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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主流”产区的苹果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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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 鹏

正是苹果大量上市时节，市场上的许多
苹果“来头”不小，产地远近闻名。也有一
些“非主流”产区的苹果，正为得到消费者
青睐经历着更多的波折。

在我省，离苹果主产区不远的诸城市，
苹果产业发展起起伏伏，有过高光时刻，却
又跌入低谷。如今，在扶持政策和新品种、
新技术的支持下，诸城市正在积蓄后发优
势。

我们经常听说“后发优势”，但要真正
形成绝非易事，诸城做到什么程度了？

荒山口村苹果往事

诸城市位于山东半岛东南部，处于泰沂
山脉与胶潍平原交界处，虽属暖温带大陆季
风区，却因距黄海近，又兼具海洋性特征。
对于苹果种植，自然条件适宜。

该市桃园生态经济发展区荒山口村，仅
有41户，是个典型的小村庄。村庄处于山岭
环抱处，山场1000多亩，村前南山上有齐长
城遗址，村后山是渤海和黄海水系分水岭，
水势向南流入黄海。因为湿润的气候和极大
的昼夜温差，适合种植苹果。31年前，这里
种出的苹果轰动一时。

“1 9 8 5年，村集体栽植了6 0亩苹果。
1989年，在农业部组织的苹果擂台赛上，村
里的苹果一举夺魁，获得了农业部优质产品
奖。”荒山口村负责人丁桂法告诉记者。

诸城市农业农村局果茶站站长房中文回
忆起往事，也激动万分，“当时我是蚕果站
的一员，收到比赛通知后，站上负责出技
术，村里管理，经过几个月的守护，优中选
优的苹果最终获得了大赛第一名。那时候，
有广东省的客户来寻求合作，一下子要好几
个火车皮的订单，可惜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么
多苹果。”

不过，曾经的荣耀并没有为村里换来多
少财富，也没有去扩充苹果种植面积。1998
年时，因为村集体统一管理的模式无法调动
积极性，就以每亩5000元的价格分包给了个
人，丁桂法就是当年的承包户之一。

20多年过去了，荒山口村的年轻人不停
走出去。50岁以下劳动力留在村里的，数不
出三个人。60亩果园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在
慢慢减少。53岁的丁桂法最终砍掉了自己管
理的苹果树，“年纪大了，管理不过来苹果
园，我在果园里栽种了绿化树，等长大成材
就卖掉，省事。”

乔化果园的尴尬

10月13日上午，房中文收到了人保财险
诸城公司业务经理王大勇的电话。王大勇联
系过房中文多次，商议一起去为受雹灾涝灾
的苹果园定损。

大约10点钟，王大勇开车顺路接上了房
中文。房中文在果品界40年，算得上诸城果
品界“技术一哥”。有他的参与，王大勇心
里也有谱。

车往城南南湖生态经济发展区驶去，在
种植园区的小路上七折八转，终于到了朱家
村张志云家的苹果园。

深秋未到，张志云家的6亩苹果树叶子
基本掉光了，树上的苹果个头不大，单手可
握。见到保险公司的人来了，张志云马上走
过来，“我都捡三次了，苹果还是不停往下
掉，今年损失太大了。以前一棵树能结四五
百个苹果，都得半斤以上，现在不过 1 5 0
个，一个苹果仅二三两重。”

拨枝穿行时，记者看到了苹果花，
“哇，怎么这时候开花了？”

张志云上前摘了下来，“这一阵开了不
少花，明年估计又要减产了。”

看记者一脸惊讶，房中文走过来说：
“因为叶子都落了，这就给果树一个信号，
春天到了，到开花的季节了。等到明年真的
春天来了，这一处就不会再开花了。”

“这片果园遭了水灾，因为前一阵排不
出水，果树厌氧呼吸，出于自我保护，叶子
纷纷凋落。”房中文边走边说，叶子掉了，
苹果就不再生长，所以个头很小，口感也不
佳。

张志云告诉记者，自动脱落的苹果，按
照一斤一毛钱的价格，已经卖掉了七八百
斤，“剩下的果子霜降后再摘，不少果面还
有冰雹砸出的疤痕，优质果不多了。”

临走时，房中文给出建议：如果起垄栽
植，就不会遭受这么大的涝灾了。“他们这
一家的苹果虽然种了20多年，但是当时的苗
子不错，是矮化砧，说明当时栽植的人很
‘前卫’，可惜被当作乔化树管理了。”

