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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特色农业高原特色农业 引领致富梦想引领致富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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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楚雄，绿意盎然，告别夏日燥
热，迎来丰收喜悦。近年来，楚雄彝族自
治州高原特色农业和生物产业充分发挥光
热足、生态优、立体气候明显和生物资源
丰富的优势，以绿色食品加工园区、特色
农业示范园区、医药工业园区和一批优势
农产品基地为载体，大力推进以绿色食
品、生物医药为主体的高原特色农业和生
物产业发展，在抓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的
同时，做好“特色”新篇章，着力培育和
发展特色畜禽、绿色蔬菜、食用菌、核
桃、制 （繁） 种等外向型特色产业，成效
显著。

据楚雄州委常委、副州长任锦云介
绍，楚雄有“两多两少”：山多、灾害多，
连续干旱了6年；耕地少、降水少，这对
农业发展是大忌。在特色上找突破，是州
委州政府的攻坚方向。任锦云说：“一切以
农民增收为目的，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
绿水，是我们发展的基本思路。以规模化
为抓手、在特色上做文章、以科技为支撑
是我们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智慧农业
的根本保障。”

在楚雄，一切政策源头都着眼于农民
增收。2013 年，楚雄支农惠农项目资金
4.82亿元。粮食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
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共3.14亿元，受益
农户 55.71 万户，实施政策性农业保险
156.82万亩。出台、落实各项惠农政策促
农增收是楚雄决策者的第一要务。农资综
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村合作医疗、农村
社会保险等已在楚雄全面铺开。今年1—9
月，全州实现农民转移性收入 75471 万
元，人均332元，同比增长12.83%。农村
家庭经营现金收入人均3791元，同比增长
13.02%。

一亩地土地流转费最高5000元，亩产值可达上万甚至十
几万。在楚雄元谋、大姚等县区的蔬菜、葡萄、核桃、辣木
等产业基地，农民的收益实实在在。

2012年冬至2013年春季，元谋县种植冬早蔬菜14.11万亩，
外销蔬菜28.55万吨，农民卖菜总收入8.3亿元，与上年相比，蔬
菜外销量增加2.34万吨，农民卖菜总收入增加1.44亿元。

如何让一枚小小的核桃由小打小闹逐步发展为带动一县
发展的支柱产业，大姚县的官员可谓动足脑筋、下足功夫。
目前大姚县1万亩以上连片核桃基地29片，5000亩至1万亩的
连片核桃基地45片。三台乡是大姚县核桃栽植历史最悠久的
山区乡镇，但核桃采收季节正值雨季，长时间堆放、烟熏导
致核桃外观质量、内在品质下降。为此，三台乡率先建盖核
桃烘烤房，带动大姚县建起核桃烘烤房1万多座，烘烤后的核
桃每斤价格可提高2—3元，扎扎实实增加了当地农民的收益。

在大姚广益发展有限公司，笔者了解到，这家企业从农
产品加工、自主经营，逐步发展壮大为龙头企业。他们采用
的“公司+基地+农户”模式对当地核桃产业转型升级影响深
远。他们在大姚贫困山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总面积 15.1万
亩，涉及农户1.1万户，惠及4.18万人。

2013年楚雄州粮食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达到379.9万亩
和120.3万吨，大旱之后粮食总产连续三年创历史新高；冬早
蔬菜、夏秋高山反季蔬菜和设施蔬菜并重发展，蔬菜产业已
成为促农增收的重点产业之一。

今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古巴，将辣木种子等种子
赠送给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辣木也成为中古两国
友谊新的见证，被世人所关注。9 月 17 日，楚雄州政府在元
谋县召开辣木产业化发展现场推进会议。一场辣木产业经济
大战在楚雄又拉开序幕，这是继反季蔬菜、核桃种植、反季
瓜果等特色产业链条后的新鲜血液，也是楚雄州切实为农民
增收谱写的新篇章。

红土地种出“绿”黄金

楚雄的山地牧业独具特色，具有悠久的畜
禽养殖历史和独特的山地环境。2013 年楚雄全
州实现畜牧业产值91.28亿元，人均畜牧产值位
列云南第3位，武定、双柏、永仁、禄丰4县位
列全省前 20 位。如何打好高原牌、走好特色
路，做到持续健康发展，是近年楚雄各级领导
挂心、用心、上心的要事。

在楚雄安友畜牧业有限公司，笔者了解
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安友公司已发展成为
集产、供、销一条龙和科、工、贸一体化的经
营格局。为加快畜牧业转型升级，安友在距南
华县城约6公里龙川镇上雨天村委会建设安友农
庄。农庄建设按“有主体、有基地、有加工、
有展示、有品牌、有文化”的“六有”标准规
划建设，把农民转化为工人，让他们在农村也
能过上城市生活。对因家庭贫困而上不起学的
子女，学费由公司承担。目前，安友农庄已投
入资金800万元。

