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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9日，来自江津区先锋
镇的农业服务中心原主任、高级工程
师肖国林被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以花
椒技术总顾问的礼遇，邀请在该县青
花椒新经济产业合作论坛作交流发
言。平昌县是川陕革命老区和集中连
片贫困地区，2015年起，该县将青花
椒作为重要脱贫产业，从江津先锋引
进种苗和技术，短时间内就发展了15
万亩青花椒。

“平昌的青花椒产业都是从先锋
镇引过去的。”肖国林说，自脱贫攻坚
战打响以来，已有全国各地数十个区
县、数百个乡镇从江津引进花椒种苗
与技术，新发展青花椒面积超过200
万亩。江津花椒已成全国性脱贫产业
的重要农产品。

江津的花椒产业到底有多强？为
什么能成为全国性脱贫产业？

全国青花椒看“先锋”

先锋镇位处江津城区西郊，幅员
面积129平方公里，人口6.7万人。最
近十多年来，先锋镇因花椒而真正“先
锋”起来：这里是中国青花椒的源头，
目前全国已发展的400多万亩花椒，
绝大部分源于该镇。

据肖国林介绍，先锋镇之所以能
成为全国的青花椒源头地，是因为该
镇最早选育出优质青花椒品种“九叶
青”，并最早实现规模化种植、最早形
成现代化种植与管理技术。

据考证，花椒原野生于秦岭山脉
海拔1000米以下地区，以川渝一带食
用花椒的历史最为悠久。过去，江津
先锋本地人所食用的花椒多为野生或
零星种植的青花椒，品种繁多。人们
通常以每根叶柄上的叶片数量进行区
分，主要有3匹叶、5匹叶、7匹叶、9匹
叶等数种。先锋人们在种植过程中发
现9匹叶的青椒最好，香味独特，产量
又高。到上世纪80年代，该镇零星种
植的9匹叶青椒已有上千亩规模。

1992年，江津林业局在对鹤山坪
东面坡进行绿化造林时，决定种植9
匹叶青椒。鹤山坪东面坡坡陡土薄，
平均坡度超过30度，长期以来，这里
都是当地农民的薪炭林，几年砍光一
次，水土流失严重。而花椒树的根系
不仅浅，还很发达，能抓牢表层土壤，
保水、保土能力强。尤为重要的是，花
椒还有很好的经济价值。当时农民担
着鲜花椒进城，可卖到2元一斤。

那时候，肖国林正在江津林业局
工作，是鹤山坪绿化造林的具体执行
者。据他介绍，到1996年时，整个鹤
山坪东面坡已全部种满花椒树，总面

积达到2万亩。这也是国内第一个规
模化青花椒种植基地。当时的花椒没
有固定名称，后来大家根据其“九匹
叶”的特性，定名为“九叶青”。

到1998年，该镇花椒基地面积已
达8万亩，目前已达12.8万亩。值得
注意的是，先锋镇的耕地面积只有4
万多亩，目前除花椒外的所有农作物
种植面积仅2万余亩。到目前为止，
江津先锋镇仍是全国花椒种植面积最
大的乡镇。

花椒产业的发展，不仅使先锋镇
有效解决了水土流失的问题，也早早让
当地群众实现极大促进了脱贫致富。
据先锋镇政府提供的数据，该镇今年共
生产花椒9.6万吨，产值12亿元，花椒
人均纯收入达到1.9万元。其中，花椒
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户超过了5000
户，占全镇农户总数的25%以上。

对外输出十六年

在发展花椒产业的过程中，江津

探索形成了选种育苗、矮化丰产、配方
施肥、病虫害防治、产品加工等成套技
术体系。

以矮化丰产技术为例。江津通过
推行带枝采摘的方式，不仅大幅降低
了采摘环节的劳动强度，还使产量提
高了35%左右。该技术由肖国林牵头
发明，于2006年开始全面推广，2014
年获得国家发明专利证书。

另外，江津还形成了育苗、初加
工、深加工、销售等完整的产业链条。
如先锋镇共有17家花椒加工企业，主
要生产保鲜花椒；60%都有自己的烘
烤箱，用于加工干花椒；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形成的花椒市场，今年完成
交易额15亿元；拥有花椒苗圃企业
100 余家，种苗供应能力达到每年
8000万株。

2002 年，国家开始实施退耕还
林工程，江津花椒开始对外输出。
短短几年时间，全区的花椒种植规
模就超过50万亩，冠绝全国。2004
年，江津荣获“中国花椒之乡”称号；

