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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掉一半果树，收益增了50%
改造老果园、引入智慧化种植，烟台发起一场苹果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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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完最后一季果
伐掉老树栽新苗

收完今年这一季苹果，寺口
镇花园泊村的果农闫春胜计划
把最后两亩老果树伐掉，栽种新
品种果苗。虽然栽种一茬新果树
需要3年时间才能有收成，闫春
胜还是下定了决心。种了20多年
苹果，他像其他老果农一样，对
市场行情非常敏感。“老果树的
果子上色不好，果个也小，卖不
上价，和新品种根本没法比。虽
然栽新苗要三年结果，长远来
看，还是要种新苗。”

提到自家果园，栖霞市桃村
镇后白马夼村的吕树荣乐开了
花。他家种了四亩果园，三年前，
政府提倡老果园改造，她积极响
应，一狠心将老果树全部伐掉，
种上了新品种。“那些果树实在
太老了，自我嫁到这个村子，它
们就在。”吕树荣说，老果树不仅
产量低，果子口感也不好，现在
种的是烟台农科院出的新品种，
红富士系列，上色快，口感好。

为了减少空白期损失，吕树
荣在树下种了花生、地瓜等农作
物，算是对收成的一个补充，“今
年才第三年就结了不少果，明年
又会大幅增加，看样子后年就要
进入丰产期了。”

一叶而知秋。闫春胜和吕树
荣们折射出了烟台“苹果革命”
的一角。曾几何时，烟台苹果占
据着国内苹果市场“老大哥”的
位置，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虽
然当前仍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但
如何将这个优势保持住，是摆在
烟台苹果种植业面前的一个新
课题。

据烟台市农业农村局种植
科科长沈兴海介绍，烟台难以规
避全国苹果行业劳动力老化问
题，50岁以上的劳动力占了很大
比例，年轻劳动力越来越少。另
外，随着国内新兴产区崛起，国
际市场进一步放开，大量国外苹
果涌入国内市场，烟台苹果面临
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以前的烟台
苹果在国内是一枝独秀，而现在
国内苹果市场百花齐放。

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处于
对好果卖好价的追求还是迎战
激烈的市场竞争，烟台苹果都亟
须一场变革。在此背景下，烟台
市委、市政府统筹考虑整个国际
国内市场形势，提出了高质量的

发展规划，通过提高苹果生产质
量，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苹果，
再通过第三产业的流通，提高全
产业链的发展效益，实现整个苹
果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果树隔行去行
效益不降反增

烟台“苹果革命”的第一板
斧便是淘汰改造老果园。2017
年，烟台市红果果家庭农场技术
负责人刘鲁强决定向自家苹果
园开刀，对老果园分计划隔行去
行，当时周边一些果农还不太理
解。

隔一行砍掉一行苹果树，相
当于产量要降一半，这收益不是
也要减去一半？刘鲁强却不这么
认为，他种了30多年苹果，大学
学的也是农业相关专业，对于苹
果种植，他有自己的理解。“其实
苹果的利润大部分都取决于好
果，以前那种密植果园，产量高，
产出来的大部分是低端苹果，没
有多少利润。”

砍掉近一半果树后，新果园
果树行距由原来的4 . 5米扩大到
现在的9米，果树的通风和光照
条件大幅上升，抗性也提了上
来，病虫害防治的压力明显减
小，加上用有机种植的标准去种
树，果品质量提了上来，无论是
口感还是色泽，都有很大提升。

行距变宽后，机械可以开进
果园，节约了大量的人工劳动
力。“以前喷药，车开不进去就得
靠人工，70亩地要雇9个人，每天
费用每人180元，用机械的话一
天就能完成，一年喷药六次，人
工费就能节省6000元。”量产下
来后，果园减少了一部分生产压
力，也缓解了劳动力紧张的局
面。“以前就怕找不到工人，现在
整个生产具有可操作性，不是说
找不到工就干不了活了。”

