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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烟台，田
间地头一片忙碌，又
到了一年苹果丰收
季。

苹果产业之于烟
台，意义非同寻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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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苹果品牌价
值145亿元，连续十二
年蝉联中国果业第一
品牌，是烟台一张响
当当的“金字招牌”。
在苹果市场百花齐放
的背景下，有着140多
年种植历史的烟台苹
果，如何保持住优势，
做好果业的“头把交
椅”，值得深思。

高质量发展的路
子必须要走，这是烟
台苹果继上世纪80年
代末完成品种革命
后，又一次刨根换种
的品质革命，烟台苹
果迈出产业升级的坚
实步伐。

烟台苹果的 创新之路
破局苹果产业二次革命 助力烟台苹果坐好果业“头把交椅”

十月的烟台苹果交易市
场，每天都很热闹。从业十年以
上的客商或者代办比比皆是，
你要问他们烟台苹果好在哪
里，他们张口即来，回答也都相
似：烟台苹果果形正色泽好，肉
质脆汁水多，口味丰富甜中带
酸，并且好储存，“烟台苹果不
愁卖，就是价格高低的问题。”

烟台栖霞寺口果蔬批发市
场门口，数百米外的马路上就
能看到拖拉机在排队，车斗里
是成筐成筐的苹果。寺口批发
市场本是解决当地苹果卖不上
价的问题，从2017年建成使用
后，市场影响力越来越大，不少
周边区县的果农和来自全国各
地的客商都慕名而来。

开市以来，苹果市场行情
大大超出了果农预期，头几天
平均价格在3 . 3元至3 . 8元每
斤，精品果子能卖到四五元一
斤，甚至能到6元以上。这极大
刺激了果农的热情，每天有两
三千辆拖拉机载着苹果来卖，
苹果交易量每天在150万斤以
上。

来自河北唐山的客商张兆
新一行来烟台已近一周了，他
们今年打算收购60万斤烟台苹
果，虽然收购价比去年每斤要
高三四毛钱，但烟台苹果有口
碑，味道丰富，多汁脆甜耐储
藏，他并不愁卖。

进入苹果收购的中后期，
好果和高端果依然不愁卖。高
端的好果被包装成礼盒售卖，
每盒12个有机苹果，规格90mm
以上的一盒要299元，85mm以
上的199元，80mm以上的99元。

这样来算，最贵的苹果一个要
25元左右。这些苹果含硒量远
高于标准指标15微克/公斤。果
子还没摘，就有客商预订了
1000个苹果礼盒。

说到今年行情时，来自安
徽的客商唐超、河北唐山的客
商张兆新等人都谈到了全国苹
果市场的情况，今年全国多雨
水，苹果好果率普遍下降，市场
对好果需求旺盛，很大程度上
带动了苹果市场的行情，这也
是烟台苹果今年好果产量比去
年要低、但行情要好于往年的
原因之一。这侧面反映了烟台
苹果眼下所处的现状，烟台苹
果无论是口碑还是质量都有自
己很强的优势。

多一个品种，就会多一个
市场。在红果果家庭农场的苹
果多品种系列展示和栽培示范
园，每年从8月到12月，果园里
都挂着颜色各异的苹果，品种
多达50多个，包括秀水、珊夏、
华硕等红色果系，静香、瑞雪等
黄色果系，岱绿、王林等绿色果
系，实现了“早中晚、红黄绿、甜
香脆”全覆盖。比如维纳斯黄
金，因其优质的口感，去年地头
收购价每斤高达15元，今年价
格稍有回落，但每斤也不低于
13元。

尽管近年来西部产区崛
起，但由于气候影响，经常遭受
霜冻灾害，而烟台位居东部沿
海，气候相对稳定，加上种植技
术成熟，每年的产量较稳定。另
外，烟台苹果在产业集群、物
流、品牌、产业链加工制造等方
面，都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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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老产区，
烟台苹果有自己的产业集群优
势，但也有老产区的短板。简单
说就是人老、树老、模式老，种
植苹果的人近50%年龄都在55
岁以上，栽培的大都是20多年
前的老品种、老树型，株行距密
集、果园郁闭，栽培不规则，不
利于机械化管理。

为补短板，去年开始，烟台
发起苹果“二次革命”，苹果行
业的各个主体都在经历一场深
刻变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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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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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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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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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刘鲁强介绍，果园隔行
去行改造第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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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质量高不高，苗子很
关键，烟台现有苹果苗木基地
5000亩、年产苗木3000万株。在
烟台实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苗木基地，近一米高的果苗正
在生长，这是公司利用组织培
养技术培育的矮化砧木果苗，

抗重茬、抗盐碱、抗旱能力都非
常强，眼下老果园改造，不少地
方都用了该公司的苗木。

近年来，烟台大力推广示
范果园建设，通过改良新品种、
培育优质无毒苗木、提高栽培
技术、老果园的更新换代等举
措，提高果品质量，种出好苹
果，抢占苹果质量高地。

以上仅是烟台苹果高质量
改革的一个缩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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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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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提质增效，绝非一蹴而
就。烟台苹果产业的发展是个
大民生问题，需要各个方面、
各个行业合力聚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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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市拥有果品贮藏加
工企业1000余家，专业合作社
1500余家。流转土地规模化种
植，采用现代化管理方式，机
械化作业，打造特色高端产品
成了不少企业或合作社的选
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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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红了，网红们也开始
忙碌起来！“80后”田春影、“85
后”田冬影、“90后”田俊影、