房中文谈起在乔化苹果园指导技术的经
历，也是苦不堪言：“我每年都要到地里指
导果农种植，夏天里面密不透风，要弓着身
子往里钻，管理起来太费劲了，苹果树下见
不到光，产量难以高起来。”房中文说。

在不远处王洪国家果园，遭遇的情况也
差不多。好在周边不少户都在今年购买了政
府主推的苹果特色农业保险，每亩地缴纳
200元，其中个人承担80元，省市县三级财
政承担120元。

“现在每亩地能挽回多少算多少吧，今
年赚不了多少钱了。”张志云说。因为靠近
矮化苹果种植基地，王洪国则一直在考虑改
种矮化苹果，“我想把老树刨了，种上几亩
矮化苹果试试。”

曾从4万亩降至不到7000亩

今年11月份，诸城市将承办潍坊市苹果

大赛。“去年，我们公司的富士苹果获得了
潍坊市苹果大赛二等奖，今年我们是主场，
想用富士和维纳斯黄金再上台比一比，争取
拿到一等奖。”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营销经理刘季作说。

工商资本下乡的热情，让房中文看到了
果业发展的希望。从今年开始，诸城市计划
每年发展优质苹果两万亩，连续发展5年，
打造农业产业新格局。

30多年前，房中文跟随考察团去烟台学
习，看到当地农民种的片片果园，有人惊
喜，也有人疑惑。

“当时就有几名乡镇党委书记提出疑
问，‘你们地都种了苹果，要吃粮食怎么
办？’”当时烟台果农呵呵一笑，让房中文
记忆犹新，“我们的苹果那么贵，卖掉后去
哪儿买粮食不行。”

回到诸城后，几个镇先后增加了苹果种
植面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套袋、覆
膜、嫁接等新技术的引进，诸城市苹果开始
发展壮大，苹果总面积达到了4万多亩。

可惜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后不久，由
于全国各地果业发展迅速，果农遇到卖果
难，果品价格也一路下滑，导致很多地方开
始出现刨树毁园现象，诸城市的苹果面积从
近4万亩逐渐降至不到7000亩。

“现在来看，诸城市苹果产业是落后
的。”房中文曾带领团队深入调研，总结梳
理出部分制约苹果产业发展的瓶颈和产业发
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些适合发展苹果
的镇街对于苹果产业规划认识不足，甚至一
心只想发展其他产业，导致全市苹果产业发
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随意性和无序性。”房
中文说，苹果因为生产周期长，更需要有科
学长远的产业规划。

诸城市的苹果品种以富士为主，多是晚
熟品种，而像早熟、中早熟的品种较少，致
使成熟期过于集中，市场需求分配不均匀。

统计数字表明，现阶段诸城苹果仍然是
以散户种植和分散经营为主，大规模的龙头
企业、合作社和示范园区不多。散户在信
息、技术、资金、运输等方面，很难适应瞬
息万变的国内外大市场需求。

今年3月25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山
东省推动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强调把发展现代果业作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的重要抓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进苹果区域化布
局、规模化种植、集约化栽培、机械化管
理、品牌化销售、产业化经营，加快建设现
代果业强省。计划到2025年，我省苹果种植
面积稳定在400万亩左右，年产量达到1100
万吨，亩均效益增加500元以上，优质果率
达到90%以上，现代栽培模式果园发展到120
万亩。

密植矮化苹果无疑成为现代栽培模式的
代表之一。“我们一直在推矮化密植栽培模
式，可是没有被大部分果农认可。他们依赖
传统乔砧苹果种植模式，对于新品种都处于
试验观望阶段。”房中文说。

诸城境内新发展的矮砧苹果示范园多数
由企业转型投资和合作社联合投资建设的。
个体种植户难以转调种植模式，除去投资大
的原因，一些果农还觉得栽下树后可以外出
打工，让果树自己长就行了。

近年来，诸城市发展现代种植业的想法
愈加强烈。四年前，诸城市提出了“三调两
提”（种植业大田调大棚、山地调林果、零
散调规模，畜牧业提升标准质量、提升养殖
效益）的思路，并制定出台了鼓励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扶持政策，采取对规模化园区基础
设施配套奖补、投资主体贷款全额贴息两种
方法进行鼓励发展。诸城市现有苹果种植面
积3 . 2万亩，大多是近4年发展起来的。

工商资本下乡试水

10月14日，雨水淅淅沥沥一天，山岭中
水汽氤氲。“今年雨水较多，我们的园区又
在山岭上，起垄栽植加上岭地坡度高，并没
有受到太多水涝灾害。”山东润竹山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皇华基地经理刘淑院说。

