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头城”披绿装“中国桑都”点睛绿色发展

北纬30度，是地球上一条神秘而又
奇特的纬线，它贯穿四大文明古
国。同样地处北纬30度附近的四川

安岳县，不仅有10万余尊“古、多、精、美”的
唐宋摩崖造像，生活在此的安岳人更是用
近百年的时间书写了一个柠檬的传奇。

93年前，安岳人邹海帆从华西协和大
学加拿大籍教授丁克森院子里，将1株从美
国带回来的尤力克柠檬苗带回安岳。这里
年平均气温17.5℃，冬无严寒、夏无酷暑、
四季分明、气候独特，非常适合柠檬生长。

到2018年，安岳柠檬种植面积达52万
亩，鲜果产量58万吨，面积、产量均占全国
80%以上，产值110.4亿元，果农总收入
58.79亿元，被农业农村部列为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和“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安
岳柠檬”品牌价值达到175.43亿元，进入地
理标志产品全国10强。柠檬已成为农民脱
贫增收的致富果、黄金果，成为“川果”金字
招牌，安岳也被誉为“中国柠檬之都”。

出口的辉煌
从转口贸易到自营出口，

一年卖出上万吨

8月25日，“秋老虎”继续发威，气温
38度。

安岳县的四川华通柠檬有限公司内
一派繁忙景象，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忙
着将刚清洗完的柠檬打包装箱。总经理
李峻峰指着外包装上的俄文说，几个小时
后，这批柠檬将随冷藏物流汽车北上满洲
里，在那里出关发往俄罗斯。“大概15天之
后，这批柠檬就能登上莫斯科的餐桌。”

目前，作为世界五大柠檬主产地之
一的安岳，主栽品种为从尤力克品种中
选育出的安岳柠檬，经中国柑桔研究所
检测并与美国加州、意大利西西里柠檬
比较，其多数指标优于美国、意大利、法
国、以色列等世界最好的柠檬。安岳柠
檬的口感和外观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在国际市场上备受青睐，早在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就有柠檬远销国外。据不完全
统计，如今每年都有超过10万吨安岳柠
檬向国外销售，销售额2亿美元以上。

但令人意外的是，过去十年，安岳几乎没
有一单真正意义上的柠檬自营出口。

“以前柠檬出口都是找中间商，做转
口贸易。”李峻峰说，国外的客户一般都
被贸易商掌握，他们很难直接接触客
源。此外，自营出口还需自己完成下单、
报关、汇款等全部贸易流程，手续繁杂。

为破解自营出口难题，华通柠檬花
重金聘请国际贸易管理人才，海外贸易
团队的年人工成本超过了60万元。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8年11月27日，第一
批自营出口安岳柠檬从泸州港口出发，
驶向新加坡。

实现首单自营出口后，华通柠檬已
经将主要精力由内销转至出口，“现在平
均每天有2个集装箱货柜发往国外。”李
峻峰表示，华通柠檬从去年10月到现在
已累计完成自营出口近2万吨柠檬。目
前，主要销往俄罗斯、西亚、东南亚等地。

今年9月，安岳将举办首届世界柠
檬产业发展大会，届时，还将邀请超过
20户境外客商参加国际采购商大会。
李峻峰说：“希望能借此机会好好展示安
岳柠檬，争取签下几个大客户。”

产业的升级
可持续发展的监管机制，

小柠檬赢得大未来

为了加快柠檬产业健康发展，安岳
县于2009年成立了全国唯一一个柠檬

产业局，下设柠檬科学技术研究所，实行
种植技术、信息统一化，让全县柠檬产量
质量齐头并进。

“出口这么多，离不开质量的保证。”
安岳县柠檬产业局局长田再泽说，国外对
进口柠檬都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安岳柠檬
都能完全满足，例如出口法国最多要检测
755项指标，出口日本最多要检测963项指
标，“安岳柠檬都是一次过关，柠檬浓缩汁
获得欧盟和美国FDA体系认证。”

如今，安岳县正逐步建立起标准化
技术、质量安全监管、检疫检测和全程质
量可追溯的质量保障体系，充分发挥县、
乡两级柠檬标准化技术推广队伍优势，
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宣传培训，推广
新型种植模式及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技
术，提升果品品质。

2018年，安岳柠檬院士（专家）工作
站成立，专门从事柠檬精准配方施肥研
究，并对柠檬轮换结果、改造老果园的进

行技术试验。同时，建立订单农业风险
基金制度，创建柠檬加工专业协会，发挥
连接生产同类产品的加工企业、农村专
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民专业种养大户的
作用，提高行业组织化程度。强化冷链、
物流设备武装，支持物流企业做大做强，
帮助解决柠檬加工企业和冷链物流企业
产品周年供应和远距离运输问题。

