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赋能
实现全产业链发展

藜麦， 耐盐碱、 耐贫瘠、 耐旱、耐
冷 ，古印加人民称其为 “粮食之母 ”，有

5000 年以上的种植历史 ， 富含丰富的
蛋白质与氨基酸，更是近年来备受推崇
的 “网红 ”健康食品 ，市场前景广阔 ，助
农增收效应明显 。 可它原产于南美洲
安第斯山区 ，这颗 “种子 ”是如何在南
疆叶尔羌河畔发芽生长，实现全产业链
发展的呢？

成功的背后，是上海科技人从黄浦
江边跨越万里带来的 “藜麦之乡 ”计
划。 2018 年，在充分评估的基础上 ，在
喀什地委、地区行署以及上海市政府合
作交流办和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
前方指挥部的大力支持下，上海市科技
两委支持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
研究中心在喀什地区莎车县实施“耐逆
农作物高产优质育种及示范种植研究”

项目，力争 5 年内取得明显成效。

从农产品的种植到深加工，到处都
能见到上海科技人的身影。 类似“一颗
核桃在研发人员的钻研下逐渐被‘吃干
榨净 ’”故事 ，已成为科技助力产业援
疆的佳话。

在叶城县，核桃元素随处可见。 这
里有平均树龄最长的古核桃园，有最大
的古核桃树 。 叶城县是新疆最大的核

桃产区 ，被誉为 “中国核桃之乡 ”，在特
色林果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上 ，“上海智
慧 ”持续发力 ，于深加工产品开发 、产
业链升级完善等领域下足功夫。

叶城县轻工业园区的美嘉食品厂
房内 ，核桃仁 、核桃饮料生产线有序运
转。 产业工人多力坤·艾合买提说：“以
前就是吃个核桃仁 ，现在 ，核桃变成了
核桃奶、核桃油、核桃饮料等，销往全国
各地。 ”在各方科技力量的支持下，美嘉
食品深挖核桃“隐藏的宝藏”，除了即食
食品 、核桃油 、核桃乳 、核桃壳活性炭 、

核桃分心木养神茶等产品，还建设亚洲
最大的核桃喷粉塔，进一步加强核桃蛋
白粉精深加工。

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过去只能作
为有机肥使用的核桃青皮，在新疆宝隆
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 “变废为宝”———

从中提取的 “绿色 ”染料单宁酸有着广
阔的市场前景。

在全产业链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市
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极为重
视上海市场的反馈，利用市场引导特色
农产品生产 、研发 、加工等环节实现标
准化、品质化作业。

“供高校原味馕 ， 面粉使用 100

克 ，仅添加酵母 、水等制作 ，直径 19.5

厘米 ，中心区域做薄 ，冷冻后使用微波
炉复热 1 分钟口感最好 ； 供盒马馕 ，

155 克 、含牛奶 、蛋液 、变性淀粉等添
加 ，分皮牙子 、羊肉 、玫瑰花枣泥 3 款 ，

口感较厚实 ，适合长距离运输 ”……企
业根据市场需要进行产品研发，在馕产
品生产过程中逐步建立标准规范。

从零散化到规模化，从手工制作到
工厂化生产， 从凭经验到日趋标准化，

从以区域销售为主到誉满全国，从食品
加 工 单 打 独 斗 到 一 二 三 产 融 合 发
展———喀什馕产业正在探索中勾画全
方位升级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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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援疆：农产品深加工助推乡村振兴开新局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 ， 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 。

作为乡村产业的核心之一。 农产品深加工一头连着农业、 农
村和农民， 一头连着工业、 城市和市民， 行业覆盖面广、 产
业关联度高、 辐射带动作用强， 是拉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
就业增收的重要增长极， 同时也对围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畅通经济循环意义重大。

上海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坚持上海企业、 上海
技术、 上海品牌、 上海市场， 不断完善农副产品深加工产业
链， 支持围绕馕、 粮油、 乳制品、 肉类、 果蔬等主要产品引
进龙头企业， 以 “企业+基地+农户” 等方式， 大力培育农产
品深加工和食品产业。 “产业促进就业， 就业改善民生。 农
业在喀什占基础性地位， 所以我们期盼在对口援建四县中每
个县都发展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 农产品提高了附加值，

农民就能够增收， 同时也创造就业机会。” 上海对口支援新疆
工作前方指挥部 （第十批） 总指挥、 喀什地委副书记侯继军
说。

建立一支带不走的
农产品深加工技术人才队伍

产业援疆筑牢民生。 发展深加工产
业， 在创造岗位筑牢就业这一基本民生
方面优势巨大。

在恰热克镇阿瓦提村藜麦示范种植
基地，艾散在田间驾驶机械细心劳作。今
年， 是艾散加入藜麦产业团队的第三个
年头。他的内心，早已不满足于两年前仅
靠“土地租金和工资收入”增收的愿景，

现在的他， 不仅和妻子一起在家里种植
藜麦，还带动了一大批邻居。

上海援建喀什的十年， 也是艾散家
变化最大的十年。他住上了新房，门口石
子路变成水泥路， 三个孩子都在镇里上
了学，家中加上养羊的收入，夫妻两人一
年入账接近 15 万元。 不久前，他为自己
和妻子各购置了一辆新电动车。