“前几天，套袋的部分苹果刚刚摘袋，
今年一半苹果没有套袋，再有10天就可以采
摘了。今年经历了两次雹灾，优质果率还能
有50%吧。”刘淑院望了望果园，他认为今

年自然灾害不断，这样的收成还算可以。
正说话间，一群大鹅突然从蓄水池旁的

小道涌了出来，见到开阔的果园，“哦饿、
哦饿”叫了起来。“这群鹅有500多只，每
天我们都会放出来两次，赶到果园吃草。鹅
从不吃苹果叶，地上的草却不放过，所以我
们从不为除草犯愁。”刘淑院说。

为了让果树长得好，基地重视与科研院
所和高校的合作，希望让果子有卖相、口感
好。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蒋高明教授团
队合作后，蒋高明教授拿出的方子叫“六不
用”，即不用农药、化肥、转基因、地膜、
除草剂、添加剂。

“我们现在的种植模式就是朝‘六不
用’努力，虽然基地结出的果子虫多，优质
果率差，价格却比市面上的苹果高出一
倍。”刘淑院说。

前一阵，蒋高明又提醒基地技术员，趁
着果树根系第三次生长高峰到来，要准备好
大量秸秆作物，覆压到果树下增肥。

山东农业大学植保专业毕业的王秀娟，
现任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加入公司五年来，见证了公司农业的起
步发展。

园区面积大了，管理起来也难免会松
散。王秀娟告诉记者，林家村千亩基地较为
平坦，在排水时，管理人员“顾头不顾
尾”，结果导致排水末端积水严重，涝死一
片果树。

投资和维护成本之大，也让初涉农业的
投资方没有想到。王秀娟拿出一份项目投资
概算表，苗木、水泥柱、铁丝、竹竿、水肥
一体化设施，以及物联网建设等算在内，每
亩地投资平均在1万元左右。“两个基地每
年单是维护费用，就需要数百万元，都是依
靠房地产赚来的钱支撑着。”王秀娟说。

在位于常山东麓的苹果乐园，负责人孙
仲海介绍说，“我们从国内外引进了60多个
好品种，希望打造成为国内知名的苹果种植
示范基地。”目前，苹果乐园投资方山东农
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已累计投资 1 . 5亿
元，共栽植苹果、大樱桃3200余亩。

“后发优势”如何显现

荒山口村苹果的名气并没有逝去，虽然
苹果越种越少，却因为口感好并不愁卖。
“每年从青岛、广东等方向来不少商贩，苹
果都能销售一空。”丁桂法说。

正北不远处，曙光水库周边，占地3800
亩的苹果基地已经建成。

种植地块足额流转、落实，是诸城扶持
苹果产业发展的举措之一。目前，包括桃园
生态经济发展区在内的6个镇街已经完成流
转面积10980亩，并全部栽植完成，水肥一
体化设施配套完成。

产业要发展，资金是重头。为了解决资
金难题，发展高端现代农业，诸城市成立了
国有公司山东禾融农业科技集团。

“我们创新推出了‘企业融资+建设基
地+提供技术服务—农户租赁经营—企业回
购+利益再分配’的运作模式，由企业投资
建设，解决了农户融资难、数额小、期限
短、成本高、风险大等融资问题。”山东禾
融农业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刘志新介绍说。

资本下乡示范种植，农户想加入进来，
怎么接纳？

诸城使用了“按揭农业”的方案。想参
与种植的农户与山东禾融农业科技集团合
作，只需要缴纳少量租赁费便可以经营果
园，从果树开始结果后的第三年开始计算，
获得收益后，再按揭偿还投资成本，逐步获
得果园所有权。创新思路一出，不少外出打
工的农户也想返乡租赁果园。

9月29日，山东省总商会系统工商资本
下乡助力乡村振兴现场推进会在诸城召开，
在观摩环节，与会嘉宾到多个果品产业基地
参观。在缓慢行驶的车上，山东百誉农业科
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袁行友能够一眼看出
套袋的苹果是什么品种，“今天看到的果园
有不少维纳斯黄金，两年的时间就不稀缺
了。去年这种苹果批发价格在每斤15元左
右，今年估计要跌到10元以下了。”

“诸城的果树才栽植三四年，会不会面
临刚开始结果就过时的结局？”袁行友发
问。

对于目前销售，刘志新、房中文等人认
为还不是难题。“诸城乃至潍坊当地维纳斯
黄金还是很少，需要从外地大批量购进，市
场有极大空间。”