近年来，安岳县先后出台《柠檬苗
木培育技术规范》《安岳柠檬栽培技术规
范》《安岳柠檬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
范》等七项技术标准。“安岳柠檬”鲜果地
方标准成功升级为国家标准，不仅填补
了国家柠檬标准空白，而且将进一步增
强“安岳柠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柠檬产
业的话语权和竞争力。

据了解，目前安岳现有柠檬加工企
业27家，其中国家级重点加工龙头企业
和省级重点加工龙头企业各1家，全县
柠檬年加工能力约30万吨，实现产值30

多亿元。已经开发生产出柠檬面膜、柠
檬香精油、柠檬饮料、柠檬茶、柠檬化妆
品等18类近40个产品。

独特的柠檬宴
19年潜心研发

“添”“配”“盛”成就独特川味

在安岳，柠檬不仅可以泡着喝，还可
以炒着吃。从1996年到现在，柠檬风味菜
肴已经从仅有的一两道菜，发展到近70道
冷、热菜及糕点小吃的柠檬风味宴席，而这
一切出自于一位叫肖述明的厨师之手。

“从1996年开始研发柠檬菜品，到
现在升为安岳柠檬风味宴经历了19年
时间。”据肖述明介绍，他的父亲是川菜
第二代传人，他从小耳濡目染，对做菜有
浓厚的兴趣。在肖述明13岁时，父亲不
幸离世，为了养家，肖述明正式开始学
厨，勤奋好学的他一边学厨，一边研习父
亲留下的老菜谱。

1996年，肖述明开了一家属于自己
的饭店，想要在竞争激烈的餐饮业脱颖而
出。当时安岳县的柠檬产业已颇具规模，
外皮苦果肉酸的柠檬鲜果随处可见。原
本这两样并不相干，直到有一天，爱钻研
的肖述明突发奇想要把柠檬引上餐桌。

“刚开始在研发的时候我们只有几
个菜。”肖述明说，虽然开始菜品不多，但
在2001年参加首届东方美食国际烹饪
大赛时，柠檬菜品《红顶雪塔》首次参赛
就获金奖，给他们研发增添了许多信心。

“‘添’‘配’‘盛’，这是我总结的柠檬
入料的三种方式。”肖述明介绍说，“添”

“配”“盛”造就了柠檬宴。“添”，就是添加
柠檬汁，替代食醋调味品；“配”，就是酌
量放一些柠檬汁作配料，起到增白、去腥
的功效；“盛”，就是利用柠檬鲜果拼盘或
雕刻成盛器。

目前，安岳柠檬宴已研发菜品近70
道，面向社会推广的大概30道。其中水
晶柠檬，已经从过去的厨房加工，进入到
工厂化生产阶段。

今年9月，安岳柠檬风味宴还将在
2019（第二届）世界川菜大会上作展览
展示。肖述明表示，“希望更多人了解柠
檬美食的千般滋味，展示我们川菜的魅
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远扬 王祥龙

治蜀兴川新成就C21市州礼赞

“C”是“China”
（中国）的第一个字
母；“C”也是“川”
字的第一个拼音字
母；“C”还是“City”
（城市）的首字母。
数字“21”则代表着
四川 21 个市州，同
时寓意“21 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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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安岳柠檬 擦亮川果招牌

从“有红薯无柴煮”、贫瘠不见绿
的“ 石 头 城 ”，到 森 林 覆 盖 率
43.1%的“全国生态建设先进

县”，一代代乐至人为此付出艰辛努力。
得来不易就倍感珍惜，从 1990 年，全县
3500座山头披上“绿装”开始，乐至县历
届党委政府班子就把“绿色”作为发展的
理念之一。

特别是近年来，乐至响亮提出建设
“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通过建成
西南首个林业科技示范园、建设“中国桑
都”、提升人居环境质量、营造绿色营商
服务氛围等一系列举措，扎实用好绿色
本底，走出一条既要经济发展也要生态
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石头城”披绿
乐至有了绿色的底牌

地处涪江与沱江分水岭岭脊的乐至
县，是川中丘陵的“龟背”。因为过去缺
水少树，水土流失严重，曾被人戏称为

“石头城”，森林覆盖率一度低至1.37％。
如今已84岁的原县长王隆瑛，曾是

石头城披上“绿装”的见证者、参与者、领
导者。1959年，王隆瑛从西南农学院毕
业后，被分配到乐至工作。在工作中，他
了解到村民“有红薯无柴煮”，攀岩打柴
坠崖身亡的困境，便决定带领群众种树
造林，为3500座山头披上绿装。

