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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有着“三山夹两盆”的地理环
境与光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林果产
区。过去，由于新疆远离我国东部市
场，林果产品商品率不高，且受制于加
工基础薄弱，产业升值缓慢，导致林果
收益面临“天花板”的难题。近些年，
按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
的发展思路，新疆深耕细作，大力发展
南疆环塔里木盆地林果主产区以及另
外 3 个林果产业带的民生产业。如
今，农民房前屋后种满香甜瓜果，生活
愈发甜美。

“十四五”期间，新疆把林果业列
入重点发展十大产业之一。面对发展
新机遇，林果业该如何将体量优势转
化为市场竞争力，赢取更多消费者的
青睐？笔者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厂房，
对新疆林果业提质增效展开了实地调
查。

种出源头好果

核桃是和田县农民增收的主导产
业。在巴格其镇肖尔巴格村的百亩核
桃提质增效实验田里，镇林业站技术
员阿布杜艾海提·依明的果树枝条修
剪课吸引了 30 多名果农前来学艺。

“枝条修剪要保证让阳光照进树里，不
能让枝条长得太密，核桃质量不好就
不值钱了。”40岁的阿布杜艾海提不时
爬上核桃树，示范修剪枝条要领。

近几年，阿布杜艾海提跟着直达
田间地头的各级专家服务团队，学会
了修剪、嫁接、施肥、病虫害防治等 10

多项技术，成为周边 19 个村的果树提
质增产技术员，他通过带徒弟方式培
养了一批“村级明白人”。“起初，大家
不理解为什么要修剪果树枝条？但如
果不修剪，只是种树浇水、靠天收果，
收入就提高不了。”靠着技术推广改
良，该镇的核桃亩产从 170公斤提高到
260公斤。

“现在种高品质核桃的收入高了，
大家围着树转的劲头大了。”46岁的阿
布都热合曼·米吉提精心打理着 3 亩
核桃地，去年收入达 1 万元。他在学
习修剪、施肥技术的同时，还在考虑嫁
接量质双优的新品种。

近几年，巴格其镇的 5.8 万亩核桃
开展嫁接质量、产量较高的新品种工
作。利用当地开展的种植技术培训工
作，44个村都有了技术员，实现果农核
桃剪枝、病虫害防治、施肥等田间管理
技术服务全覆盖。

以巴格其镇为例，新疆农民种好
果树有了技术支撑。目前，新疆已初
步建立“自治区有专家组、地州有团
队、县市有骨干、乡有技术员、村有明
白人”的五级林果技术服务体系。

“现在消费市场需要好果，倒逼源
头农户加大优质林果培育力度。”新疆
林果产业发展中心副主任张齐武说，
以前核桃、红枣等林果产品市场供给
不足，果树挂果就有收益，果农更看重
丰产技术。但现在必须注重果园源
头，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商品果来提
高果农收益。

如今，新疆正按照高质量、可复
制、可推广原则，持续建设 100 余万亩
各级林果提质增效示范园。通过领导
干部、技术人员、示范农户“三位一体”
管理机制，推行“水肥一体化”栽培管
理模式，打好一系列组合拳。示范园
正成为果农学习的“样板田”和林果业
技术培训基地及推广服务基地。

前不久，麦盖提县央塔克乡 12.2
万亩灰枣获得了 2020年特优级农产品
气候品质认证。“天时地利加上到位的
果树管理措施，我们县的灰枣不到半
个月就被‘抢光’了。”麦盖提县刀郎果
农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法人赵志中介
绍，新疆已有 10 余种农产品获得特优
级农产品气候品质认证。为避免林果
品种同质化竞争，新疆正利用农产品
气候品质认证等鼓励引导各地调优林
果种植结构。各县市因地制宜打造

