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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2019·三峡

柑橘国际交易会”上，奉

节脐橙，万州玫瑰香橙，

忠县忠橙，开州春橙，巫

山恋橙，梁平柚等10个区

县的柑橘，因为同处三峡

库区有了一个共同的名

字：三峡柑橘。就在这次

交易会上，三峡柑橘一炮

走红，获得104家国内外

经销商青睐，“抱团”拿下

30多亿元订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三峡地区是世界

柑橘的重要起源地，柑橘

产业兼具生态价值和经

济价值，既肩负起保护长

江三峡生态、构建长江生

态屏障的历史使命与担

当，又助力三峡库区脱贫

攻坚和乡村产业振兴，是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

化”发展路径的生动践

行。

打好“三峡牌”，三峡

柑橘全球分享。2月 14

日至18日，“2020三峡柑

橘国际交易会”将举行。

届时，120家国内外经销

商将齐聚万州，助力三峡

柑橘卖得更远、卖得更

快、卖得更好。

2月14日—18日将举办“2020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

三峡柑橘 全球分享

三峡柑橘芳香与颜值并存

“江上扬白帆，山上披秋风，远古
走进来，三峡云播种。千树万树桔，三
峡百里红，自古走出去，江城南北通
……”去年，一首量身定制的歌曲《三
峡红》唱出了三峡柑橘的前世今生。

三峡柑橘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早在远古就有“巴人有橘革”的记载，
考证可追溯至4000多年前。《巴县
志》记录了三峡地区把野生柑桔驯化
成人工栽培红桔的历史。《史记·货殖
列传》《新唐书·地理志》中描述了长
江上游川渝两地柑桔发展的盛况。
西汉时期，三峡柑橘成为皇家贡品。

最具代表性的万州古红桔，鼎盛
时期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占全国
红桔种植总面积的1/3，产量 13万
吨，占全国总产量1/2。在万州，百龄
红桔树多达5000多株，被誉为百里
川江的守护神、库区桔柑的活化石、
世界红桔的基因库。

万州玫瑰香橙，种植达12万亩，
成为晚熟柑橘的知名品牌，荣获过中
国农产品交易会金奖、中国·重庆晚
熟柑橘节优质柑橘金奖及“有较强影
响力的果品区域公用品牌”。

“三峡库区是全国柑橘最适宜生
产区域之一。”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
筹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绍，临山拥
水的三峡库区，土壤肥沃深厚，土质
为砂壤、黄壤和红壤，磷、钾含量丰
富，pH值适宜，约6.0~7.5，有机质含
量1.0%~1.5%，为晚熟柑橘提供了栖
息之所。这里冬季冷凉，但又无明显
冻害，柑橘能安全越冬，非常适合发
展优质晚熟鲜食柑橘，是农业农村部
规划的长江上游柑橘优势产业带核
心区。“不与赣南争‘中’（中熟），不与

两湖（湖南、湖北）争‘早‘（早熟），三
峡开启了差异化发展之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长江
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三
峡库区是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保
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山”是重庆义
不容辞的责任。柑橘亩均产值较高，
是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重要抓
手。近年来，重庆按照“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的发展路径，加快推动重
庆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种植柑橘
达到320多万亩，其中三峡库区种植
规模约250万亩，达产后年产量375
万吨，孕育出了玫瑰香橙、W.默科特、
古红桔、丑柑、脐橙等众多品种。

“个个枝头叶捧鲜，彩凝犹带洞
庭烟。”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筹备工
作委员会负责人称，三峡柑橘果子芳
香与颜值并存，果皮颜色靓丽，果面
细腻；咬上一瓣，橘汁四溅，甘甜如
饴，酣畅入心。“生态、味美、就是三峡
柑橘的特色。”

培育“三峡柑橘”区域公共品牌

早在2017年，中国柑橘产量达
到3800万吨，进口柑橘400多万吨，
但消费只有3200万吨。从均量来
看，中国人均消费柑橘已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呈“极度饱和”状态。