创建于 2013 年 9 月的双柏县云天蓬种猪繁
育有限公司种猪繁育场是州农业招商引资大会
上签约的项目。公司负责人张小新来自浙江温
州，在当地是家喻户晓的养殖能手。温州人到
高原地区投资水土服不服？张小新说：“到楚雄
投资农业是正确的选择，整体投资环境良好，
上到州领导下到当地百姓，对我们的项目都给
予了极大地支持。现在我们的任务就是把最先
进、环保、科学的养殖经验带到楚雄，优质饲
料、温控恒温、自动氨控饲养，再通过我们的
专利技术把猪粪变废为宝为有机肥，污水处理
后灌溉猪饲料紫花苜蓿，农牧结合循环利用，
真正达到零排放、零污染。

云南是野生菌王国，楚雄南华县的野生食用菌
多达 200 余种，占全国野生食用菌的 1／3。南华的
松露、松茸、羊肚菌、 虎掌菌是蜚声中外的“菌中
之王”、“镇南之宝”。自1984年日本客商在南华发现
松茸后，揭开了云南出口松茸的历史，众多国内外
客商云集南华，南华一度成为西南最大的松茸集散
地之一。为做强做大野生菌产业，南华县委、县政
府通过“封山育菌、承包经营、规范采收、市场建
设、培植龙头企业”等措施和举办“中国·南华野生
菌美食文化节”，实现了野生菌产业的蓬勃发展。目
前，南华已建立具有一定规模的交易市场3个，野生
菌生产加工企业 17家，逐步成为云南最大的野生食
用菌交易市场之一，年上市交易量达到 6000 多吨，
基本形成了滇中经济园与滇西经济圈多汇地带上的
野生菌集散中心。但是，单纯的现场交易已远远满
足不了市场所需，一个大胆的创新应运而生。

自楚雄至南华途中，一块广告牌非常吸引眼球
——中国南华野生菌信息港欢迎您。南华信息港有
限公司总经理杨文介绍说，他原来在深圳做信息化
产业，到南华后发现野生菌产业大有作为，与南华
县领导接触后产生共鸣，打算建立一个专业的野生
菌信息交易平台。目前，信息港通过微专刊、微烹
饪指南、微支付等服务与消费者形成互动。同时，
信息港还实现了4个“最”：最专业，专家和工作人
员开发网站博物馆，涵盖的野生菌品种介绍甚至超
过百度百科；最实用，网站收集了300多种野生菌的
烹饪方法；最权威，是权威的行业信息发布平台和
电子交易平台；最方便，方便野生菌企业和相关行
业进行信息交流，方便用户购买野生菌。如今，信
息港交易频繁，点击量逐步增加，发展势头良好。

山地牧业打好高原牌

2012年，楚雄州紧紧抓住科技部等六部委联合实施“一
城两区百园”工程 （“121 工程”） 的历史性机遇，启动

“云南楚雄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申报创建工作。2013 年 9 月，楚
雄被批准列入第五批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为楚雄现代农业发
展带来了全新的战略机遇和契机。目前，园区累计投入建设资
金13.01亿元，占规划总投资的17.4%。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楚雄国家农业科技园将打破固有园区
建设模式，按照“政府主导、企业主体、滇台共建、市场运作”的
建设原则，通过建设农业科技创新和农业融资体系两个平台，
走三产融合发展的道路，以园兴城、以城促园，促进园区建设与
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协调发展，探索
建立国内领先并与国际接轨的高原特色有机农业发展模式，充
分发挥引领示范作用，为云南省乃至周边地区农业产业升级、
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模式创新提供经验和借鉴。

园区将按照“核心区—示范区—辐射区”三个圈层布局，主
要建设四园、八区、四带和四大主导产业。“四园”即核心区的创
新创业园、加工园、物流园、观光园；“八区”即示范区的有机蔬
菜生产示范区、有机水果生产示范区、冬繁制种生产示范区、设
施农业示范区、特色林产品生产示范区、生态养殖示范区、食用
菌人工栽培示范区、农业生物质能源发展示范区；“四带”即辐
射区的永（仁）武（定）有机果蔬暨休闲观光农业经济产业带、南

（华）永（仁）特色林产品经济产业带、昆（明）楚（雄）高原特色农
产品物流精深加工经济产业带、元（谋）双（柏）生态养殖经济产
业带；“四大主导产业”即有机果蔬产业、特色林产品产业、绿色
农产品精深加工及物流产业、冬繁制种产业。