据刘鲁强介绍，果园隔行去
行改造后，产量损失在40%左
右，但好果率明显提升，去年达
到了60%，今年尽管受天气影
响，好果率预计也能到40%左
右。当年改造完第一年，亩效益
持平，减少劳动力投入30%以
上，第二年较老果园增加收益
30%，第三年能增效50%左右。
“提前改造试验区大约10亩地，
三年增效10万元左右。”

今年，果园的部分果子还没
摘，就已经被客商预订了。在这
期间，看到隔行去行带来的效
益，刘鲁强的亲朋好友也开始对
老果园改造，降低种植密度，提
升果品质量。“现在他们有的比
我还去得厉害，动不动就说砍了
不要了。”刘鲁强笑着说。

智慧化种植成规模
农场主拎包入住

种植新品种，采用现代化管
理模式，打造高端果品，已经成
为烟台当地很多合作社和公司
的共识。在烟台招远市闫家沟村
的山地里，2200多亩的苹果苗木
正在长成，种植了一年多，部分
果树已经开始挂果了。

这片种植地是由招远市好
地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流转承
包的村里土地，此前，这里连路
都没有，当地村民只小面积种植
果树，分散又缺水。据公司工作
人员孙浩凯介绍，2017年，公司
开始对这块地开发，开路引水，
规置土地，规模化种植了矮化苹
果苗，大多种的都是高端果黄金
维纳斯，该果产量高、果肉硬实，
糖度高又耐储存，眼下收购价在
每斤15元左右。

此前，这里的老果树大部分
是乔化果树，树型大，田间作业
都需要人工完成。“这种矮化树
分枝短，在1米以内，行距保持4

米多，机械可以进来作业，除草、
打药、开沟施肥、水肥一体灌溉
等都可以机械完成。”

在招远市大户庄园专业合
作社，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农场
主的智慧苹果种植体系已形成
规模。合作社流转了周边村庄的
3500亩地，其中1500亩地用于苹
果种植，合作社统一管理，对地
块进行划分后，利用招标形式
分包给农场主。修好路，通了水
电，种好苗，对果树统一灌溉、
喷药，还配备了管理房、技术支
撑和销售团队，即便是没种植
经验，农场主也可拎包入住，边
学边种。

大户庄园种植基地打造了
合作社果园物联网控制中心，该
系统可以实现自动检测土地的
湿度、温度、风向等指标，何时浇
水、何时施肥，系统可根据传输
数据提醒管理人员，通过手机端
的操作，即可控制滴灌设施进行
作业。该系统还可以实现病虫害
的检测，园区果树每一片叶子的
状况都可以在终端一览无余。

老果园改造
每斤能多卖五毛以上

以上仅仅是烟台苹果高质
量改革的一个缩影，要知道截至
2019年，烟台全市苹果种植总面
积和总产量分别达282 . 6万亩、
559万吨，均居全国地级市首位；
全市从事苹果产业的人员近170
万人，这场苹果改革将对当地苹
果业发展带来深远影响。

据沈兴海介绍，在客观分析
全市苹果产业现状后，烟台提出
了利用三年时间更新改造120万
亩老龄果园，到2020年，至少要
改造40万亩，经过这将近一年的
发展，推动效果相当明显，目前，
全市更新改造老龄果园47 . 2万
亩，超额完成全年目标的18%。

同时，烟台启动了伐老建新
项目，伐掉老树建新树，达到了
9 . 3万亩，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
还通过改良土壤、“高接换头”、
隔行去行、隔株去株等措施进行
改造。

改造后的果园面貌取得了
明显变化，从今年秋天结果及市
场情况来看，经过老旧果园改造
后的苹果，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比如往年老果园苹果，每斤卖到
2元钱左右，今年改造后可以卖
到2 . 5—3元，在产量基本没影响
的情况下，增加了效益，使老百
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果农的
肯定，为今后的老龄果园改造也
打下了良好基础。