“从总体而言，全国柑橘产业确实
供过于求，但这本质上是一种结构性
的过剩。”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祁春节
称，全国七成以上的柑橘是集中在11
月中下旬至1月上市，上市季节过于
集中，造成了短期内的“供过于求”。
同时，中低档果过剩。事实上，精品果
不管哪个季节上市，都是供不应求，价
格每年都有一定涨幅。他认为，“重庆

选择发展晚熟柑橘的‘捷径’，再加上
对品质的打造，重庆柑橘明天一定会
更美好。”

据了解，重庆柑橘总产量在全国
排名第八。产量虽不靠前，但重庆利
用三峡库区独特的地理、气候优势，
打时间差发展晚熟柑橘的基础上，还
力求发展有前景的品种。湖南农业
大学教授邓子牛认为，“对特色农产
品来说，只会供不应求。”

三峡库区柑橘特色产品确实不
少。奉节脐橙，品牌价值位居全国橙类
第一名，2018年年产量30万吨，综合产
值24.25亿元，全县种植脐橙年收入超
10万元的农户超过2000户，7006户贫
困户依靠脐橙种植户均实现增收
23200元；忠县“忠橙”面积达到35.5万
亩，形成了“从一粒种子到一杯橙汁再
到榨干吃尽”的完整产业链，品牌价值
达到8.86亿元；万州柠檬，现有10万
亩，年产5万吨，是全国最大的青柠檬产
区，全区38万亩柑橘产业，正承载着“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先行示范区的
重任，阔步前行；梁平柚是“中国三大名
柚”之一，果皮芬香浓郁，果肉纯甜、脆
嫩化渣，集美味、营养和药用价值于一
体，被誉为“天然水果罐头”，目前，梁平
柚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年产量9万
吨，实现综合产值10亿元。

……
“重庆柑橘品质不错，也有特色，

但营销上还需要下功夫。”三峡柑橘国
际交易会筹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
绍，目前，使用频率较高的品牌是奉节
的“奉节脐橙”，巫山的“巫山恋橙”，忠
县的“忠橙”，但大家都各自为政，以区
县为单位发展区域公用品牌，甚至还
相互竞争。他说，赣南脐橙是江西南
部18个区县共同打造的区域公用品
牌，因此才造就了“巨无霸”的体量。

“集中力量才能做大品牌。”
在面临国内外各种柑橘“挤压”的

压力下，这些独特的“三峡味道”如何集
中力量做大品牌？按照市委市政府加
快推动重庆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
要求，地处三峡库区的万州、忠县、开
州、云阳、奉节、巫山、梁平、垫江、长寿
等10个区县，发挥三峡库区的气候资
源优势，整合柑橘产业资源，携手培育
三峡柑橘区域公共品牌，让三峡柑橘
卖得更远、卖得更快、卖得更好。

交易会搭建三峡柑橘销售平台

去年2月25日至28日，“2019·
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在万州区举
办。交易会以“三峡柑橘，果润生活”
为主题，坚持以“交易”为中心，搭建三
峡柑橘销售平台，意在促进产销对接。

“抱团发声、撬动市场。”万州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交易会前，三峡库区
10个区县20余个知名柑橘品种共同
打造“三峡柑橘”区域品牌，携手前往
深圳等地召开推介会，与华润五丰等
40余家知名水果经销商对接洽谈，搭
上了“产地+城市终端”直通车。交易
会上，国家部委、对口支援省市、川渝
合作省市、重庆市有关部门、14个区
县的领导嘉宾出席开幕式；举办了2
场产销对接会和1场展示展销会，设
置3600平方米展区展销“三峡柑橘”，
涉及14个区县30多个柑橘品种，搭
建起了“产品+产销双方”对接台，构
建了“三峡柑橘”公用快速经销物流网
络，开启了“产业+政府服务”扩声器，
有力推介了三峡柑橘。

