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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举办的苹果节赚足了各方眼球。颜色
形状各异的苹果吸引着客商驻足咨询；主播们现
场带货展示最新的销售平台；一种能喝进嘴里的
安全环保绿色农药更让过往果农惊叹不已……
在昨日实地探访苹果节展馆时记者发现，苹果节
是集产地、商户、平台、主播、农户共同展示、寻求
合作的大舞台，一枚小小的果子，真正实现了多
方共赢的效果。

果品荟萃
寻找最靓的“那群仔”

苹果节上，来自全国各地不同品种、颜色、形
状以及口感的苹果，是当之无愧的主角。特别是
烟台八个产区的苹果争相亮相，成为了展会上最
靓的“那群仔”。

28日上午8点，在A馆的龙口展区，主播的
现场直播已经上线。“红彤彤的是龙奇红，白大个
那种叫做烟龙春，都是我们益康生态农场的特色
品种。”农场负责人路向梅介绍说，特别是龙奇红
的颜色又红又亮，吃起来口感脆甜，也是参加本
次苹果大赛的品种。

在海阳展馆，远远望去一排“皇家红富士获

得行评第一名”的鲜红大字，显得烟台苹果霸气
十足。走进展馆，高大的圆形展区上，摆满了小
国光、金帅、印度青、烟富8、王林、乔纳金、秋口
红、维纳斯黄金等苹果。光是那些金灿灿、红艳
艳、绿莹莹的颜色，就足以令人馋涎欲滴。栖霞
馆，搭建的“牟氏庄园”造型奇特。展馆内以苹果
为原料加工出来的脆片、果酒备受欢迎，不少参
展者驻足品尝。

采访中，一位女主播拿着手机，风风火火赶
到了B馆世界苹果展示区的陕西展位前，应粉丝
们的要求寻找一种名为“瑞香红”的苹果。“果形
高桩、色泽艳丽、香甜可口、极耐储存，这是瑞香
红最具优势的特点。”业务经理赵书东说，瑞香红
是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自主培育出的品种，今年
是首个丰产年，很多人都慕名而来。

除了苹果，桃子、石榴、大枣、梨这些应季水
果，也都纷纷借机亮相。一斤25元的葫芦枣，一
个50元的“黑珍珠”大石榴，还有经过深加工做
成的母姜膏、桑葚干、苹果脆等果蔬制品，价格都
不低，真正实现了果品的附加值。

客商云集
寻觅最佳合作伙伴

合作社、生态农场摆出的诸多果品，吸引了
全国客商云集于此。经销商与合作社根据各自
需要，在展会上寻找最佳的合作机遇。

走进临沂展区，费县树宝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经理谭树保，正在与两位来自莱阳的果
品经销商介绍自家生态农场的发展规模。经销
商仔细询问了每年各种果树的产量之后，留下
了联系方式。“果园自然生草、不打除草剂，秋季
施大豆有机肥。农场的产量越来越高，光靠采
摘和本地销售消化不了。这次参加苹果节不为
卖果，只想寻找合适的果品经销商，共赢发展。”
谭树保说，这次苹果节的规格全、层次高，而且
效率惊人，能明显感觉出来很多经销商就是来
找合作伙伴的，目前已经与几家谈成了初步的
合作意向。

苹果节的举行，为供需双方搭建了一个大的
交易平台，提供了高效、全面了解果品市场需求
的机会。这一平台让参展商直面潜在客户，也让
客户们有了解决企业创新需求的机会。

烟台大山果业的展位前，围着一群业内专家
询问果苗的各种详细情况。“几年能挂果？苹果
的抗锈能力如何？果树的种植距离是多少？”一
个个极为专业性的问题抛出，并没有难倒展位负
责人。一一解答完问题之后，双方都认为可以继
续探讨合作。在陕西展位前，“瑞香红”苹果一度
销空，无缘“一睹真容”的市民只能拿着宣传单页

