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原鲜花也是云南特色产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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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指出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大

任务。 要围绕立足新发展

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 、

构建新发展格局带来的

新形势、 提出的新要求 ，

坚持把解决好 “三农 ”问

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

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乡村振兴道路，持续缩小

城乡区域发展差距 ，让低

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

共享发展成果，在现代化

进程中不掉队、 赶上来 。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深度 、广度 、难度都不

亚于脱贫攻坚，要完善政

策体系 、工作体系 、制度

体系， 以更有力的举措 、

汇聚更强大的力量 ，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 ，促

进农业高质高效 、乡村宜

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

要求是实现产业兴旺 、生

态宜居 、乡风文明 、治理

有效、生活富裕。 其中,产

业兴旺是基础。乡村振兴,

?键是产业要振兴。 产业

振兴的主体是农业现代

化。 农业现代化只依赖资

金投入和组织本地农民

规模生产是不够的 ，还需

要企业家精神、供应链体

系、统一的市场和区域发

展规划，需要结合乡村自然地理禀赋，

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要素资源合理配置

的能力。

观察沪滇扶贫协作过程， 可以看

到上海不仅是在“输血”，而且为当地

发展“调理血脉”。 投入资金和基础设

施建设之外，为特定区域、特定产业进

行精细化的资源配置。 协调发挥积极

有为政府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这

本来就是上海的长处， 也是西部乡村

所亟需的。对西部地区而言，通过配置

资源，上海给予了产业种子，同时改善

了产业的生长环境， 传授了培育的经

验和思维。

上海为西部地区引来了企业家和

经营者。这些企业不尽是上海的企业，

但是最符合西部的自然禀赋条件，是

在某一领域最具有现代市场意识的。

这些企业家吃不惯当地的花椒蘸水，

吃不惯当地的苞谷米酒， 但是他们看

好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区域市场前景。

他们熟悉各自领域最新的市场情况，

带来了最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效率至上

的运营观念。

上海引入了以水果分选为代表的

供应链企业。 上海没有局限在生产性

环节上。农业现代化需要供应链管理，

需要生产性服务业， 需要一根充分拉

长的产业链以及产业链中全面细分的

多种角色。 经过针对性地拉长产业链

环节， 农产品的价值被充分挖掘提高

了，对接市场的渠道更加稳固，乡村产

业更加茁壮， 并大大增加了乡村产业

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沪滇扶贫协作成效显著
自中央确定上海市对口帮扶云

南省以来 ， 上海市委 、 市政府把帮
扶云南作为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分内
工作来抓 ， 倾注真情实意 ， 投入真
金白银 ， 坚持真抓实干 ， 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帮扶协作 ， 150 余万人从
援建项目中受益实现脱贫 ， 有效助
推了云南脱贫攻坚进程 ， 20 年援
滇帮扶和 5 年携手攻坚取得了显著
成效 。

多年来， 上海坚持 “中央要求、

云南所需、 上海所能”， 贯彻 “民生
为本 、 产业为重 、 规划为先 、 人才
为要 ” 的帮扶方针 ， 持续帮助云南

改善基本生产 、 基本生活 、 基本教
育和基本医疗卫生条件 ， 推进对口
帮扶合作取得重大成效 ， 有力助推
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 贫困地区群
众脱贫致富 、 民族团结进步和边疆
繁荣稳定。

云南省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
础， 研究出台一批产业扶持政策， 沪
滇积极推进 “沪企入滇” 工程， 上海
一批知名企业、 商会纷纷到云南投资
兴业。

“十三五 ” 以来 ， 上海引导企
业 332 家在滇投入产业合作资金共
96.52 ?元 ， 带动云南省贫困人口

7.92 万人， 其中， 通过吸纳就业帮
助贫困人口脱贫 1.03 万人 ， 通过
利益联结机制带动贫困人口 6.87

万人 。 在云南省 “沪企入滇 ” 工程
推动下， 上海复星集团、 绿地集团、

新沪商联合会等 133 家知名企业 、

商会到云南投资兴业 ， 实际到位资
金 46.57 ?元。 上海蔬菜集团、 上
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在云南 11 个
州市建成 18 个蔬菜产销对接基地 、

3 个市外蔬菜主供应基地， 云南省成
为了上海市农产品的重要来源地之
一。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供）

