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杨梅之乡”、“中国茯苓之乡”、
“南方核桃之乡” ……山清水秀的靖州，有
一串闪光的名片。

杨梅、茯苓、山核桃，俗称“靖州三宝”。
杨梅誉满全国，素有“江南第一梅”之称，年
产鲜果位居中南五省第一；年集散茯苓 7.8
万吨，占全国 70%，出口占全国三分之二；
山核桃种植面积居湖南第一，是“国家山核
桃栽培与综合加工示范区”。

“如何充分利用资源优势，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成为靖州发展县域经济、推
动精准扶贫的大课题。 ”县委副书记、县长
田连钊说，坚持优势优先发展、特色特殊发
展， 让特色产业主动扛起靖州产业振兴的
使命，致力赶超发展。

好风凭借力。发展特色产业，离不开政
府的强力推动尤其是政策的精准扶持。

近年来，靖州按照“发展特色经济，建
设幸福靖州”的工作主题，把茯苓、杨梅、山
核桃三大特色产业建设作为亮点工程来
抓，出台了《靖州茯苓、杨梅、山核桃产业发
展实施办法》，启动每年整合 2000 万元扶
持资金的特色产业基地建设“五年行动计
划”，着力打造特色靖州品牌。

同时，按照“保价格、拓市场、稳面积、
扩基地、做品牌、强公司”的思路，整合资
金，强化科技支撑。 积极培植营销大户，扶
持龙头公司和新型合作组织， 构建销售网
络，着力解决营销问题。 加大生产标准化、
规模化基地建设，“靖州三宝” 产业基地规

模逐年递增。
目前，全县形成了以坳上、艮山口、江

东为中心的杨梅产业核心区；以横江桥、新
厂、大堡子为中心的山核桃产业核心区；以
太阳坪、排牙山为中心的茯苓产业核心区。

政策给力，产业提升。 自此，茯苓、杨
梅、山核桃焕发出勃勃生机，“靖州三宝”产
业发展一路高歌，风生水起。

“过去，一年的杨梅只能换几个‘油盐
钱’。 ”梅农周宗明说，以前起早摸黑，挑着
箩筐上街兜售，价格低还卖不掉。 现在，通
过多渠道营销，尤其是举办杨梅文化节，杨
梅不仅不愁卖，价格也一路看涨，梅农的日

子越过越有奔头。
以特色产业为媒介，丰富发展新内涵。

靖州探索“五位一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模
式，即“加工园区 +种养基地 + 科研中心 +
现代物流 +文化旅游”。把产业及产业园区
发展作为第一主战场，按照“一区三园”发
展模式，建设一个工业集中区，包括茯苓科
技产业园区、杨梅生态产业园区、甘太综合
加工园区三大特色园区， 对特色农产品精
深加工。

近 3 年， 园区累计投资 6.48 亿元，开
工建设面积 1000 亩， 三大产业年产值分
别达到了 12亿元、8.3亿元和 4.5亿元。

今年 6 月，靖州茯苓专业协会会长王
先有通过微信联系南非的茯苓种植户，询
问茯苓生长情况。 自 2015 年靖州茯苓纯
菌丝种首次走出国门落根非洲，如今已在
非洲 2 个国家大面积种植，预计今年鲜茯
苓年产量超过 1万吨。

2015 年，福建药材种植商选中茯苓
纯菌丝种“湘靖 28 号”，漂洋过海

带到了非洲。“湘靖 28号”由王
先有牵头研发，曾搭载神舟十
号进行太空育种， 原本生长
期为 1 年的靖州茯苓在非
洲 9 个月就能成熟采挖。
试种当年，靖州茯苓在马
达加斯加大获成功。去年，

靖州茯苓又被推广至南非。
科技助力，创新驱动，靖

州特色产业发展步履坚实。
该县重点实施茯苓菌种选

育、 茯苓种植 GAP基地认证、茯
苓 GMP 规范性生产、 茯苓系列产品

研发、杨梅保鲜技术、山核桃早实丰产技
术、杨梅果酒发酵技术等 10 项科研项目。
“茯苓栽培加工技术与产业化” 获得湖南
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山核桃嫁接提早挂果

技术为全国首创。 航空茯苓、航空杨梅的
选育和试验项目进展顺利。

同时， 把种植加工技术做成标准，制
定发布湖南省杨梅系列地方标准 3项。 靖
州木洞杨梅品种选育与推广获湖南省科
技进步二等奖和怀化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把杨梅从山头搬到平地，还让它们住
进大棚。 很多种了多年杨梅的老农听了以
后，都很怀疑：这能成功吗?该县杨梅种植
大户吴长春做到了。

吴长春在后山溪种植的 10 亩大棚杨
梅，最高时卖到 120元每公斤。“住进大棚
以后，雨水淋不到，杨梅甜度很高。 别人种
杨梅都是以丰产为目的，我的杨梅走的是
精品路线。 ”吴长春说，他的杨梅还经常坐
飞机，飞往北京、上海等地。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中国茯苓科技产业园内，异溪食品公

司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这家原本
生产传统糕点的企业，进入园
区后，与科研机构合作，将当
地特色农产品———茯苓融入
传统糕点， 深受消费者青睐，
产品供不应求。董事长颜树德
说， 公司力争今年销售额

2000万元，2019年达到 5000 万元， 用 3
年时间覆盖周边地区流通市场。

据了解，中国茯苓科技产业园正在建
设全国最大的茯苓交易中心、茯苓万吨中
药饮片厂、茯苓科技研发推广中心等重点
项目。 湖南一品东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饮料生产初加工、 植物提取深加工，
打造了一条从中级到高级的完整产品生
产线。 湖南补天药业，从茯苓菌种培养、茯
苓规范化种植，到茯苓饮片加工、口服液
胶囊生产， 公司已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
链。 2017年 2月，靖州茯苓顺利获得国家
级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靖州获得国家级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

