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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永兴镇：
爱心李等你摘

盛夏时节，江津区永兴镇毗罗村260多亩李子
园中硕果累累，今年的产量可达20万斤。

这片果林由脱贫户参与管理，杂草靠人工清理，
并在林中散养鸭鹅觅食害虫，保证果实的原生态。
该李子园可观光采摘，可吃农家饭，可购买绿色农家
土货，可垂钓清水鱼，是周末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李子园品种丰富，入园采摘价格为：蜂糖李20
元/斤、仙桃李15元/斤、布朗李10元/斤、青脆李8
元/斤。另外，果园还可提供快递服务。

联系人：周先生；电话：13883134118
江津融媒体中心 曹成

奉节五马镇：
700亩脆李成熟

眼下，正值脆李成熟上市时节，奉节县五马镇安
静村700亩脆李成熟，果农们正忙着采摘。

五马镇安静村脆李种植基地海拔较高，日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脆李品种有凤凰李和蜂糖李两
种，采用有机方式种植，不施化肥，不打农药，除草、
疏果全靠人工精心打理。脆李糖分积累多，口感清
脆甘甜。采摘及订购价格为30—40元一斤，批发价
格为18元一斤。

联系人：熊雪琳；电话：16602365258
奉节融媒体中心 周海媚

万盛兴隆村：
百亩雪梨已飘香

近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兴隆村雷峰垭家庭农
场的百亩雪梨进入成熟期，欢迎广大市民前来采摘。

雷峰垭家庭农场栽种了六月雪梨、圆黄梨、黄金
梨等品种，采用“草、畜、果”生态循环模式，雪梨皮薄
汁多、脆甜化渣、香酥爽口。梨子采摘期将持续至8
月底，采摘价格为每斤6元。

联系人：犹绍华；电话：13436138108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梁平：
打造精品老鹰茶古树基地

梁平区铁门乡天然生长的老鹰茶树林连绵成
片，有300余亩，茶树平均直径达20厘米，其中百年
以上的古树有100多株。利用这一资源优势，当地
近日联合市林业局召开专题研究，决定打造精品老
鹰茶古树基地，并作为乡村振兴重点产业发展。

老鹰茶树树龄越长，茶叶品质越高，但茶树生长
极为缓慢，直径20厘米的茶树生长时间往往在40
年以上。铁门乡的大古树与大片老树林是非常珍稀
的资源。当地老鹰茶发展具有一定产业基础，有完
整的制作、销售产业链条，今年产出茶叶1500多公
斤，收益达30余万元。

由于老鹰茶树林处于半野生状态，施肥和病虫
害防治等比较困难，鲜叶产量低，采摘成本高，同时
存在制茶技术有待提升，尚未形成品牌，缺乏育苗技
术等问题。

市林业局作为铁门乡乡村振兴帮扶联系单位，
多次到铁门乡调研，接下来该局将会持续给予政策
和技术支持，帮助铁门乡老鹰茶产业发展壮大，打造
精品老鹰茶古树基地。

梁平融媒体中心 石楚园

铜梁：
线上线下发力助庆隆梨销售

铜梁区庆隆镇的梨子喜获丰收，今年产量预计
在40万斤以上。当地通过线上线下各种方式齐发
力，为这些优质梨子找买家，帮助梨农销售。

庆隆镇是我市梨子主产镇，庆隆梨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认证。目前，该镇种植面积达6000亩，集中
成片的有2000多亩。

线上销售方面，庆隆镇与超联超市达成合作协
议，由超联超市现场抖音直播带货，并通过抖音小视
频及微信公众号进行推广。当地还与邮政公司、供
销联社、易田电商等平台合作，利用这些平台的资
源、物流，帮助梨农销售。

线下销售方面，庆隆镇积极联系大型水果批发
商、超市等，与梨树种植大户进行对接。此外，当地
还统一印制了“庆隆梨”“庆隆火龙果”等水果的外包
装，既壮大了辖区水果的品牌，又形成了规模化效
应，有效地助推了全镇果蔬产业的良性发展。