“一县一品”，形成了不少优势林果产
区，量质齐升、市场抢手。

构建良性供给

1 月 8 日，在和田县巴格其镇新疆
核桃（和田）批发交易市场的交易中心
大厅内，49岁的如孜买提·如孜正在排
队，等着取回上周二卖核桃的 2 万多
元交易款。

“ 以 前 都 是 一 手 卖 核 桃 一 手 拿
钱。现在胆子大了，钱放在这里慢点
取也不担心。”如孜买提有 7 亩核桃
地，通过当核桃经纪人，去年仅核桃一
项就收入 4 万多元。没有交易中心之
前，卖核桃对他来说是一件“头疼的
事”，“从 9 月份核桃采摘开始，每天都
去巴扎（集市）卖核桃，还卖不上好价
钱，有时要一两年才能收回款”。他回
忆说到。

新 疆 在 鼓 励 种 出 源 头 好 果 的 同
时，为保护果农种植积极性，离不开稳
定的市场环境培育和“优质优价”共
识。如孜买提过去遇到的卖果“难”问
题，除了核桃品质外，还有价格不透
明、压价等因素所致。为此，新疆通过
打出“两张网”与托市收购的组合拳来
解决如孜买提的难题。

2018 年起，新疆依托自治区供销
合作社所属新疆果业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编织疆内收购网和疆外销售网“两
张网”，截至 2020 年底，已使 100 万农
村群众增收。

在核桃（和田）批发交易市场的电
子屏幕上，不同品级的核桃 7 天内成
交价格一目了然。“现在看屏幕就知道
核桃能卖多少钱，而且交易市场里收
购的人多，还有果业集团来收购，我就
想着怎么多种点好核桃，再也不担心
核桃销路了。”如孜买提说。

“我们力争从产业链各环节让优
质优价成为共识。”新疆果业集团和田
果业公司总经理乔瀛杰说，以前当地
核桃按通货售卖，现在交易中心按照
品种、出仁率、坏仁率、果形大小等标
准划分为不同品级，价格按品级走；以
前果农从核桃采摘到销售完需要大半
年时间，有了交易中心后，时间缩短了
一半。

为形成优质优价共识，稳定果品
市场收购价格，2019年，新疆供销合作

社和新疆果业集团按照分级定价、优
质优价原则，组织收购队伍展开托市
收购工作。

“企业会按照农户种植成本核算
出获益建议价格，当收购价格低于建
议价格时，企业会启动托市收购，让收
购价格回到建议价格上来，确保果农
利益。”乔瀛杰说，通过开展托市收购，
有效缓解了优质农产品销售难问题，
当地优质核桃收购单价比之前每斤上
涨了 2元。

拉长产业链条

在巴格其镇新疆核桃（和田）批发
交易市场的核桃仁分拣加工车间，核
桃通过去壳、色选、去衣等工序，变身
为包装精美的多味核桃、核桃油等产
品并销售到全国各地；曾被视为废料
的分心木变身中药材，核桃壳则变为
石油工程中的堵漏剂。

“以前受制于加工、仓储能力不
足，大多果品从田间地头按通货价格
销往河北、山东等地加工，农产品升值
慢，带动就业不明显。”新疆果业集团
副总经理张豫介绍。从 2018 年起，针
对红枣、核桃产地加工规模等薄弱环
节，新疆果业集团投资 3 亿多元在新
疆建立了 100多条加工生产线，每年拿
出销售额的 3.5％进行生产设备和加
工技术升级，提升了林果产品产地加
工转化能力。

目前，新疆红枣产地加工规模从
不足 10％提升到 50％以上，加工成本
比其他省份低 50％以上；核桃、红枣产
地初加工转化能力均达到 50 万吨以
上，有效提升了核桃品质与附加值。

加工转化能力的增强，提升了新
疆林果的国际市场认可度。1 月 8 日，
新疆果业集团 1100 吨核桃、核桃仁搭
乘中欧班列发往哈萨克斯坦。“核桃出
口为新疆农产品出口拓宽了渠道。”张
豫说：“以质量作为支撑，产地规模化
作为保障，新疆核桃在国际市场的优
势正在提升。”今年，新疆果业集团已
签订了 1万吨核桃仁出口订单。