“95后”田汶鑫，她们是蓬莱市
大辛店镇田家村田家四姐妹。
2014年，看到乡亲们为苹果销
路发愁，四姐妹辞职回乡，创
立了自己的电商品牌“田家果

园”，通过电商平台、直播带货
等方式，帮助销售家乡特色农
产品，“蓬莱四姐妹”成为苹果
圈子里的“网红”。

莱州市琅琊岭小龙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40%的苹果也
是从网上销售，这一比例还在
增加，今年还举行了多次直播
带货活动，效果都非常不错。

从目前来看，产区20%的
苹果是从线上销售的。作为一
种新兴业态，与传统市场不
同，线上销售更要在营销上下
功夫，满足消费者电商消费心
理，可以进行单果销售，一箱
最多不要超过8个，多个品种
搭配，这样更有吸引力，也降
低了货运成本。

为拓展苹果发展空间，目
前，烟台正大力延伸果品价值
链条。烟台通过加快果业“接
二连三”，与精深加工、休闲观
光、电子商务等产业深度融
合，推动中高端果品进入鲜果
市场，低端果品进入果酒、脆
片等加工领域，全市培育苹果
加工企业46家，产品涵盖苹果
酒、苹果汁、苹果醋、苹果脆
片、苹果酵素、苹果果胶等七
大系列100多个品种。

烟台博士达的加工车间，
一颗颗优质果子被分类打包。
同时还对苹果深加工，生产有
机苹果脆片，未来还将生产含
硒元素的香皂、洗手液、牙膏
等日用产品。市场上每10瓶苹
果醋就有1瓶产自烟台绿杰。

近年来，烟台在叫响“烟
台苹果”区域公用品牌同时，
大力扶持企业品牌，每两年进
行一次“十大苹果品牌”评选
活动，培育出一批优秀的果品
企业。

中国是苹果生产大国，中
国苹果产业只有造就一大批

“茅台”“华为”“海尔”“老干
妈”式的企业品牌，才能成为
苹果产业强国。

烟台
市农业农
村局与阿
里巴巴集
团签订大
型电商平
台合作项
目。

烟台苹果不只有红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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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市齐鲁泉源
“天下果仓”：

项目总投资
55亿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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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阳市鲁商乡村
发展集团项目：

项目总投资
50亿元。通过发
挥 鲁 商 集 团 品
牌、产业等优势，
深入推进城乡、
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

海阳市山东大
农水果冷链物
流项目：

项目总投
资10亿元，主
要建设水果批
发市场，电子
商务、仓储、物
流配送中心。

途远农庄度假项
目落户福山：

项目投资1
亿元，以车家村
为依托，以“一山
一寺一座院”为
思路，打造集禅
风、养生、素食、
休闲采摘、加工
于一体的农业休
闲度假区。

罐头、果汁深加
工扩建项目”落
户招远：

项 目 投 资
1500万美元，投
资扩建罐头、果
汁深加工厂房设
备。

土壤菌群检测，
产品靶向配菌项
目落户莱山：

主要从事科
研建设、产品研
发、以苹果为主
的全国主栽区市
场开发、土壤菌
群检测，产品靶
向配菌土壤治理
大数据建设。

蓬莱市苹果商品
化 处 理 中 心 项
目：

项 目 投 资
5 . 2亿元，主要建
设苹果分选包装
商 品 化 处 理 中
心、质量管控中
心、品牌推广运
营中心等。

央联万贸城市现
代产业运营平台
项 目 落 户 高 新
区：

项目投资1
亿元，可为烟台
市名优珍特产品
及相关企业上市
及品牌提升提供
培育孵化服务。

苹果精深加工技
术研发项目落户
龙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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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莱州金野苹果
深加工项目：

项目投资800
万美元，建设15000
平方米的厂房和仓
储用房，年产超精
细苹果粉等果蔬深
加工产品6000吨，
年销售收入3 . 5亿
元。

中国
农业科学
院在烟台
市建立农
科科创中
心

山东省农科院和烟
台市政府围绕共建招远
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型齐
鲁样板、共建农业产业技
术研究院、共建农业科技
园区、推进胶东创新中心
建设和成立山东省果树
研究所烟台所、山东省葡
萄研究院烟台院等工作。

东 西 部 合 作 项
目：

携手共建东
西部农业农村合
作新局面，促进
山东、陕西两省
农业产业高速发
展和乡村全面振
兴。

牟平区苹果产
业高质量发展
产销对接项目：

项目投资
1 . 2亿元，主要
建设烟台苹果

“种植 -仓储 -
物流”一体化产
业发展体系。

莱阳全域乡村振
兴项目：

项目投资30
亿元，拟在莱阳
南部乡镇，打造
产业横跨农牧渔
业、食品加工业、
商贸服务与物产
物流业。

玉益集团精深
加工及冷链物
流项目：

项目投资
1 .6亿元，建设苹
果分选、储藏、
精深加工车间
和设备，配套建
立科技研发中
心、检测中心、
信息中心等。

悟牛智能无人驾
驶农业机器人：

以国际领先
的机器人技术为
支撑，实现作业机
器人在复杂场景
下的多种作业功
能，实现苹果全程
无人化生产。

苹果节上，一批项目集中签约，助力烟台苹果高质量发展

在烟台苹果收获季，栖霞寺口果蔬批发市场成了一片苹果的海洋。

烟台苹果多汁脆甜耐储存，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客商慕名而来，其中好

果和高端果尤其受欢迎。

在招远市闫家沟村，工作人员在查看新品种黄金维纳斯苹果树的生长情况。

今年苹果行情超出预期，刺激了果农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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