看了又看。“其实我们这次参加展会的目的不是
卖苹果，而是卖果树苗，想寻找有意向的合作
商。”一位负责人介绍说。“你是想找我们帮你卖苹
果吗？”当记者走进龙口展区询问直播带货的具体
情况时，竟被主播误认为是寻找合作的客商。原
来，因为直播带货销售火爆，不少进馆参观的合作
社都慕名前来，谋求合作机会。

果农惊叹
引进先进技术和果品

不常见的稀有水果、安全绿色环保的有机肥
料，还有模拟虫叫的诱捕器……在苹果节上，果
农们大开眼界。他们惊叹于时下果树种植的先

进工艺和稀有品种，是传统方式所不能及的。
在枣庄展区前，一盘形状似葫芦的大红枣，

成了展会上被人们争相拍照合影的“小网红”。
“这个大枣就叫葫芦枣，口感脆甜，市面上很少见
到。售价也比普通大枣高，一斤能卖到25元。”
来自共赢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业务负责人邱
兵介绍，不少果农都说从未见过这种大枣，想要
购买枣树苗种植。一大早从福山赶来参加苹果
节的果农拿着一颗葫芦枣说：“现在种植苹果、桃
子的很多了，品种也都基本相同，反倒是这种稀
有不常见的水果应该能畅销。”

你见过能安全放心喝进嘴里的农药吗？还
有模拟虫叫的诱捕器，能轻松捕到果蝇，来自全
国各地的果品、技术亮相，令果农们大呼过瘾。

在C馆蓬莱展区的一家展位前，一棵被当成
盆栽的果树吸引了不少参展者。“把这么大棵树
栽在大盆里，如果没有好的肥料来养护，是不可
能存活这么久的。”展位负责人介绍，这棵果树使
用的是一款名为“金莱泰”的有机肥料，这款肥料
以“能安全喝进嘴里”霸气挑战传统肥料。她说，
金莱泰完全能取代化肥，因为安全、环保、绿色、
生态，在减少化肥使用量的前提下，还能保证果
树提质增产。

苹果节上还有果园驱鸟装置等，这些果园里
的现代化装备不仅能有效控制害虫，也有可能避
免农药的使用，为果农们指出了发展现代环保农
业的出路。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影报道

苹果的盛会，果农的节日，城市的展台——

硬核！多方共赢苹果节

苹果节上，2万平方米的展馆，宛若一
幕微缩镜头。镜头内外，一幅“果业强、果乡
美、果农富”的图画正徐徐展开—

价高还畅销，展馆前客商络绎不绝，迈
向优质化的烟台苹果，笑傲高端市场；

苹果酒、苹果醋产品琳琅满目，苹果产
业向“接二连三”和“延伸两端”方面重点用
力，“微笑曲线”越来越动人；

合作社里苹果映红笑脸，果农是工人也
是股东，干劲十足……

迈向优质化
烟台苹果笑傲高端市场

“苹果论个卖，价高还畅销。”在苹果节
上，烟台苹果在高端市场上独领风骚。

又大又红的“红孩儿”，成了蓬莱展区的
明星产品，吸引了不少经销商和果农驻足围
观。“一盒12个，9斤左右，卖180元。”烟台市
仙阁果品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刘冬报出的价
格高得有些“离谱”，却挡不住络绎不绝的经销
商。开幕第一天，刘冬就洽谈了多个合作意
向，其中南方一家经销商格外看重仙阁果品
的多种精品果，意向供货500吨高端苹果。

牟平展区内，G20峰会专供苹果同样受
到客商青睐。牟平区三旺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与全国各地品牌苹果“同台竞技”，拿到
了2016年杭州G20峰会的“入场券”，在高