记者手记

姚安县高端水果种植基地培

育了 18 种质优价高的热带水果。

果农正在为石榴进行套袋。

种植户正在采摘大樱桃。

水果分选流水线适用于石

榴、 柑橘等多个品种。

编者按 本报今天推出 “奋斗百年路 启航
新征程·脱贫攻坚答卷 ” 报道 ， 聚焦

上海对口帮扶云南的累累硕果 ， 展现精准援滇的
“上海答卷”。

一条石榴分选流水线，1 秒钟拍摄 280 张照片， 无损测糖，

将云南特产软籽石榴细分至 28 个级别，最快 36 个小时送达消
费者手中，为各种植户年增收 10 万元不等。 这是沪滇扶贫协作
瞄准如何连接市场、变“输血”为“造血”的一个典型案例。

在传统的扶贫叙事中，人们往往聚焦于东西部的两个端点。

在西部，通过资本投入，将农民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纳入产业；在
东部，通过购销订单等形式消纳产出的产品，提供市场。 这是最
实在的真金白银，也是最直观的扶贫成果。 但现实中的产业扶贫
并非一条简单的直线。 一方面，受制于运输成本和消费习惯，很
多农产品只能辐射就近的区域性市场。 另一方面，农产品进入市
场的过程中存在风险，缺乏市场意识的生产者不善于规避。 这些
问题是短期投入和包销包购所不能完全解决的。

近日，记者走访了云南昆明、曲靖、楚雄多地。 在过去多年的
沪滇扶贫协作中，上海充分发挥商业发达城市的优势，瞄准贫困
地区农产品产业链上的薄弱环节， 引进供应链管理企业和农产
品交易服务，架起了农产品通往市场的桥梁。 上海输出的不仅有
真情实意，还有市场规律和市场意识。

石榴分选车间传送带俯瞰。 （均受访者供图）

脱贫攻坚答卷

细分至28级的云南石榴背后，是精准援滇“上海答卷”
本报记者 沈竹士

有分选，价乃高

吴智， 来自于浙江省台州市， 那
是个盛产柑橘的地方。 他在上海的商
场历练多年， 尤其在水果供应链管理
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 上海市嘉定区
对口帮扶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
县期间 ， 他代表上海企业入滇 ， 同
时， 带来了目前云南省内唯一的国内
最先进的水果智能分选流水线。

姚安是云南软籽石榴的重要产
区。 由于高原光照强烈， 水土适宜，

姚安石榴的甜度最高可以超过 20

（普通柑橘的甜度多在 8-13 范围内，

常见水果的甜度上限很难逾越 20）。

因此， 很多扶贫项目都会选择种植石
榴作为发展方向。 那么， 一条水果分
拣流水线能为姚安带来什么？

有分选， 价乃高。

一选外观。 每颗石榴先经称重，

随后进入核心检测单? ， 在果杯上

360 度不停旋转， 12 台高速摄像机从
不同角度拍摄 ， 1 秒内就可以拍摄

280 张照片。 照片传输到主机房， 由
计算机进行分析， 并与先期采集的姚
安及周边数以万计的石榴果体信息进
行比对。 由此， 对石榴的大小、 完整
程度、 光滑程度作出评判。

二选甜度 。 检测单?依靠光谱
探测相关原理 ， 不需破皮 ， 用红外
线无损检测石榴的酸甜度以及内部
品质。

三是精选。 流水线的核心优势之
一就是数据精度。 一般分选系统检测
甜度的误差在 1-1.5 之间， 而这套设
备误差仅为 0.5， 这是一个在口感上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精度。 此外， 它
对暗伤瑕疵的检测也十分精确。 石榴
从田间运到分选车间 ， 难免挤压受
伤， 有些伤痕肉眼难辨， 但是经过长
途运输就容易烂。

经过层层严格筛选 ， 姚安石榴
被分为 A、 B、 C、 D 等 4 个级别 28

个子级别， 按照不同渠道需求发货，

精准匹配不同层次的消费市场 ， 最
好的果子发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

利润最大化 。 优选的 3 公斤礼盒装
软籽石榴批发价在 80 ?左右， 零售
价则在 120-150 ? 。 吴智所在的云
上优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中通云
仓 、 阿里巴巴数字农业等渠道商的

