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产业焕发新活力

有着80多年柠檬种植历史的白
羊镇，通过规划引领、政策支持和错位
发展，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进行深
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激发
产业新活力，走出了一条高效融合发
展之路。

“今天要出一批30吨的货，发往
广州。”2020年12月29日，白羊镇的
檬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封闭的气调
库，厚重的铁门缓缓打开，工人们推着
叉车进入库内，将一件件柠檬搬上车，
运送到物流大货车上。库房里是青柠
檬，已经储存了4个多月，一个个仍然
色彩翠绿、活色生香。

公司负责人王成云说：“青柠檬的
保鲜期很短，如果变色没有了‘卖相’，
就不值钱了；如果急着销售，就容易被
压价。”于是他外出学习了柠檬储存技
术，在镇党委、镇政府的帮助下建起了
冷库，让青柠檬存放半年不变色，掌握
市场主动，赢得定价权，不用受别人的
价格压制。目前，他已建了13座冻库。

“这些青柠檬收购价是1块 8一
斤，现在错季销售，价格稳定，有赚
头。”王成云说，最近青柠檬全国都不
多了，他储存的青柠檬就成了“香饽
饽”，这样反过来收购价格也稳定，给
广大柠檬种植户带来稳定可观的收
入。

在白羊镇，目前有储存柠檬的冻库
67座。此外，总投资2.5亿元的冷链仓
储物流交易中心于2020年6月开工建
设，建成后能实现青柠檬全年保青。

在白羊镇春华路，郭乙柠檬加工
厂的机器轰鸣声不绝于耳，工人们在
生产线上忙碌着。一个个金黄色的柠
檬通过洗涤、分选、脱水、杀菌、灌装等
程序，变成酸甜可口的柠檬汁。

郭乙柠檬加工厂负责人郭军介
绍，企业是一家集柠檬苗木培育、示范
种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国
家农民合作社企业和市、区龙头企业，
拥有六大食品级安全生产标准化车
间，生产柠檬酒、柠檬汁、柠檬干、柠檬
蜜饯、柠檬膏、柠檬茶和柠檬酵素等系
列产品。在万州区相关部门和白羊镇
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柠檬产品贴上了
商标、装进了礼盒，成为万州特产“C位
出道”，广受消费者青睐。

“柠檬加工成产品，会被一点儿不
剩地‘榨干’用尽，包括果皮、柠檬籽等
都有用处，将柠檬的附加值至少提升
了几倍。”郭军说，全厂生产车间同步
生产后，能实现年加工柠檬鲜果万吨
以上，年生产柠檬系列产品500吨，年
销售总额亿元以上。

互联网时代，电商是打开产品销
路的有效途径。白羊镇成立电商服务
工作小组，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协调帮
助厂房建设、提供培训服务等，使全镇
电商得到充分发展。

在耀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销售
部，订单源源不断被打印出来，一排
排、一叠叠，摆满了办公桌，北京、山
东、广东、上海……全国各地的都有。
工作人员向红忙着将订单分类，交由
其他人员进行分装、称重、打包。公司
外面，不时有物流车开来，装满一车柠
檬离去。

“我们公司每年销售柠檬 5000
吨，80%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高峰时
期一天就有1万多单，不仅销往全国，
还销往俄罗斯、东南亚等地。”耀顺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兴说，“万州
柠檬”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品牌，公司
在拼多多上的柠檬销量全国第一。

石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顶春引回
在外打工的李林返乡创业做柠檬电商，
仅4个月就收入30多万元；大悟村青年
牟聪以前在城区做汽车销售，经引导返
乡发展做电商，当年就卖了200吨；返
乡青年陈勇把柠檬销售做得风生水起，
还将电商平台开到了城区……

目前，白羊镇实现17个村、社区
电商服务站点全覆盖，全镇现有电商
40家，年销售柠檬1.3万吨，销售总额
超5000万元，惠及群众1500余户，其
中建卡贫困户450户。