交易会上，重庆万州蕤峰园农业
有限公司种植的塔罗科血橙获评血橙
类“果王”、奉节县脐橙研究所种植的伦
晚脐橙和探戈橘橙分别获评脐橙类和
杂柑类“果王”、重庆市开州区金满甜农
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种植的W．默科
特杂柑获评W.默科特类“果王”。奉节
脐橙、忠县忠橙、云阳纽荷尔、开州区春
橙、万州玫瑰香橙、长寿沙田柚、梁平
柚、垫江白柚、巫山恋橙、涪陵脐橙等获
评三峡柑橘十佳名品区域品牌。

交易会期间，三峡国际农产品集
散基地在万州成功落地，规划占地约
1384亩，项目总投资25.8亿元，预计
建成后年交易额200亿元，带动就业
约1.2万人，将带领“三峡柑橘”甚至更
多三峡农副产品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三峡柑橘产业联盟成立，倡
议共建三峡柑橘销售平台，共育“三峡
柑橘”区域品牌，共享科研技术人才资
源，共防自然市场各种风险，共促产业
提质健康发展，努力把三峡柑橘卖得
更远、卖得更快、卖得更好！

“以产业峰会为智力支撑，进一步
完善优化三峡柑橘产业链。”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筹备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介
绍，交易会还举办了三峡柑橘产业发展
峰会，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所长
陈善春、中国柑橘交易会理事长邓子
牛、中国柑橘交易会理事程运江、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政府间柑橘协作组
特约研究专家祁春节、重庆市植物病害
生物学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王雪峰等业
界知名专家，为三峡柑橘把脉问诊，就
产品、生产、经营各个环节深剖细解。

“为三峡柑橘产业的安全良性品牌化发
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和智力支撑。”

据统计，“2019·三峡柑橘国际交
易会”参会经销商达107家，参展商92
家，开幕式当天，展销平台各类鲜果及
加工产品销售约30万元。现场集中签
订柑橘购销协议20份，共计47万吨，
销售金额30余亿元；同时还吸引了德
国如果食品公司初定在万州建设果汁
加工厂，深圳美宜多除采购外销还拟
定在万建水果超市，深圳百果园计划
当年采购三峡柑橘2亿元的产品。

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筹备工作委
员会负责人称，这是一次高水平办展，
从国内到国际、生产到成品，融入了各
区县独特元素，展示了各区县高水平
的智能化柑橘设施设备，使柑橘产品
和人文特色有机结合，全方位展示了
三峡柑橘产业链。

张亚飞 王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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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2月 14日
至18日，以“三峡柑
橘全球分享”为主题
的“2020 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将在万
州 举 办 。 目 前 ，

“2020 三峡柑橘国
际交易会”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筹备工
作委员会已经成立，
相关工作已经陆续
有序展开。

据介绍，“2020
三峡柑橘国际交易
会”除举行开幕式
外，还将举办三峡
柑橘产品外销专车
发车仪式，三峡柑
橘优秀种植、营销
企业表彰，产销对
接 签 约 等 主 题 活
动。同时，交易会
还将组织参会嘉宾
参观万州甘宁镇玫
瑰 香 橙 基 地 及 开
州、云阳柑橘种植
基地；举办三峡柑
橘产品推介活动和
产 销 对 接 洽 谈 活
动，以及三峡柑橘
产品展示展销及柑
橘生产全产业链物
质装备展示活动和
百安港农业供应链
有限公司“三峡柑
橘 万人分享”主
题营销活动；并评选十大“三
峡柑橘种植能手”、十佳“三峡
柑橘销售精英”。

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筹备
工作委员会负责人透露，届时，
国家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水利
部有关领导，市级相关部门负
责人，中国果品流通协会、北京
果品流通协会、上海果品流通
协会、深圳果品流通协会、重庆
果品流通协会等行业协会代
表，涪陵、北碚、长寿、合川、开
州、梁平、垫江、忠县、云阳、奉
节、巫山等区县相关负责人，以
及120多家来自菲律宾、新加坡
等境外水果经销商代表，北京、
上海、深圳等水果经销商代表
和知名物流企业（电商）代表和
库区柑橘生产加工企业及种植
大户代表参加“2020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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