端市场上有了一席之地。
笑傲高端市场，烟台苹果有

底气。多年来，我市不断加强苹
果品牌建设，先后出台了《关于
加快推进苹果产业提质升级
的意见》《烟台苹果品牌战略
规划》，加之适时推出120万
亩老龄低效果园更新改造计
划，稳扎稳打，强化了果农的
品质意识，有了好果，也为卖
好果打下了基础。如今，有
着百余年历史的烟台苹果“身
价”实现11连增，品牌价值从

2009年初次公布的80.97亿元，
到 2014 年突破百亿大关，达到

101.05亿元；而在2015年全新的烟台
苹果品牌符号引领下，烟台苹果品牌价

值强势增长，2015年105.86亿元，2016年
126.01亿元，2017年131.95亿元，2018年
137.39亿元，2019年的141.48亿元，到如今
的145.05亿元。

面向未来，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
快推进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2020-2022年）》和《烟台市苹果产业高质
量发展规划（2020-2025年）》，通过丰富政
策供给，推动产业从总量的扩张向质量的提
升、效益的增加转变。力争到2022年，全市
苹果产业产值达到260亿元，优质果率达到
90%，把烟台打造成世界一流苹果生产基地、
中国苹果产业的科技创新引领者，叫响中国
果业第一品牌，实现果业强、果香美、果农富，
巩固扩大烟台苹果的品牌效应和竞争优势。

拉长产业链
延伸苹果“微笑曲线”

尝一口鲜嫩劲道的苹果果脯，咬一口清
脆可口的苹果脆片，喝一杯果香浓郁的苹果
白兰地……苹果节上，苹果产品琳琅满目。
不断拉长的产业链，让烟台苹果深加工向纵
深推进，全面领跑行业发展。

在栖霞展馆，一款有机苹果白兰地成为
热点。果都庄园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围
绕苹果产品拉长了产业链，生产的多款苹果
酒十分畅销，极大提升了苹果价值。

向产业链要效益，烟台趟出了新路子。
苹果节首日的签约仪式上，13个签约项目围
绕苹果种植、种苗培育、精深加工、仓储物流
发力，拉长烟台苹果产业链。其中栖霞市齐

鲁泉源“天下果仓”项目总投资55亿元。通
过项目建设，加快推进苹果产业现代化全产
业链，预计可实现年经营收入200亿元，实现
利税7.5亿元。苹果精深加工技术研发项目
落户龙口，将通过先进的加工技术与理念，构
建地区特色资源精深加工与生态加工并举
的产业链技术链条，开发市场容量大、产业带
动性好、技术指标先进的新型水果发酵食品，
重点开发一款苹果醋专用的酵素，打造成为
苹果醋产品的领军企业和行业标杆……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陈洪军表示，烟台苹
果产业在突破一产的基础上，向“接二连三”
和“延伸两端”方面重点用力，目前全市果品
贮藏加工企业1000余家，其中加工企业46
家，年加工能力超过400万吨，居全国地级
市首位；烟台苹果内销29个省份，常年销售
330万吨；出口遍及六大洲30多个国家和
地区，常年出口60万吨，约占全国的50%；
蓬莱、栖霞、招远成功入选国家级山东烟台
苹果产业集群，成为全国50个产业集群中
仅有的两个苹果产业集群之一。

映红致富路
果农奔跑在“希望的田野”

富民，是发展苹果产业的根本目标。我
市以组织化提升促进苹果产业化发展，分散

的果农组织起来、分散的果园整合起来、分散
的管理统一起来，让一个个苹果映红致富路。

昨天上午，网红直播间里，田家四姐妹
依然保持着超高人气，超千万人次的关注，
让烟台苹果又红了一把。

大姐田春影介绍，几年前，她和三个妹
妹分别在上海、北京工作，机缘巧合，姐妹四
人决定辞职，回到老家蓬莱创业。2015年
她们白手起家成立公司。如今，她们的电商
公司以销售特色农产品为主。四姐妹创办
的“田+网”已经成了龙头企业，开辟了一条
带动果农经济收入的物联网销售新思路。