2008年，江津花椒获批“农产品地理
标志”；2011年，江津花椒获批“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2018年，江津花椒
品牌价值经中国品牌研究中心评估
达到18.12亿元，位居重庆农产品品
牌前三名。

在此期间，我市部分区县、市外部
分地区也陆续从先锋引进花椒产业，
到2015年前，全国的青花椒种植面积
已达200余万亩。

考察团队纷至沓来

2015年，国家打响脱贫攻坚战，
江津花椒掀起了向外输出的高峰。

据先锋镇相关负责人透露，从
2015年至今，他们仅仅接待市内外
县、镇级政府组织的花椒考察学习团
队就超过500批次。

据肖国林掌握的情况，这几年
从先锋引进种苗新发展的花椒基地
就有200多万亩，它们大多作为脱贫
产业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大力支

持。平昌县算是规模较大的地区，
其它县、镇的规模在数千亩至数万
亩不等。

随着各地纷纷引进江津花椒产
业，江津还兴起了一个新的行业：为花
椒引入地提供技术服务。

先锋镇绣庄村三组组长龚固杰便
是其中之一。过去几年，他先后被永
川区板桥镇、阆中市金亚镇、四川苍溪
县、四川武胜县等地政府、业主聘为技
术顾问，每地每月去三五天，每地月工
资两三千元。

目前，先锋镇经常外出提供花椒
种植技术服务的人员达200多人，收
入最高的一年可挣数十万元。

打造产业“制高点”

国内花椒种植规模的快速扩张也
引起了江津区委、区政府的重视。

去年以来，江津区成立了由农委、
工商、公安、食药监等部门和有关镇街
组成的花椒质量监管联合执法组，对

全区的花椒采摘、加工环节进行严格
监管，杜绝了提前采摘和非法加工等
现象，确保了产品品质。

今年6月，按照农业农村部、财政
部关于开展产业兴村强县示范行动的
要求，江津区先锋镇成为全市6个申
报镇之一。

为此，江津区出台了《江津区进一
步加强花椒产业发展工作方案》，将坚
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稳步实施，把
提高产量与增强品质、增加效益结合
起来，着力推进全区花椒产业上档升
级，推进花椒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把先锋镇打造成国内青花椒产业的

“制高点”，努力建成全国青花椒行业
龙头，更好引领带动贫困地区脱贫致
富。

在推进产业发展上，成立了江
津区花椒产业发展办公室，统筹全
区花椒产业发展、招商引资、种植加
工、销售监管、宣传营销等工作，着
力培育一批花椒专业新型职业农
民。另外还要建立花椒种植技术研
发和服务平台，注重与科研院所合
作，加强对花椒种植技术研发、示范
和推广。

在强化质量监管上，江津区将大
力推广土壤改良和机械化作业，建立
健全花椒安全质量监测体系和追溯制
度，严格实行标准化生产，打造绿色品
质花椒。

在强化示范带动上，江津区将
在先锋镇建设花椒全产业链标准化
示范基地，提档升级示范基地 2 万
亩，示范带动各村培育一批花椒特
色示范园。此外，在先锋镇等地规
划建设西部调味品产业园、花椒期
权交易大厅、花椒主题景点、花椒主
题民宿等项目，推进花椒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在加强产业研发上，江津区将
与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加
强花椒产品研发，建立深加工企
业，延长产业富民链条。同时，建
设全国最大的花椒交易市场——
先锋花椒市场。该市场正开展招
商工作，一期达 120 亩规模，将采
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打造成全
国最大花椒生产、加工、交易、储
存、培训等为一体的集散中心、乡
产联盟。

在实施品牌战略上，江津区将
用好“中国长寿之乡”、“中国生态
硒城”、“中国富硒美食之乡”等金
字招牌，依托全区农产品“1+8+N”
区域公用品牌体系建设，全面提升
江津花椒等产业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

椒农喜获丰收

近年来，江津充分发挥土壤富
硒资源优势，把发展富硒产业作为
发展特色效益农业的最大抓手、最
大亮点和最大优势，走出了一条富
有江津特色的产业振兴之路。

因地制宜
照着地图布局产业

2012年，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
研究所开展江津区富硒资源调查，
历时一年，普查完成。普查结果表
明，该区九成以上土壤达中硒以上
水平。中科院地化所还就普查数据
绘制了一张富硒资源地图。

江津根据全区土壤硒资源分布
和富硒农产品分布，对富硒农业生
产基地进行了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集中成片发展粮油、蔬菜、畜禽、花
椒、水果、茶叶、水产、中药材8大富