铜梁融媒体中心 陈刚

合川：
立案查处两起非法采砂案件

近日，合川区对两起未办理采砂许可证擅自采
砂出售行为进行立案查处。

6月7日，合川区水利局执法人员在开展执法巡
查时，发现嘉陵江合川钱塘水域米口村河滩存在非
法旱采连砂石行为，随即联合公安执法人员对该行
为进行立案调查。

经查，米口村村民李某在未办理河道采砂许可
证的情况下，组织人员在嘉陵江钱塘水域米口村河
滩旱采连砂石。此外，执法人员还查到另一村民颜
某也在非法采砂。

执法部门对颜某、李某未办理采砂许可证擅自
采砂出售的行为作出如下处罚：罚款20万元，并没
收违法所得货款及用于违法行为的工具。

合川融媒体中心 周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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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的李子市场，贵州蜂糖李可谓
销售火爆。在某外卖平台上搜索“蜂糖李”，
每斤售价高达40-50元。反观我市的李子，
价格只要10-20元一斤。

蜂糖李缘何成了“疯狂李”？记者发现，
其可滴定酸含量在0.7%左右，这使它吃起来

“甜如蜜”，此为口感优势；同时，与普通李子树
相比，蜂糖李的挂果量较少，正宗的蜂糖李还
是得10年以上的老树，因此“物以稀为贵”；此
外，蜂糖李还迎合了重庆早熟李和中熟李上
市的空档期。近段时间重庆的天公不作美，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产李子的销量，因此蜂
糖李更加“奇货可居”，价格自然较高。

李子市场的激烈争夺，也是市场供求关
系的直观体现。近年来，我市的李子种植面
积增长较快，一方面有政策引导的作用，另
一方面也反映出不少农民的“跟风”行为。

渝北区统景镇印盒村原本有不少桃子、
翠冠梨，但前几年歪嘴李火了之后，许多村
民都改种了李子，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内
卷”。由这种“跟风”造成的供求关系变化，
在这些年的农产品市场中屡见不鲜。

从当前形势来看，李子市场的激烈争夺
战还将在今后几年里成为主旋律。我们应
如何应对呢？

一是打好“品种牌”。一方面要在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中继续强化政策的引导作用，
引导村民有序种植，即使要扩大种植面积，
也应尽量选择优质及适应当地种植的品种，
最小程度减少同质化竞争。另一方面，应吸
取这次遭遇暴雨天气的教训，不断改良品
种，想方设法使地产李子的上市期提前或延
后，避免与梅雨时节“正面交锋”。此外，加
大设施投入力度，建设智能化大棚，让其为
李子遮风挡雨。

二是打好“科技牌”。像贵州一样，对李
子基地实施深翻改土、重施基肥、合理剪枝、
肥水管理、绿色防控等技术，提高亩产量，提
升良果率。同时，建设标准化生产示范基
地，打造标准化生产样本，让农户有样本可
学，有技术可复制，全面提升李子栽培科技
水平，提升李子品质。

三是打好“物流牌”。在智慧农业风起
云涌的当下，应尽力实现基础数据采集线
上化，形成产品销售、供应链服务、行政管
理等为一体的数字化管理模式。同时与各
大物流和快递企业合作建设李子专业销售
体系，提高物流效率，降低物流成本，使李
子能够在 24 小时内到达国内各大城市的
消费者手中。

应对市场挑战可打“三张牌”

□本报记者 颜安 赵伟平

7月14日，巫山。一场针对巫山脆李裂
果问题的专题研讨会，正在这个李子大县举
行。

李子是目前我市仅次于柑橘的第二大
水果产业，全市种植面积143.9万亩，跻身全
国李子产区前三甲，已投产87万亩，年产量
约68.8万吨，在脱贫攻坚、助农增收中起到
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但今年，脆李上市销售的旺季遭遇暴
雨，暴雨打落了不少果子，李子裂果现象较
为突出，影响了产量，果农们损失不小。另
一方面，贵州蜂糖李大举进攻重庆市场，尽
管售价高达每斤数十元，却依然受到市民追
捧。因此，市农业农村委赶紧派出工作组，
前往李子大县（区）进行调研，制定应对之
策。