看着长势喜人、挂在树上
红彤彤的苹果，莱州琅琊岭小
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王景波满心欢喜，今年又是
一个丰收年。与其他基地不同，
琅琊岭苹果推行免套袋栽培模
式，历时四年，从最初的摸索尝
试到逐渐成熟，王景波心中也
是波澜起伏。

苹果种植中的套袋环节
是“重头戏”，套袋可以预防
病虫害，减少树枝对果身的
刮碰，但同样面临着人工成
本高、反光膜污染等困惑。王
景波说，按照目前的市场行
情，套袋的人工工资、纸袋、
反光膜等费用，在种植总成
本的占比达到 6 0%，是一项
很大的支出。

怎样能省工又可以种出
好吃的苹果？2016年的时候，
王景波便开始琢磨，把纸袋
摘掉，让苹果完全暴露在大
自然中，种出儿时的口味。

针对这一问题，在山东
省果树研究所指导下，琅琊
岭开展了为期4年的无袋栽
培试验，形成了最适宜琅琊
岭气候土壤特点的免套袋栽
培技术，“整个过程是非常煎
熬的，这些年都是一边发现
问题，一边解决问题。”王景
波介绍，苹果需要挂树200天
才能收获，这么漫长的日子，
没有纸袋保护，面对风雨夹
击，是个不小的挑战。

除了自然环境，如何预
防病虫害，也是个现实问题。
王景波说，经过多年研究摸
索，果园形成一套完善的物
理防虫措施，定点放置性诱
素，这种生物提取的制剂可
以起到引诱公虫的作用，并
配套黏虫板，将公虫逮住，阻
断害虫的繁殖，并放置糖醋
罐，利用糖醋水的香味，引诱
害虫，从而消灭掉。

琅琊岭的果园从不除草，
在王景波看来，虫子喜欢杂草
丛生的环境，有了草就会减少对
果树的侵袭，同时草丛还可以锁
住土壤水分，冬天枯萎了还可以
反哺土壤，增加土壤有机质。

“如果感觉杂草长得太茂
盛，影响了果树生长，我们就会
把除草大军放进果园。”王景波
口中的锄草大军是合作社养殖
的大鹅，它们以野草、草根、落
果为食，对果树不会造成损害，
产生的鹅粪为碱性，可以中和
果园的酸性土壤。“鹅管家”的
到来对病虫害防治和改善果园
生态起到了大作用，在琅琊岭
果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态
小气候。

王景波介绍，相比之前，纸
袋摘掉后，每亩地降低成本
4000元，增产10%-20%，糖
度增加2度，由于光照充足，
苹果与大自然充分接触，口
感更纯正浓郁。目前的琅琊
岭苹果，在全国免套袋种植
领域，颇有名气，苹果销往北
上广等大城市，一些稀有品
种，一个苹果最贵卖到30多元
钱。每年迎接全国各地产区参
观考察团不计其数。

为了进一步减少对比人工
的依赖，琅琊岭果园今年预订
了剪枝机、菜果机，明年将正式
投入使用。

摘下纸果袋
结出金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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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口镇果农闫春胜在

自家果园里采摘苹果。收完

这一季，他要把果园中的老

树伐掉，栽种新苗。

10月27日上午，中国·山
东国际苹果节开幕式在烟台
国际博览中心举行，开幕式
上，19个项目集中签约，助力
烟台苹果高质量发展。烟台
苹果今年迎来丰收，行情好
于往年，这背后是烟台苹果
产业升级迈出的步伐。近年
来，烟台苹果面临着老产区
的困惑，人老、树老、品种老、
种植模式老旧等问题。面对
老大难的问题，烟台当地政
府重拳出击，发起一场苹果
高质量发展的革命。

在招远市闫家沟村的山地里，承包方工作人员在查看新品种黄金维纳

斯苹果树的生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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