硒农产业。现已建成标准化种植基
地45万亩、水产基地3.5万亩，富硒
畜禽年出栏超过500万头（只），形
成 30 多个富硒特色产业示范场
（园）。

与此同时，江津还依托双福国
际农贸城建成富硒农产品展销中
心，在北京、重庆主城和江津城区建
成富硒农产品体验店32个。大力
发展农产品电商，2017年，该区通
过实现富硒农产品电商销售收入
2.5亿元，同比增长62%。

品牌引领
一江精彩在江津

2017年，江津坚持品牌引领，
推动富硒产业取得重大突破。

这一年，江津举行中国·重庆
(江津)首届富硒产业发展大会，向全

国推介江津富硒资源、富硒产品。
来自国家和市级相关部门，国内相
关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全国富硒地
区、知名企业，以及我市各区县的
300多名代表汇聚江津，集中展示
富硒产业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成
果。

这一年，中国产学研促进会和
中国富硒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授
予江津“中国生态硒城”称号，为江
津富硒产业向全产业链、高科技含
量发展保驾护航。

这一年，江津成功注册并发布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一江津彩”，
品牌取义于“一江精彩在江津”。江
津区负责人自豪地说，位处长江上
游的江津，在农业上汇聚了长江物
产的精彩、山水的精彩、美食的精
彩、文化的精彩，“富硒”二字让江津
农业更具竞争力。

这一年，江津通过连续举办富

硒美食节，中国烹饪协会正式授予
重庆市江津区“中国富硒美食之乡”
称号，江津成为目前全国唯一以“富
硒美食”命名的区县。

这一年，江津共有52个农产品
获得国家富硒农产品认证，“三品一
标”总数位居全市第一。

富硒富民
边远山区农民最受益

硒是“抗癌之王”、心脏的“守护
神”、血管“清道夫”，是人体不可或
缺的微量元素。随着“长寿之乡、富
硒江津”越叫越响，越来越多的农民
从中受益。其中，位处江津边远山
区的农民受益最大。

位于江津、习水交界处的柏林
镇，因地处边远的南部山区，过去种
出大米收购价只有1元一斤。3年
前，重粮集团江津分公司看重该镇
富硒土壤资源和良好生态环境，将
其作为富硒大米重要产地。目前，
该镇富硒大米种植面积已达2万亩
规模，大米收购价达到3元一斤。

嘉平镇大垭村位处江津与綦

江交界的大山上，海拔 700 米至
1100米，曾是江津区15个市级贫
困村之一。过去，该村生产的土鸡
蛋村民挑着到处赶场，每枚卖5角
钱都困难。现在，这里的土鸡蛋2
元一个都不用出去卖，经纪人定期
上门来收。

嘉平镇通过政府发鸡苗、发铁
丝网发展林下小群散养土蛋鸡的方
式，帮助该村74户建卡贫困户及另
外60户较困难家庭养殖土鸡。目
前，该村一年产蛋100多万枚，仅靠
这一项，就使这些贫困户全部脱贫。

江津区农委负责人说，山区生
态环境好，生产出农村产品本来就
有品质优势。江津打造富硒品牌
后，其优势也更为明显。加上近年
来农村电商迅猛发展，这些地区过
去长期面临的卖难问题也不再成为
问题，因此这些山区农民在发展富
硒产业上反而受益更多。

数据表明，2017年，江津富硒
农业产值已达55亿元。受此撬动，
江津去年的农业总产值创下了历史
最高纪录125.8亿元，总量继续保持
全市第一。

2016年1月和今年4月，习近
平总书记先后主持召开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和深入推动长
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要求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新路子。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前提
是坚持生态优先，关键是要处理
好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关系。
可以说，长江经济带能否走出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成败
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

除了花椒产业的成功，在推
进现代农业发展方面，江津区的
探索提供了很好的借鉴。近年
来，该区突出“富硒”资源优势，因
地制宜着力发展富硒产业，不仅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鼓起了农
民“钱袋子”，也成为改善农村生
态环境的一种有效手段，走出了
一条“富硒富民”的特色农业发展
道路。

江津的发展实践表明，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
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各地只要牢固树立“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扎实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色
发展的路子定会越走越宽。

走出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张亚飞 李耀辉
图片由江津区委宣传部提供

江津把花椒做成全国性脱贫产业

富硒茶种植基地

富硒富民 江津走出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江津富硒大米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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