内外夹攻下，重庆李子如何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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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县城一脆李销售商在分装脆李。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视觉重庆

▲

渝北区统景镇裕华村，村民们将采收
的李子运往收购点。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今年 李 子 裂 果 落 果 严 重 ，果 农 损
失不小。 记者 赵伟平 摄/视觉重庆

这个夏天不够“火”
各地果农都喊“冷”

7月15日上午，“中华名果”巫山脆李的
发源地、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天空放晴，在
阳光的照耀下，满目葱茏的李子树亭亭玉
立，精神抖擞。

一早，果农张科珍便带着草帽在李子树
下忙碌，但与过去喜迎丰收的心情不一样的
是，今年她是忍痛把树上的李子一个个打
掉。“要是裂果不处理烂在树上，好果子也要
跟着遭殃。”望着满地的落果和树上的裂果，
张科珍心痛不已，“只有认命了噻。”

张科珍种脆李已有几年时间，种植面积
逐渐扩大到了12亩，今年果树全部投产，正
常情况下能赚20多万元，不曾想遇到了连
续暴雨：“好在儿子张远林回来帮忙摘了几
千斤卖了点钱，不然连种植成本都不够。”

“遇冷”的当然不止巫山一地。7月中
旬，尽管自家歪嘴李已经销售完毕，但渝北
果农沈朝文却高兴不起来。“价格不好呗！”
他叹口气说。

66岁的沈朝文家住渝北区统景镇印盒
村，种植歪嘴李已有30多年。“印盒李花节
刚开始举办的时候，一斤李子能卖到8-10
元，一亩地能卖一万多元。”他告诉记者，因
为李子收成好，自己把在外打工的儿子和儿
媳都喊了回来，一起发展。

一个月前，沈朝文眼见家里的李子挂满
了枝头，心想着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谁想几
场雨一下，李子散落一地，再加上市场行情不
佳，每亩只能卖3000多元，让沈朝文很失望。

一场天灾，除了果农“受伤”严重外，捆
绑在李子产业链上的各类经营主体也备受
打击，28岁的经销商陈敏便是其中之一。

陈敏老家在巫山县曲尺乡月明村，
2018年看到家乡种脆李很赚钱，他便带着
积蓄回乡创办了电商公司，在线上销售巫
山脆李。顺风顺水地做了两三年后，今年
形势急转直下：“从早到晚一直泡在村里，
一天也收不到100斤李子。”

来自重庆中心城区的杨成松做巫山脆
李销售已经有几年时间。今年7月1日，巫
山脆李开售后，他就准备住在当地农户家
收李子，但由于脆李受灾而扑空。他不得
不转移战场，转而做起贵州蜂糖李的生意。

暴雨影响收成
市场竞争激烈

“脆李遇‘冷’，根本在于雨水过多。”市
农技总站副站长、研究员熊伟分析，重庆的
早熟李子主要集中在6月底7月初上市，今
年的梅雨季刚好和早熟李子的成熟期撞车，
一周多的大暴雨，让李子因雨水过多出现了
裂果和落果。

今年巫山脆李原本预计产量为11万
吨、产值约16亿元，但受暴雨天气影响，截
至7月9日全县脆李受灾面积达8.23万亩，
裂果近5万吨，按产地销售均价测算损失达
5.12亿元。

连日来，记者在我市各区县调查发现，
全市早中熟李子都有不同程度受灾，其中集
中了全市李子种植60%的三峡库区受灾较
为严重。“不光是天气原因，还与品种结构有
关。”熊伟认为，目前我市早中晚熟李子的面
积比为5:4:1，早熟李较多，易与梅雨季节