如今，天山南北优势林果资源更

具“颜值”。葡萄酒、果酱、核桃油、果
汁……越来越多的特色林果正从田间
走向车间，附加值不断提升。

销售渠道多元

除了种植、加工等环节，新疆林果
业也面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困境。
为此，新疆各地正从重经销向重营销
转变，构建多元化销售渠道。

在阿克苏市电子商务产业园，李
博正熟练地打单、发货、做客服，将本
地产的苹果、红枣、核桃等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2020 年，他的店铺销售额达
200多万元。

李博 2019 年 10 月回乡创业，除了
原产地优势，更吸引他的是当地浓厚
的电商氛围。其公司所在电子商务产
业园是南疆首个集“商务、仓储、物流、
培训、孵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园区，与
阿里巴巴、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形成
线上线下互动良好的农副产品营销体
系。

“孵化基地为创业人员免费提供
电脑桌椅和办公场所，仓库租赁和运
费有补贴，电商企业间实现农产品货
源共享，创业人员还能得到系统的电
商 技 能 培 训 ，这 些 都 降 低 了 创 业 成
本。”阿克苏市电商协会秘书长周虎
说，阿克苏电商产业从 2014年起步，通
过开展电商培训计划，电子商务产业
园已累计培训电商学员 4000多人。目
前，入园电商企业达 85 家，2020 年网
络零售额超 20亿元。

援疆省市也成为破解新疆农产品
流通难题的重要助力。2017 年，浙江
省与阿克苏地区联手打造“十城百店”
工程，已在浙江省建成 600 多家门店，
成为新疆林果产品销往全国的重要平
台。目前，两地正在实施“十城百店”
升级版，推动新疆农产品加快从“卖浙
江”向“卖全国”转变。

“下一步，将在巩固已有成效基础
上，持续提升全区优质果品的供给能
力与标准化管理水平。”张齐武说，他
们将通过加强“两张网”中间联结机制
建设，打通产销对接环节，解决新疆优

质果品外销问题。通过扶持、壮大一
批电商企业，构建多元化营销渠道，让
新疆瓜果畅销全国，让万千果农获益。

用品质赢市场“芳心”

发展林果产业，新疆有着得天独
厚的资源优势。近些年，新疆瞄准消
费市场对优质果品的需求，立足实际，
先后出台《加快特色林果业发展的意
见》《进一步提高特色林果业综合生产
能力的意见》等，引导扶持林果业从规
模化加速向标准化、规范化、优质化的
民生大产业迈进。

在这一提质增效过程中，新疆的
一些尝试感触颇深。

首先，精耕细作好果源。消费市
场对于优质果品的需求不断提高，对
果品原产地提出了新要求。新疆立足

“好的不多，多的不好”林果现状，精心
搭建起五级林果技术服务体系，编写
12 个主栽林果树种栽培管理技术“明
白册”，通过打造“示范田”，让果农明
白如何种出市场需求的好果来提高收
益。

其次，保护好果农积极性。在新
疆林果业从体量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化
的“爬坡期”，不能因市场信息不对称
导致好果贱卖，让农户降低种植好果
的积极性。新疆通过编织“两张网”，
有效将企业、合作社和果农打造成利
益共同体，提高市场抗风险和议价能
力，形成了“优质优价”共识，让农户能
专心深耕果园，实现优质好果的市场
良性供给。

第三，增强加工能力。新疆曾作
为低价原料供给端，在增值加工环节
上长期受制于人。近些年，新疆通过
扶持提升企业在原产地的加工能力，
实现了果品升值与带动就业的双赢。

但也要看到，新疆林果业仍面临
产业结构需要优化、加工配套服务能
力 不 足 、标 准 化 生 产 能 力 不 足 等 问
题。相信通过不断补齐短板，有效对
接市场需求，“新疆大果篮”一定会香
甜万家。