不过，对于目前大部分新栽植苗木都是
富士系列品种和维纳斯黄金，房中文也在为
新品种担忧，“酸甜适口等新品种只占百分
之一，实在是太少了。”

房中文等人的希望寄托在常山脚下的诸
城市国家级农林科技孵化器。在这里，工人
们正在把切取的茎尖、根尖、叶片等放入增
殖培养基，通过培养液生长后再转移到温室
培育，此后才能移植到大田中。

“我们与各大高校院所深度合作，专
攻苗木繁育技术，现在孵化器已经拥有了
国际领先的苗木技术，培育出矮化苹果、
矮化大樱桃等多个优质苗木品种，并获得
农业部产品质量认证，年繁育能力达到苹
果 苗 木 1 0 0 0 万株、 大 樱 桃 苗 木 1 0 0 0 万
株。”诸城市国家级农林科技孵化器负责
人侯志刚介绍说。

果树繁殖快，可是从幼苗到育成苗木，
最少需要三年时间。“我们从国外引进了一
些酸甜适口的品种，还从两家果树研究所和
青岛农业大学拿到了‘华硕’‘鲁丽’‘福
丽’等早熟新品种，填补了诸城苹果都是单
一晚熟品种的空白。”房中文说。1 0月16
日，在栖霞市举办的2020年中国苹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大会上，孵化器提供的“福丽”苹
果在全国苹果大赛中获得了金奖。

□ 张 鹏

上世纪80年代，发端于诸城的贸工农一
体化、商品经济大合唱、农业产业化经营等
在全国推广，被总结为“诸城模式”。

“诸城模式”的内涵需要进一步深化、
拓展、创新、提升。诸城市相继制定了《诸
城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推进“三区”共
建共享的实施意见》，规划建设了18个乡村
振兴示范片区、40个生产园区、生活社区、
生态景区“三区”共建共享示范区，为工商
资本下乡拓展空间。同时，出台了《鼓励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扶持政策》《关于鼓励引导
城市工商资本下乡打造乡村振兴“诸城模
式”升级版的指导意见》等文件，实施“百
企建百园”行动，在项目立项、用地用电、
金融信贷等方面给予扶持，让工商资本下乡
更有动力。

诸城是传统工业大县，不少人就近入工
业园区打工。诸城市在农村社区全部设立土
地流转和农民合作社服务中心，按照“依
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用转包、租
赁、互换、托管等模式，加大农村土地流转
力度，全力保障工商资本下乡的土地需求。

近年来，每年流转土地10万亩以上，新发展
苹果等高效经济作物30多万亩。

记者看到，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工商资本
并不是“取之不竭”。一些从未涉足农业的企业
下乡后，才发现农业投资之巨，回本之慢，农田
里的“半拉子工程”也不在少数。

工商资本下乡，依然坚守在土地上的农
户利益如何保障？记者调研发现，诸城市不
少地方创新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推广“大园
区、小农场”“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等发展模式，让工商资本与农户形成利
益共同体，有效带动了农民增收。

工商资本下乡需要面对新问题

右上图：诸城市高标准建设了国家级农林科技孵化器。 左图：诸城市农林孵化器技术人员正在查看组培器皿内的嫩苗。
右中图：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皇华基地经理刘淑院(右一)等管理人员正在查看苹果长势。
右下图：在山东润竹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皇华基地，鹅群正在涌进果树间吃草。 （□记者 张鹏 报道）

■编后

编完这篇稿件，编者想到了
与“后发优势”相关的几个问题。

“先发”与“后发”，本是用来描述
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后被引申
到同一国家中不同区域发展差异
的研究中。所谓后发优势，是指后
发区域借鉴先发区域的技术和经
营模式，缩短摸索过程，减少试错
成本，高效形成供给能力，还可以
直接采用最新技术和品种，形成
产品品质上的优势。

但是，后发区域也可能面临
着更大的风险。在一个竞争充分
的产业上，后发者在开发客户资
源、积累产品声誉的过程中，要付
出更多的成本，经历更长的时间，
并且在市场没有明显扩大的情况
下摊薄行业平均利润。说回到苹
果产业，苹果市场广阔、消费人群
众多，还因为耐贮存几乎可全年
销售、能延伸出较长的产业链，无
论是对于农民脱贫增收，还是培
育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都有着
不小的“诱惑”。只是，苹果等大宗
农产品市场毕竟经过多年发展已
经相对成熟、竞争十分激烈，作为
后来者不能只想着后发优势而忽
视“后发风险”。做好应对风险的
各项准备，是每一个后发区域必
须做好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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