“撞车”，因此受影响较重。
“此外，基础设施配套也不完善，气象预

警分析机制还有待提高，科学栽培技术还有
待进一步提升。”他表示，重庆李子因大多种
在山地，遮阳、避雨设施投入成本高，不少种
植户又以个体经营为主，农业基础设施配套
不完善，抗天灾的能力弱。

在渝北统景镇，歪嘴李种植面积达到
1.35万亩，总产量8100吨，但今年的均价只
有3元，这让村里不少果农向印盒村党总支
书记周恒举抱怨。

“我也没法啊，这是天气的原因，而且我
们的上市时间还早一点，你们不看看这一季
的中熟脆李，比我们损失还要惨重。”周恒举
的语气中充满无奈，梅雨天气是造成李子减
产的重要原因，而降价的关键原因则在于同
质化严重，市场竞争激烈。

“就拿渝北来说吧，前几年我们这里是
李子市场的‘独苗苗’，李子卖火了后，不少
镇村都跟着种，自然造成了市场的饱和。”他
分析到。

贵州蜂糖李的大量入渝，让本就饱和的
市场更加拥挤。往年，歪嘴李成熟时，村里
总有十几个贵州经销商到处收购，但今年只
来了3个，周恒举问明原因，才知是“其他人
都去收购蜂糖李了”。

为了让村民们的李子有更多的出路，印
盒村也想过不少办法，比如说加工成李子
酒、李子干等产品，甚至尝试过以李子为食
材做成李子鸡、糖醋拉丝李等菜品，但均告
失败。

调整结构科学栽种
让李子成为“好礼”

针对天灾带来的影响，目前巫山保险公
司一方面正有序开展现场定损和后期的理
赔工作，还通过“政府出资+农户自筹”的方
式，为晚熟脆李购买保险。

同时，启动收购裂果残次果。截至目
前，巫山已设置4个收购点，收购52吨裂果
残次果，并对接山东烟台美峪葡萄酒公司，
承接1000吨的加工量，目前已组织2车48
吨到该厂去生产脆李白兰地。此外，当地还
邀请全国各地的专家启动脆李防裂果技术
研究，以保障中晚熟李的正常采收。

“这次天灾，对我们来说敲响了加快品
种结构调整和加快推广科学栽种技术的警
钟。”熊伟解释说，为了减少梅雨季对重庆李
子产业的影响，从2014年以来，重庆利用分
子辅助育种技术，培育了11个优良的地方
李子品种，包括从6月底七月初上市的早熟
歪嘴李到9月底上市的南川金山晚熟李，成
熟期从过去的50多天延长至70天，品种也
从过去的早熟李为主，到早中晚李子的结构
比调整为5:4:1。

他认为，我市去早熟李子存量的任务还
比较重，为有效控制早熟李子的成熟期，除
了加强李子品种的调整外，还要加强品种地
域的调整。一方面，将李子的种植范围适度
向北推移，让李子成熟期晚于梅雨期。同时
加强高产高糖品种栽培技术的攻关，实现李
子栽培向高山栽培，从而错过梅雨季。

“3月扬花时遇到霜冻，7月成熟时又遇
到暴雨，无疑是对我们基础设施投入不足的
直观反映。”市果品行业协会秘书长赵秀容
表示，如果能够覆盖大棚，因天气带来的损
失就会大幅减少，也能较大程度保证果农的
利益。

但这样的大棚，价格并不便宜，少则每个
投入几千元，高则要数万元，大多数村民很难
承受。赵秀容建议，政府应设置专项智能化
防雨防冻大棚补助，加强基础设施投入。

另一方面，赵秀容也注意到，目前全国
水果产业中柑橘占60%，桃子占6%左右，李
子不到4%，剩下的30%由其他水果占据。
纵观整个水果市场来看，李子还有不少市场
潜力可以开掘，因此李子正处于品种结构调
整的黄金期。

“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抓住这个机遇，通
过品种改良、加强气象预警、精深加工等手
段，让李子在乡村振兴中继续助农增收。”赵
秀容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