2013年，楚雄共实施完成高产创建示范片区80个，示范面
积94.09万亩；自育粮食作物品种获国家植物新品种权9个；新
增各类专利授权191件、发明专利有效量为105件、实施专利转
化计划7项；认定省级科技创新产品5个；按国家标准判定农产
品质量综合合格率98%，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100%。

谈到下一步的打算，任锦云说：“我们要抢抓国家‘一带一
路’战略机遇及贯彻落实省委九届八次全会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精神和省‘稳增长’各项措施，建基地、强龙头、兴科技、活
机制、创品牌、抓招商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任锦云介绍，楚雄将按照种植业建板块、养殖业建小区，
建设一批稳定的农业板块基地，建设30个高原特色农业重点乡
镇和30个特色村；支持龙头企业开展跨区域、跨行业、跨所有
制的联合与合作，组建企业集团，打造龙头企业“航空母舰”，
争取支持一批企业上市经营； 实行“一个专家带领一个团队、
安排一笔经费、研究一个课题、创造一批成果”的办法，打造
农业科技产业链，推进核桃、食用菌、蔬菜等特色优势产业提
质增效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总结推广元谋的

“公司＋协会”、“龙橄新”经验、姚安“包粮屯”、“公司+合作
社+农户”、股份合作等模式，发展订单农业，进一步密切企业
与基地、与农户的利益联结关系，促进基地与企业深度对接，
企业与市场直接联通，实现企业、农户和合作社“多赢”；加大品牌
整合力度，对“三品一标”认证等给予资金扶持，打造一批全省、全
国知名品牌；坚定不移贯彻“引资兴州”战略，主动承接产业转移，
强化招商开发，以“以商招商、以园招商”为重点，多种招商方式并
举，广泛吸纳外来客商到楚雄投资发展高原特色农业，让外商愿
意来、留得住、能发展，把外商的市场、技术和资金优势与楚雄的
气候、资源和劳动力优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特色产业培强做大，
推动高原特色农业又好又快发展。

野生菌搬到网上卖

科技园引领智慧农业科技园引领智慧农业

抓机遇培育特色产业抓机遇培育特色产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对新一轮
农村改革发展充满期待。进入新世纪，中央出
台的“三农”政策行之有效、深得民心，有力推
动了农业农村发展。2014年 1月，指导“三农”
工作的第 11 份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
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
指出，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改革方向，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激发农村经济社会活力；要鼓励探索创新，在
明确底线的前提下，支持地方先行先试，尊重
农民群众实践创造等，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
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让农民平等参与现
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

云南优越的生态环境是上天赐予的宝贵
资源，是先天的竞争力。长期以来，云南省委、
省政府始终坚持把农业摆在国民经济发展的
基础地位，不断完善发展思路，坚持用工业理
念谋划农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启
动了一批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切实加大了
对农业的投入，走出了一条发展云南特色农
业的成功之路。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东
部产业转移、桥头堡建设深入推进，为云南农
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2012年云南省委、省
政府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关于加
快高原特色农业发展的决定》指出：加快高原
特色农业发展就是要紧紧抓住千载难逢的历

史机遇，充分利用云南地理优势独特、气候优
势突出、物种优势明显、开放优势巨大等条
件，打造在全国乃至世界有优势、有影响、有
竞争力的绿色战略品牌，增强农业发展的动
力和活力。云南发展高原特色农业战略因地
制宜、实事求是，在近几年的实践推进中愈发
显现出远见卓识的优势，取得不少的成绩和
进步，令人鼓舞、催人奋进。

一切政策起源都围绕“农民增收”四个
字，楚雄州高原农业在“特”字上真是下足
了功夫。楚雄州是全国30个少数民族自治州
中的两个彝族自治州之一，有“两多两
少”：山多、灾害多；耕地少、降水量少，
如何变废为宝，把贫瘠变成特色，在特色上
找突破，楚雄州州委州政府坚持不懈攻坚。

楚雄农业在求变、破局、突围和超越中
呈现出一片亮丽，为楚雄甚至云南经济社会
的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特色农业逐
渐成为当地老百姓钱袋子的根本保障。而
今，楚雄州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机遇
及贯彻落实云南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精神
和 “稳增长”各项措施，把特色农业产业
培强做大，大力推动楚雄州高原特色农业又
好又快发展。

（作者为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
府州长）

农业发展好不好，百姓钱袋说了算
李红民

农业发展好不好，百姓钱袋说了算
李红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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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姚
县 彝 族 农 民
送核桃。
陈雄辉摄

◀双柏县
云天蓬种猪繁
育有限公司种
猪繁育场。
（资料照片）

元谋县农民种植菜豆。 起泽云摄元谋县农民种植菜豆。 起泽云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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