两三万亩山场，却因土地干旱瘠

薄产出很少，当地农民一度陷入越贫越垦、越垦

越贫的怪圈。2010年起，村里通过推广山杏退耕

还林，如今家家都有杏树林，全村杏核产出达 40

万斤，年收入 160 多万元，成为远近闻名的生态

村。”赵国华说。

这样的推进措施真正实现了让荒山荒坡长

出新“钱景”，使山杏成了山区美化环境、乡村致

富的希望。“通过新思路引领，平泉的山杏种植开

始从野生野长转向规模发展。”平泉市林草局局

长李建国告诉记者，短短十几年，平泉山杏林总

面积达 70 万亩左右，形成油松、山杏、其他混交

林分别占三分之一的态势，助力平泉获得国家森

林城市称号。

精深加工做大产业内涵

从平泉市区出发，一路向北 10多公里，一片

园区映入记者眼帘。公路右侧的厂房高低有致，

是工业园区；左侧的大棚整齐排列，是农业园区

——这里是承德华净活性炭有限公司兴建的八

家区域产业园。

“我们是一家以山杏核精深加工为主业的生

产企业，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齐生合作成立了华

净院士工作站，由此建成一条‘山杏—杏壳—活

性炭—炭电热肥联产’的循环经济链条。”承德华

净活性炭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武告诉记者，“在

这个过程中，我们嵌入了生物质发电、城市热源

供应、活性炭深度开发、有机农产品生产等流程，

并在活性炭生产技术方面走在行业前列，已制定

行业标准1个、取得国家专利8项。”

“发展农业基础产业，要让其最大限度进入

产业化流程，通过拉长产业链条，提升产品附

加值，才能产生有效拉动作用，让生产链条前

端能够实现原料有效供应，生产链条后端尽可

能开拓出销售市场。”平泉市市长曹佐金自豪地

说，“山杏产业是我们通过实践积累，精选出来

的优势产业。这种植物浑身上下都是宝，杏仁

可以制成杏仁粉、杏仁露、杏仁油、杏仁精油

膏，杏壳可以用于制作活性炭，山杏叶可以提

取医药和保健产品原料……”围绕将山杏“榨

干吃净”，平泉实施了“基地拓展、龙头带动、

品牌建设、科技提升、文化助推”五项工程，

推动山杏产业走上双增值之路。

据专家测算，一公斤杏仁售价在 8元左右，

加工成杏仁露、杏仁粉，每公斤可增值 90 元；

加工成杏仁苷精粉、杏仁苷精油膏，每公斤可增

值 100元到 200元；杏壳加工成活性炭每公斤可

增值 0.5元到 2元……目前，平泉市有直接和间

接从事山杏产业的企业近百家，其中，国家级龙

头企业 1家，省级龙头企业 8家，市级龙头企业

7家。

在这些企业中，承德亚欧果仁有限公司是精

深发展的代表。从以自行车为主的提篮小卖，到

“买三北、卖全国”“买世界、卖世界”的购销体系

建立，从几十人的手工生产到全机械现代化生

产，如今亚欧果仁原料采供供销和中、末端产品

生产已占到全球一半以上，已经中试成功的杏仁

苷精粉、杏仁苷精油膏等一系列高端产品售价达

每吨200万元以上。

数据显示，全球山杏种植主要集中在亚非地

区，年产量约为 6万吨。平泉作为全球山杏集散

地，每年购销达 5万吨，加工量达 4万吨以上……

“平泉杏仁”国家地理标志商标、“中国山杏之乡”

“中国活性炭之乡”等称号纷至沓来。

带动农民进入产业链条

4 月 16 日清晨，崖门子社区前杖子村八组，

61 岁的刘清阳早早起了床，准备了一堆干粮，还

专门烧了一壶好茶。“社区通知，今天市林草局技

术推广站站长杨宏艳要来村里无偿推广珍珠油

杏等新品种的高头嫁接，咱们可不能怠慢了人

家。”刘清阳告诉记者，自己一家能够过上幸福生

活，政府实施的山杏产业振兴计划功不可没。几

年前，刘清阳因病致贫，当时承包的 140 亩地也

无力打理，没有收益。政府相关部门不仅发放了

救济款帮他治病，还安排帮扶人员帮忙整地修

枝，为承包地的山杏高产打下了基础。“2020 年，

我家的山杏大丰收了，家里纯收入达 3 万多元。

如今市里又派专人帮助我们发展新品种，日子会

越来越红火。”刘清阳说。

“我国农业人口基数很大，在推进农业产业

化进程中，考察一个产业是否有生命力，绝不可

忽视他们对农民的带动性。”曹佐金告诉记者，平

泉市在实施山杏产业振兴计划中，把带动农民进

入产业化链条作为非常重要的一环，像刘清阳一

样获益的群众很多。记者了解到，通过十余年规

模发展和科技攻关，平泉市已形成规模的山杏产

业基地 70 万亩，相当于 30 万群众人均拥有杏树

林 2.5亩，年产杏核 1.5万吨，初步形成七沟镇、榆

树林子镇等“山杏主产区”。全市从事山杏种植

经营的有 3.1 万户、总人口超过 10 万人，通过种

植山杏这种投入不多的“铁杆庄稼”，可帮助农户

户均增收2594元。

此外，农民在加工和流通环节也有不小的获

益。“通过系统发展，平泉山杏深加工规模企业达

到 44 家，山杏关联产业总经营额达到 14.95 亿

元，共吸纳 3800 多人从事生产。”平泉市农业农

村局局长苗培良告诉记者，为实现产业带动群众

致富，市里与龙头企业签订了定点帮扶协议，每

年帮助 1000多名贫困人口就业，劳务收入 15218

万元，人均收入4.9万元。

在承德亚欧果仁有限公司厂区，记者看到，

工人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主管生产的经理薛

志强告诉记者：“2009 年，我们这里只有七八十

人，随着企业不断发展，目前已有员工近 3000

人，绝大多数是就近招收的农民工，他们的满勤

年收益达 5 万元左右。目前企业每天处理山杏

仁达 500 吨，年营业收入由几千万元增加到 4 亿

元，真正实现了企业和员工双赢。”

经过多年发展，平泉山杏产业不断发展壮

大。他们并没有停下脚步，品种改良、深度开发

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进行着。返乡投资 4000多

万元创业的杏林春晓承德生物科技公司总经理

霍帅克很有信心地告诉记者：“杏仁深度开发前

景广阔。苦杏仁含有的天然苦杏仁苷是止咳药

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欧美等国家作为抗癌药物

使用。山杏叶片中富含丰富角鲨烯，是保健、

美容有效添加物。我们将进一步开发其高品质

医药和保健物质，以产生更大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