合作基地 ， 分选车间与冷库配套 ， 全
程冷链发货， 最快 36 小时就能出现在
销售终端消费者的手上。

对于本地农民 ， 分选车间不收费
用， 反而提高了石榴的收购价。 对大多
数种植户而言， 平均每公斤可以多赚 2

?。 姚安县白龙寺村的种植户高丛华种
了 60 多亩石榴， 亩产 1 吨左右， 分选
之后一年可以增收约 12 万?。 自从流
水线投入使用以来， 每天来交售石榴的
果农络绎不绝， 除了姚安本土的， 也有
附近大姚、 南华、 永仁、 禄丰等县的种
植户慕名而来。 流水线可通用于多种水
果， 软籽石榴采摘季节结束后， 周边县
市种植橙子、 沃柑的农户也把水果送来
分选。

“云上优品” 去年 4 ?成立， 9 ?
投入运营 ， 已经形成了集分选加工运
输为一体的软籽石榴配套物流中心 。

目前 ， 流水线每天可分选约 100 吨石
榴。 按一个完整的石榴采摘季节计算，

总吞吐量可达近 4000 吨 。 吴智估计 ，

2021 年整个产区的分选量可望达到 2

万吨。

“倒逼”农户按市场标准种植

山里的农民祖祖辈辈只是种些洋
芋 、 苞谷 ， 卖不了几个钱 。 当谈起石
榴、 车厘子等水果的价钱时， 他们不自
觉地放慢语速， 他们要把那个数字重复
一遍， 那是感叹的意思， 那确实是令人
眼热的了不得的事情， 是一座新发现的
陌生的金山。

金鑫是姚安县第一个种植软籽石
榴的人， 5 年过去了， 如今他拥有 500

亩石榴树 。 目前 ， 软籽石榴种植已经
成为姚安县的四大主导产业之一 ， 种
植面积超过 2 万亩 ， 占全楚雄州的

50%， 年外销石榴 1 万吨， 产值突破 1

亿? 。 然而 ， 姚安石榴也曾面临盲目
扩张带来的风险 。 随着全县种植面积
不断扩大 ， 2019 年大部分农户的石榴
销售均价一度下滑至每公斤 7 ?以下。

但这仍然阻挡不了农民种植软籽石榴
的积极性 ， 仅在 2020 年上半年 ， 全
县又突增了 5000 多亩的软籽石榴 ，

并且仍有一些农户计划进一步引种和
扩种 。

快速扩张、 粗放管理、 品质不齐、

品牌薄弱、 销售困难、 果贱伤农， 这是
一个恶性循环的陷阱 。 要克服这种风

险， 追根溯源， 要让经营者和农户真正
对接市场， 清楚市场的需求， 了解市场
的规律， 认识市场的风险。 在这方面，

水果分选流水线能够 “倒逼” 农户， 因
为分选标准就代表了市场标准。

一位从几十公里外的大姚县赶来的
种植户， 第一次到仓储中心交果就被浇
了一瓢冷水。 验果的技术人员一眼就指
出了石榴存在的问题。 这意味着这些果
子属于等外品， 甚至都没有机会上线筛
选。 种植户还是肯认可技术人员的话，

技术不行、 肥料没有上好， 这是事实，

经验还是要学， 不跑这一趟、 不交流，

也学不到。

姚安县白龙寺村的白士祥种石榴已
有四五年了。 他说， 往年都是等着收购
商到地里去收果， 人工验果， 能卖多少
的价格全凭嘴说 ， 始终没个底数 。 现
在， 通过机器扫描来确定果子的等级，

白士祥觉得比较公平公正， 避免了以往
交售果子时因为评鉴标准不一而产生的
纠纷。

每次收果， 不论评分等级如何， 吴
智总会现场拉一张清单返还农户， 上面
详细写明了为什么不达标、 是品相还是
甜度存在问题、 这些问题又是种植环节
中哪些原因造成的。 电脑拉单子， 立等
可取， 就像医院开具的诊断书， 农户可
以根据诊断对症下药， 有的放矢。

吴智说： “在长期收购中发现， 以
往农户与商贩的传统交易， 对果品标准
不统一， 使得品质缺乏保障、 交易效率
低下 。 品质不统一 ， 价格也将大打折
扣， 最终受影响的还是农户。 脱贫搞种
植不能一种了之。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
看， 分拣定价 ‘倒逼’ 果农提升石榴品
质， 促进农业的标准化发展。 我们就是
想通过这条分选线， 建立姚安果品的标
准， 真正实现优果优价， 让农民得到更
大的收益。”