下一步，白羊镇将坚定不移地按
照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思路，继续
抓好标准化果园建设、冷链仓储和加
工能力提升、品牌培育和市场拓展，在
巩固现有产业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农村
电商等新业态，实现柠檬生产、加工、
销售各环节融汇贯通，公司、合作社、
农户各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良好产业
生态。 文/夏荣伟 图/冉孟军

小柠檬做成大产业

2020 年 12 月
28 日清晨，万州区
白羊镇大湾村脱贫
户张公富一早就起
了床，拿着剪刀到柠
檬林中开始修枝。
“现在党委政府重视
发展柠檬，我们也得
到了实惠。”张公富
边忙活边说，“就是
种柠檬这一项，我一
年就有3万元收入，
脱了贫，改造了住
房，确实有搞头，日
子越过越红火。”

行走在白羊镇
的山岭田野，随处可
见大片大片的柠檬
树，绿意葱茏，成为
全镇最亮眼的底色；
勤劳的农户们穿梭
林间，施肥、除草、修
枝，忙得不亦乐乎，
让人感受到柠檬产
业发展壮大的澎湃
律动。

在脱贫攻坚战
斗中，白羊镇积极按
照“公司+合作社+
农户”的发展模式，
做大做强传统的柠
檬产业，形成了种
植、储存、加工、销售
一体化产业链，有力
推动了脱贫攻坚工
作；“万州柠檬”品牌
核准注册为中国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白羊镇荣获“重
庆柠檬之乡”“中国
柠檬第一镇”殊誉，
成为万州区产业扶
贫的一个亮点。

老百姓要脱贫致富，关键还得有产
业作支撑。万州区白羊镇是我国为数
不多的柠檬主产区之一，柠檬种植有基
础，发展柠檬产业可谓正当其时。但以
前柠檬种植户都是单家独户、单打独
斗，生产能力小，形不成规模，品质没保
障，价格不稳定，这也影响了果农的种
植积极性，不能形成良性循环。

白羊镇经过理性分析，决定把柠檬
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支柱产业，一切围
绕柠檬转、一切围绕柠檬干，采取有效措
施推进柠檬产业提质增效，引导柠檬产
业经营主体从松散型向集约型转变，消
除柠檬产业发展的“痛点”。

白羊镇专门成立柠檬产业发展办
主抓柠檬发展，引导农户从单家独户走
向规模化、标准化。镇干部率先行动，
深入到乡村院坝掀起“洗脑风暴”，引导
果农转变思想观念，将柠檬作为主业精
心管护。同时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在
村、社区探索开展以组织联盟、党员联
动、人才联育、农户联营为主要内容的

“党建+产业链”，促进党建和产业融合
发展。

“为引导柠檬产业经营主体从松散
型向集约型转变，我们推动组建柠檬专
业合作社，把分散经营的业主、大户、果
农和运销商联合起来闯市场。”白羊镇
党委书记张清华说，合作社的形式多
样，通过果树入股、土地入股、公司领
办、现金入股等形式，全镇17个村、社
区都完成了柠檬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工
作。

白羊镇清潭村岩雁窝柠檬专业合
作社让农户以柠檬树入股，全组46家
农户入股，其中贫困户6户；合作社拿
出资金，对果园进行了清理；统一采购
农资，降低了成本；统一病虫害防治，提
升了品质；统一组织技术培训，提高了
技术；统一组织销售，稳定了价格，发挥
了合作社应有的作用，避免了有名无

实、形同虚设。白羊镇积极帮助岩雁窝
柠檬专业合作社发展，推出了一系列便
民利民措施，修建了5公里生产道路，
解决运输问题；购买7000米管道，解决
灌溉问题。

“入股合作社，我这个种地为生的农
民也成了股东，不仅柠檬价格卖得好，入
社第一年就得到了1000元分红，以前真
是想都不敢想，种柠檬的积极性一下就
上来了。”清潭村10组脱贫户向家田说起
加入岩雁窝柠檬专业合作社带来的好
处，满脸笑容。他说，以前柠檬是自己
种、自己管、自己卖，因为技术不过关，品
质得不到保障，再加上量少，收购商不仅
价格压得低，有时送去还无人要，只能求
着别人买。