在杨梅生态博物馆内的湘百仕酒业
有限公司， 一条条杨梅酒生产线有序运
转。 公司董事长陈万能介绍，2014 年，公
司启动扩产，现已达产。 扩产前，产能是

120 吨 600 万元产值， 现已经达到
3000吨 1.2亿元产值。 扩产前，收购
农民杨梅 200 吨， 现在可达 1200
吨， 如果全部达产后可收购杨梅
6000吨。

今年杨梅节期间， 该县后
山溪杨梅观光产业园， 一拨又
一拨游客上山品梅，满载而归。

2014 年前，靖州杨梅虽小
有名气，但市场占有率不高。近
年来，靖州着力擦亮产品品牌，
“靖州杨梅”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在国家工商总局正式注册。“成
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后， 靖州
杨梅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价格
‘噌噌’往上涨。”杨梅种植大户
吴长春说。

叫好又叫座，品质是关键。
为指导本土杨梅提升品质，靖
州制定杨梅生产系列地方标
准， 普及标准化种植， 不打农
药，不施化肥，采取物理办法防
治病虫害，保证杨梅无毒、无残
留、 无污染。 积极引导龙头企
业、 专业合作组织打造农产品
区域品牌， 创建中国驰名商标
和省级品牌、商标、地理标识等 13个。“靖州
茯苓”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靖
州杨梅”获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
证。 今年，靖州杨梅、茯苓、山核桃被评为国
家级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靖州获得国家级
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示范区，靖州还获批国
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产品
品种为茯苓。

丰富业态，效应倍增。 靖州探索出“加工
园区 + 种养基地 + 科研中心 + 现代物流 +
文化旅游”五位一体现代农业新业态，实现
产业融合，农民增收致富。 杨梅生态产业园
建设 20家杨梅冷链物流企业，5大杨梅产业
基地，6 个杨梅酒庄，10 个杨梅特色村寨，
100个杨梅农家客栈。产业园按国家“5A”级
景区标准规划，建成集产业园、观光园、博物
园、文化园、植物园于一体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

特色产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商贸物流业。
商业业态不断丰富，专业商场、专业店、专卖
店、超市、餐饮网点、宾馆酒店、快递配送等
产业愈发兴旺。物流企业纷纷进驻靖州。“顺
丰速运”、“德邦物流”相继落户，包装、印刷、
冰袋、冷链等产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农”头变“龙”头，特色产业鼓起了农民
的“钱袋子”。

“产业发展，群众受益。 ”坳上镇响水村
贫困户周宗柱开心地说，快速发展的特色产
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绿色银行”。 自县里
举办杨梅节以来， 周宗柱就开起了农家乐，
生意红红火火。 现在家里有了 10 个接待床
位，能招待 10 桌客人用餐，每天宾朋满座。
“现在生意这么好， 脱贫没问题， 致富有希
望。 ”周宗柱满怀信心地说。

藕团新街山核桃专业合作社 5400 亩核
桃林帮村里的贫困户“网”住了财富，“兜”住
了幸福。 新街村共 262 户，种植山核桃户占
80%。按市场价每斤核桃 7元计算，预计今年
每户种植户收入上万元。 全县核桃种植面积
达到 6.2 万亩，总产量 4.6 万吨，实现核桃产
业综合产值超亿元。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脱贫攻坚不断提
速。

该县积极推进“四跟四走”精准扶贫示范
区创建，搭建贫困户产业发展平台，创新龙头
企业、 专业合作组织和农村致富带头人与贫
困户的联结共享机制， 把发展特色产业作为
脱贫攻坚的突破口，走“造血式扶贫”路子。

目前， 全县杨梅产业带动贫困群众 1.1
万人，茯苓产业带动 1.2 万人，山核桃产业带
动 9200 人， 人均分别增收 3600 元、1.2 万
元、3200 元。 通过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扶贫，
到去年底， 全县减少贫困人口 24887 人，贫
困发生率降至 9.2%。

迎风展翅腾空起，乘势跨越上青云。 跨
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 发展特色经济，建
设幸福靖州， 靖州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道路上阔步前行，前
景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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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富民天地宽
走进靖州， 瓜果飘香，风

景如画。
收获的季节， 喜事连连。

前不久,从农业部、财政部传
来喜讯，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现代农业产业园成功创建国
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将获得中
央财政 1 亿元奖补资金。 这
是靖州立足科学发展、围绕本
地资源优势、打造特色产业取
得的又一重要突破。

“特色就是优势，就是竞
争力。”县委书记张远松说，靖
州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国
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全省特
色县域经济重点县政策扶持
为契机，按照绿色化、规模化、
标准化理念，集中精力做大做
强做优以茯苓、杨梅、山核桃
为主的特色产业，围绕特色做
文章，突出优势谋发展。

念好“山字经”,种好“摇
钱树”,舞动产业链 ，描绘现
代农业发展新蓝图, 靖州特
色产业发展步入了“新时代”。

王纯一 龙星

茯苓科技产业园 刘刚 摄

生态靖州 刘刚 摄

一年一度的杨梅节。

喜采杨梅 邱海波 摄

靖州山
核桃油生产
车间。

靖州茯苓年交易量占全国总
交易量的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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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推动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纪实

科技兴农添活力创新驱动

政策扶持强基础立足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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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