“我们的有机苹果很受欢迎，两天的时
间里接待了来自北京、上海等多地的客商，
在之后将深入探讨合作，进一步打开销路。”
牟平区嵎岬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经理杨祥
龙告诉记者。

近年来，烟台市创新实施了党支部领办
合作社，加速了老劣果园的改造更新。苹果
节上，我市八大产区齐亮相，每个产区都有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项目。目前，全市党支部
领办的果品合作社588个，带动果农超万
户。

植根胶东大地的烟台苹果，枝繁叶茂。
走在致富路上的果农，干劲满满，这片希望
的田野迎来了春天。

YMG全媒体记者 杨春娜

中国·山东国际苹果节隆重开幕。参观
后，笔者有三点想法。

一、要笃实抓好基地建设。潮平两岸
阔，扬帆正当时。现在党中央提出“三权分
置”，为我们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通过经
营权流转，推动规模化、科技化、标准化、品
牌化、现代化发展。我认为当下应突出基地
建设，市里抓 100 个市级基地建设，每个基
地规模在100亩至1000亩之间；有关县市区
抓50个县级基地建设，每个基地规模在100
亩至 500 亩之间；各乡镇抓 10 个基地建设，
每个基地规模在 50 亩至 200 亩之间。层层
抓基地，逐级抓落实。

二、要笃实规范合作社发展。独行快，众
行远。联合与合作一直是农业农村改革发展
稳定的一块基石、一条主线。总体看，目前农
民合作社发展基础仍然薄弱，还面临运行不够
规范、与成员利益联结不够紧密、扶持政策精
准性不强、指导服务体系有待健全等问题。农
民合作社要增强服务带动能力。合作社本身
立足农业、根植农村，本质上是农民自愿联合、
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其功能主要是解
决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了不合算的难
题，服务农户是其本职所在。农民合作社只有
规范发展，才能确保行稳致远、不偏向、不走
样，不断增强成员凝聚力、向心力。要坚持合
作制原则，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共同
参与决策、管理、监督的民主权利，真正实现民
办民管民受益。要完善章程制度，健全组织机
构，加强财务管理，合理分配收益。通过示范
带动、典型引路，打造农民合作社规范发展的
标杆和样板，整体提升农民合作社发展水平。
要丰富联合合作方式，既发展农民合作社之间
的联合，也鼓励农民合作社与其他主体开展多
形式、多层次的联合与合作，探索农业经营主
体组织重构和资源整合的不同模式。鼓励同
业或产业密切关联的农民合作社在自愿前提
下，通过兼并、合并等方式进行组织重构和资
源整合。

三、要笃实推动产业融合。壮阔东方潮，
奋战新时代。在新发展阶段，要逐步做大做
强做优烟台苹果产业链，实现一、二、三产业
的融合渗透、交叉重组，形成多功能拓展、多
范围延伸、多主体共赢的格局。专业合作社
要多向拓展，多元融合，发展产地产销、产地
加工、休闲康养、旅游观光等新产业、新业态、
新模式。万山磅礴看主峰。当前，党支部领
办合作社要全域推进，解决果园的细小化、零
碎化，唱响质量兴果、绿色兴果、品牌强果的
主旋律，发展壮大烟台苹果的品牌优势。同
时，也可以由县乡村联合牵头，整合资源，将
那些弱、小村进行撤并，改组成新村。新村党
组织统筹资源、全域规划、连片开发，规模经
营，推动烟台苹果在思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
中砥砺奋进，磅礴前行，逐步走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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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映红富民路
苹果节上呈现“果业强、果乡美、果农富”美好画卷

苹果节上展示的苹果树。
YMG全媒体记者 王鸿云 摄

栖霞展馆。YMG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 摄

展示红苹果展示红苹果。。YMGYMG全媒体记者全媒体记者 申吉忠申吉忠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