1981年，王隆瑛担任乐至县副县
长，他带领群众育苗1.5万亩，还设计桤
柏混交、林草共生的森林模式，让树木适
应乐至贫瘠的土地。当年，为了攻破“光
头山”，他还想出了将马桑籽涂上猪血作
饵，引出蚂蚁将马桑籽搬进坡上的缝隙
中。一年后，马桑从撒籽发芽长成小树
苗，再渐渐长成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树，而
乐至随之逐步恢复翠绿。

1990年，王隆瑛担任乐至县长，恰

好十年，当初种下的树苗成了材，满山遍
野被翠绿的树木覆盖。全县的林草种
植，也让乐至有了绿色的底牌。

“这么多年来，历届县委政府班子很
重视绿色发展，现在城区森林覆盖率已
近50%，全县的森林覆盖率43.1%。”王
隆瑛介绍。

打造“中国桑都”
点睛县域绿色发展

2019年1月中旬，在四川省十三届
人大二次会议资阳代表团讨论会上，省
人大代表、乐至县政府服务中心主任鲍
继富提出的支持乐至做大做强蚕桑产
业，打造“中国桑都”的建议获得认可。

乐至县蚕桑业，拥有1400多年的发
展历史，可追溯到隋唐时期。气候温和、
无霜期长、土质宜种性广，为乐至蚕桑业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乐至县境内沟
壑纵横、桑林遍地，“桑海”景观独具特
色，“桑城”、“桑乐至”曾享誉全国。

“目前，乐至的桑园有12万亩，种植

面积并不是全省第一，但是我们仍然提
出打造‘中国桑都’。”8月26日，乐至县
蚕桑局副局长龚国向记者坦言，因为乐
至的蚕桑业基础雄厚，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上更具有优势。

龚国介绍，乐至从种桑养蚕、缫丝织
布，到桑葚酒、桑叶茶、叶绿素提取，再到
桑园游览，拥有蚕桑产业发展的完整体
系。此外，乐至属于浅丘地形，有利于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

目前，乐至正围绕省委培育壮大“川
桑”特色产业战略，高标准规划“一园两
带三基地”建设蚕业基地。

“15个乡镇，200个重点村形成基
地，引进先进设备，提升养殖效率。建设
桑都特色工业园区，布局桑蚕类食品、药
品、化妆品生产企业。在东山片区打造
桑都桑海，以道路为纽带，串联放生、童
家、高寺等乡镇，形成桑海旅游长廊。”龚
国说，乐至还将打造桑文化主题公园、丝

绸博览园等蚕桑文化体验旅游项目，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中国桑都”打
造，实现经济与环境的两效统一。

2018年，乐至产出蚕茧4700余吨，
和蚕桑有关的产业综合收入超过10亿
元。

绿色产业全县布局
全力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展

示范区

8月26日，乐至国家级林业科技示
范园又迎来了一个秋日，不少树木顶端
已经微微泛黄。这个建设于2013年的
林业科技示范园，也是乐至布局绿色产
业的一个缩影。

当时，乐至县着眼解决丘区发展难
题，找到森林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契
合点，与省林科院合作，在孔雀乡建设川
中林业科技示范园。2017年，这里成功
创建为西南地区首个国家级林业科技示
范园。

园区集科技创新、技术示范、产业孵
化、生态体验于一体，已经建成1万亩的
核心区，辐射2个乡镇9个行政村1.3万
名农民，实现农业总产值3.98亿元，人
均可支配收入实现2.2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
近年来，乐至以“三基地”建设为统揽，以
提高技术含量、降低资源能耗、扩大生态
效益为重点，着力构建高效、低碳、循环的
现代绿色产业体系。纺织鞋服产业园建
设，乐至与四川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大
气所合作，为鞋企开展VOCS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固废、废水等处理设施也将逐步
跟上。此外，乐至近期引进的杭萧钢构
等，也属于低能耗、低污染的企业。

绿色产业发展只是乐至用好绿色本
底的一环。以“绿色”为底色的乐至，在
绿色城乡环境、绿色营商服务方面，步履
也始终铿锵。奋斗70年，如今的乐至在
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中，将利用好成渝黄
金分割点、成都“东进”第一站的优势区
位，全力建设成渝中部绿色发展示范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 陈远扬

【安岳】

【乐至】

安岳魅力柠海生态景区。

加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在分拣柠檬。 柠檬快速分拣传送带。

乐至着力打造“中国桑都”。

乐至县蟠龙湖生态旅游区。首批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乐至县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