单干好比独木桥，合作起来力量
大。从一家一户单干到成立合作社抱
团发展，实现了土地增效、农民增收的
共赢格局。

为保证柠檬品质，白羊镇引回能人
做示范，建设标准化果园，带领其他农
户科学种植。王成云以前在深圳务工，

脱贫攻坚中，镇、村动员他加入柠檬产
业发展，带领乡亲们一起脱贫致富。他
成立了檬特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设标
准化果园，为农户做出示范，目前果园
规模已达100多亩。9户贫困户不仅跟
着王成云种柠檬，还到他的公司务工增
收。

“我跟着王成云种柠檬，今年卖了
1万多斤，价格也好，1块8一斤；有时
间还到果园务工，120元一天，中午还
管一顿饭。”魏文兴说，在大户的带动
下，他的收入有了保障，不仅日子好起
来，患有糖尿病的老婆吃药也不愁钱
了。

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白羊镇的柠
檬产业得到蓬勃发展，目前全镇发展柠
檬6.1万亩，年产柠檬5万吨，直接产值
2.5亿元，综合产值4.5亿元。

绿色转型之后，白羊镇又打造起自
己的柠檬品牌，提升影响力和竞争力，

“万州柠檬”已核准注册为中国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万州区的一张烫
金名片。

柠 檬 果 致 富 果
——“万州柠檬”助推脱贫攻坚

商品化加工线，村民正在加工销往广州的柠檬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是产业扶贫的
关键。白羊镇在发展柠檬产业的过程
中，一直注重加强利益联结，实现带贫
益贫，通过股份联结、劳务联结、服务联
结等方式，构建联结机制，带动村集体
增收、贫困户脱贫。参与的贫困户、企
业、村集体都有钱赚，共同的利益让各
方凝聚在一起，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
实现共同致富目标。

“柠檬专业合作社带来的收益，我
们将按照村集体60%、贫困户40%的
比例进行分配，建立起产业与村集体和
贫困户双赢的利益联结机制，发挥产业
带动作用，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白
羊镇石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顶春说，从
实际成效来看，建立利益联结机制，调
动各方积极性，也有利于产业发展。新
种植的柠檬树今年已经开始试挂果，明

年将正式投产，给村集体和贫困户带来
更多收益。

而在白羊镇清潭村，加入合作社的
农户不仅柠檬能卖更多钱，还有分红。

“我家种柠檬多年，都是自己种了自己
卖。没想到现在不仅柠檬能卖更多的
钱，还有合作社的分红，一年能增加几
千元收入。”白羊镇清潭村10组脱贫户
向家祥说起种柠檬带来的收益，高兴得
合不拢嘴。他说，合作社成立之初他就
尝到了甜头，自己是合作社的股东，但在
合作社务工另外有工资，对果园的杂树
杂草等进行清理，挣了2000多元。合作
社第一次分红，他得到分红款700元。

作为曾经的贫困户，白羊镇白燕村
村民熊德兰以前不知道自己怎样才能
脱贫。村里引进公司大力发展柠檬产
业，农户可以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分红

等形式获得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稳定收
益。在村干部的劝说下，她将自己家中
的土地全部流转给农业公司，还在农业
公司上班领工资，成为柠檬产业发展的
受益者，生活发生了新变化。

“现在1年的收入比过去10年还
多。”熊德兰说，以往自家6口人种田，
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现在在柠檬基
地务工，加上土地流转费和分红，一年
收入近万元。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熊德兰表示，要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
赚更多的钱。

村村有扶贫产业，户户有利益联
结。白羊镇积极落实贫困户资产收益
机制，全镇40个产业项目均完善了与
贫困户利益联结机制、签订助贫协议，
涉及385户642人；签订了股权化改革
协议，已实现分红10.36万元。

酸柠檬酿出甜日子

石龙社区村民忙着采摘柠檬

23
2021年 1月22日 星期五
责编 胡东强 刘俊颖
美编 陈文静

党员在电商中心“搭把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