种植户们也表示， 现在果农都意识
到了， 品质高的石榴更赚钱。 种起来比
从前更加精耕细作， 很多地方都采用了
滴灌给水， 知道肥料一定要埋得深些，

就连采摘和运输的时候都格外小心， 怕
破了相， 卖不上价钱。

拉长产业链，缩短跑腿路

贫困地区群众致富的意愿是强烈
的， 只是受制于空间地理因素， 距离市
场很远。 云南自古产铜， 为国家铸币所

用， 人背马驼再经水路辗转到京城， 称
为滇铜京运， 非一年时间不可达。 到了
现代， 受到长期采矿影响和气候因素，

山体滑坡多发， 出行依然艰难。

有一个故事， 是当地的一位外科医
生讲的。 他救过别人的一条命。 那时，

山上的孕妇要生产了， 救护车一边往山
里赶， 村民一边抬着担架往下走。 山路
一边是峭壁， 一边是深流。 终于， 医生
看见抬担架的人了， 可是患者沿着水边
来的， 汽车在山路上， 高低落差很大。

这么近， 担架就是上不来， 抬担架的人
踩着河滩斜坡上的碎石子， 走一步往下
滑三步。 孕妇转运到医院花了 5 个多小
时， 所幸她在救护车上得到了急救。

道路险阻不能阻拦群众脱贫的决
心 。 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古柏村有
一位退休的村支书 ， 叫杨开忠 ， 七十
多岁 ， 还在山上种樱桃 。 他说得很直
白 ： “当时刚兴起种樱桃 ， 一斤卖到
几十块钱呐， 让人眼热。” 每天上山照
顾樱桃树 ， 晒着强烈的光照 ， 脸通红
的 ， 生了许多粗糙的肉疙瘩 。 虽然古
柏村离武定县城只有 16 公里， 但要先
走路一个多小时到村委会 ， 把一米多
高的背篓放上拖拉机 ， 再花半个小时
坐拖拉机到县城 ， 最后步行到县城的
水果批发市场。

这样靠人力背出去叫卖 ， 就像蚂
蚁搬家 。 背篓看着虽大 ， 实际只能装

35 公斤左右。 家里种植的是国内的大
樱桃品种 ， 不同于车厘子 ， 果肉更加
娇嫩 ， 不适宜长途运输 。 背篓里要一
层层铺放树叶 ， 防止压坏 。 樱桃多了
就压坏了 ， 下雨天也不能卖 ， 一沾水
就烂掉了。

随着沪滇扶贫协作的深入， 类似分
选流水线、 物流中心、 仓储冷库、 交易
平台等市场节点修到了山村。 武定县山
居片区项目于 2018 年开工， 硬化道路

7644 米， 使片区内三个村落环路连接，

片区道路连通； 在半山腰间规划平整了
一个约 2000 平方米的农产品集中交易
市场， 货车可以直接进山。 修了路， 有
了交易市场， 杨开忠再也不必用背篓背
樱桃到县城卖了， 而且一次就可以卖掉
上百公斤。 在这一片区， 林果种植基地
面积扩展到了 3000 亩， 并配备了三条
灌溉水渠。

在上海市援滇干部联络组副组长、

临时党委副书记边慧夏看来， 产业扶贫
很重要的是风险防范和产业链的打造。

种出来的水果卖不出去、 没有好价钱，

都会伤害老百姓的积极性。 因此， 打通
产业链很重要， 冷库、 仓储、 物流、 销
售渠道等配套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个市场节点拉长了产业链。 比
如， 冷库仓储中心不仅满足了本地水果
的分级、 销售， 还吸引了外地的种植大
户纷纷前来交售 ， 水果品类也不断扩
充， 服务能力越来越强， 一些新的水果
集散交易基地雏形初现。 此外， 这些市
场节点也能够吸纳本地农民， 使他们中
的一部分逐步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过程中， 有从
事采购销售的中间商， 转变为供应链服
务资源的配置者， 这或许是 “从输血到
造血” 的重要内涵之一。 边慧夏强调，

走产业合作是一条长久之路， 要发挥发
达地区先进的市场意识和管理经验， 针
对产业链当中的关键部位和痛点， 把适
合的上海企业引进到云南去。

云南的农民说， 石榴树种的年头越
长， 挂果越多， 果实越扎实， 收益会逐
年放大。 这种可持续的活力， 也正是东
西部协作所期盼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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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成为两会代表委员的热切关注。在上海对口帮扶的
云南省，本报记者采访了多位援滇干部、帮扶企业负责人和当地干群，在他们看来———

·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