37 岁的艾散如今不仅仅是基地聘
请的种植工人， 更成为上海科技专家的
得力帮手，这在喀什绝非孤例。 提升“造

血”功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从初
期农产品粗加工到精加工、 深加工的突
破，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带来
就业岗位， 进而使脱贫人口依靠自身努
力实现增收致富， 推动当地产业持续发
展，这是产业援疆的一大思路。经过多年
的产业援疆， 农产品深加工领域培养的
不少本土人才懂技术、会管理，已有了独
当一面的能力。

“上海技术人员按照上海标准，手把
手教我们如何使用各种设备工具。 即便
师傅回上海了，还会连线解答，千里师徒
传帮带。 ”在小蜂二期车间，买买提明从
没有技术的学徒一步步成为车间主任，

工作 10 年后，买了房，火红的日子蒸蒸
日上。

2020 年复工之初 ， 正是他率领清
一色的本土技术工人独立完成了百万元
级的加急订单。 这让公司上下对他感激

不已。

聚焦造血功能， 持续增强产业发展
的内生动力，将上海技术、资金、市场等
优势和当地人文、环境、资源等优势结合
起来，稳步推进产业帮扶、消费帮扶，不
断提高四县产业发展能力， 促进就近就
地就业。 如今，巴楚县利用罗布麻、甘草
等药用植物资源， 引进中草药和饮料加
工企业，发展甘草酸、甘草黄酮和罗布麻
茶等中草药和饮品；莎车县发展巴旦木、

樱桃、核桃、杏、新梅等农副产品精深加
工业，培育壮大冻干蔬菜、水果产业；泽
普县深入挖掘红枣和苹果食品配料功
能，推进系列产品开发，进一步做大做强
红枣和苹果产业；叶城县立足自身和周边
核桃种植资源，发展核桃综合深加工产业，

着力打响 “叶城核桃” 区域品牌……喀
什农产品深加工之路越走越宽。

但他们还有继续成长的空间。 有农
业经济专家建议， 应进一步通过实施企
业升级、 延链增值、 绿色发展、 质量标
准和品牌培育等行动， 充分发挥农产品
加工业的引领和支撑作用， 打造农业全
产业链， 抱团发展联合体， 融合发展新
模式， 开辟绿色发展新领域， 融入新发
展格局。

既是原产地也是加工厂
变“产品”为“商品”

秋高气爽的日子里， 莎车县闽
龙达小蜂农业的深加工产线机器轰
鸣， 产业工人们根据相应职责按流
程进行操作 。 通过他们勤劳的双
手， 借助现代化生产设备， 一颗颗
巴旦木衍生为巴旦木油、 巴旦木乳
汁、 巴旦木蜂蜜、 巴旦木牛轧糖等
二十多种产品。

位于泽普县的闽龙达干果产业
有限公司， 则在南疆引进了首条国
际上先进的鲜果冻干技术设备产
线， 将每个不同季节上市的鲜果边
采摘边加工。

新疆素有 “水果天堂 ” 的美
誉， 特别是喀什地区， 盛产杏、 苹
果 、 冬枣 、 哈蜜瓜等 ， 光照时间
长， 昼夜温差大， 天山雪水浇灌，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造就了
鲜果糖分积累多， 口感好。 但是昔
日受制于保鲜难、 储存难、 鲜果运
输流通成本高、 损耗大、 标准化程
度低等现实情况， 经济价值和品质
很难发挥最大效益。

冻干技术将含有大量水分的鲜
果在接近零下 60 度急速锁鲜固形，

然后在真空环境下， 使其中的水分
不经液态直接升华成气态。 冻葩系

列冻干鲜果， 无防腐无添加， 保留
鲜果原色原味， 易储存易运输， 既
可解决大量鲜果来不及卖、 难储存
的问题， 又丰富市场的消费需求，

同时填补当地鲜果精深加工产业，

通过延伸产业链 ， 扩大就业 ， 实
现了初级农产品加工向精深加工
的飞跃。

同样的故事还发生在巴楚县。

叶尔羌河水、 千年胡杨树、 干旱少
雨的大漠气候条件经大自然融合孕
育出的一种绿色珍稀食用菌———巴
楚蘑菇。 借助独特的资源优势， 巴
楚县的几家农产品加工企业根据不
同的市场需求， 制定出了冻干巴楚
蘑菇等不同的产品。

冻干巴楚蘑菇选取当天最新鲜
未见太阳的蘑菇， 经过人工修剪 ，

去泥 ， 清洗 ， 盐水浸泡 ， 在零下

60 度的环境下经 30 多个小时冻
干 。 因工艺复杂 ， 因此价格也更
为 昂 贵 ， 每 公 斤 零 售 价 格 为

10000 元。

只有发展产品的深加工， 才能
提高附加值 ， 满足目标市场的需
求， 变 “产品” 为 “商品”， 投入
到上海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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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收获的季节， 叶城县当地农户笑开了颜。

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 标志着我们党在团结带领
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
的一大步。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 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
起点。 按照中央部署要求， 上海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推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迈上新台阶， 与新疆喀什、 西藏日喀则、 青海果洛、

云南和三峡库区干部群众携手 ， 双向互动 、 全面合作 、

共同进步、 共赢发展， 开创更加美好的生活。

莎车县小蜂农业工厂工人在检查农产品加工成品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