（经济日报）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对于山
区来说，产业如何发展？地处秦巴山区
的四川广元市的答案是，必须构建现代
农业产业体系，且这个体系必须符合广
元实际、具有广元特色、拥有广元优势，
通过增强造血功能，最终实现乡村振
兴。

山区种粮效益低，但广元昭化区稻
田亩均收益达到 3400 元，好收益是如
何实现的？

“关键在于把劣质稻田变成了优质
稻田，走出了一条渔稻综合种养发展的
新路子。”昭化区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
徐国刚说。

昭化区多是低洼地，虫害严重，收
益极低。近年来，在相关农业科研部门
帮助下，昭化区探索实行稻鱼、稻虾共
作 和 轮 作 ，农 药 和 化 肥 用 量 减 少 约
70％，原来的普通大米摇身一变，成了
供不应求的“高端米”。

“以前每斤只卖 3 元左右，现在 20
元一斤还要提前预订。”当地大米经销
商孙正明介绍，稻田里的“稻花鱼”也颇
受欢迎，增收显著。

如今，这里生产的大米已获全国绿
色农业十佳粮油地标品牌，并正在全区
推广这一模式。

在广元朝天区中子镇，虽然天气寒

冷，冬草莓大棚里却是一番生机盎然，
一个个大草莓，鲜红的、粉红的、粉白
的。

这是浙江客商吴志成投资建设的冬
草莓项目基地，共有500多亩，投资1200
多万元。吴志成介绍，当地农民将不适
合种粮的部分土地流转给基地，并在基
地打工，年底基地拿出5％的纯利润分给
农民。据测算，2020年，基地支付给农民
打工、流转的费用共计250多万元。

“作为一个东西部产业扶贫项目，
除了让农民挣工资外，还应该让他们学
会自己闯市场，比如同样种水果，有特
色才能有销路。”吴志成说。

种植冬草莓就是老吴带领当地农
民走出的一条特色新路。“冬草莓品质
好、价格高，且收获季节长达半年，刚好
是普通草莓的空档期。广元一些较高
山区不适合种粮，但可以种冬草莓。”让
吴志成欣慰的是，当地不少农民快速掌
握了冬草莓种植管理的基本要领。目
前，基地周边 6个村的农民已种植冬草
莓 1200多亩。

朝天区罗圈岩村海拔 1800多米，生
活十分不便。几年前，在扶贫工作队的
帮扶下，该村修通了盘山公路，大力发
展优质高山蔬菜 300多亩，兴办高山度
假村，如今不仅脱贫致富，还成为“秦巴

山中的桃花源”，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目前，广元已建成现代农业产业园

107个，“一村一品”特色产业园 2500多
个，形成 7 个百亿特色产业集群，特色
产业基地达 480 多万亩。苍溪红心猕
猴桃、青川黑木耳等畅销海内外。

朝天区秦川印象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总经理左光源介绍，2020年公司销售
了约 3000万元土特产。“直接支付给农
民的收购款有 2000 多万元，这是一笔
实打实的收入。”

“电商最大的作用就是把产业链打
通。”左光源分析，电商对于市场需要的
产品种类及品质最为敏感。为此，他们

与当地合作社签订了种植合同，种什
么、种多少、什么价格，让农民心中有
数，省去“折腾”之苦。

目前，广元已大力发展电商、农民
合作社、产业协会等利益联结主体 4000
多个。其中，仅朝天区就有骨干电商 8
家，带动当地 4800多户农民参与其中，
发展个体网商 500余人，有效增加了产
品销量，形成了“1 个快递物流园＋12
个乡镇转运服务站＋103个村级配送服
务点”的物流配送体系，建成农产品冷
藏库 17个，乡镇、村物流覆盖率分别达
100％、83％，畅通了农产品流通渠道。

（经济日报）

秦巴山区特色农业怎么搞

如何突破收益“天花板”？
——新疆林果业提质增效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