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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自市——

品种优化升级 秋桃俏销市场
●记者 罗宏伟 文/图

果香飘四季是红河的真实
写照，单就桃子一项，市场上
春售红桃，夏卖雪桃、油桃和
蜜桃，冬有冬桃。但谈起秋
桃，大部分人比较陌生。近段
时间，蒙自市芷村镇3000亩秋
桃成熟上市，填补了州内没有
应季秋桃的空白。秋桃一经上
市，便迅速走俏北京、上海等
大城市的水果市场。

走进芷村镇桥头村委会舍
得村，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
桃树郁郁葱葱，个头硕大、色
泽鲜艳的红桃压弯了枝头，令
人垂涎欲滴。桃树林里，百余
名村民娴熟地摘下桃子放入背
篓，装满后送到路边，由三轮
车运送到旁边的集中分拣包装
厂房。

在分拣包装厂房里，村民

正忙着挑选、称重、套袋、装
箱……经过一系列操作后，包
装好的桃子被装入厢式货
车，等待运往全国
各地。“我们聘
请的季节性工
人都是当地
村民，自9
月 12 日至
今，每天
都 有 300
多人在这
里务工。”
分拣现场负
责人李斌介
绍，芷村镇气
候环境优越，桃
树种植历史悠久，产
出的桃子质量上乘，过去因与
州内外同品种桃子同步上市等
原因，销售价格并不理想。

如何提升桃产业的附加值

促进桃农增收，成了摆在芷村
镇党委、政府面前的难题。该

镇党委、政府多番考察，发
现山东的秋红桃品种

较好，9 月至 10
月成熟，可与
州内其他品种
的桃子错季
上市。

引进桃
树新品种，
实现桃子错
季上市，主
供大城市市

场，或可让芷
村镇桃产业闯出

一条新路。2019
年，芷村镇决定采用

“政府+公司”的模式，引进山
东秋红桃树种，在芷村镇桥头
村片区流转5000亩土地进行示
范种植。可喜的是，山东秋红

桃没有出现“水土不服”的情
况，栽种当年就有桃树挂果。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芷
村镇种植出的秋桃颜色鲜艳，
个头均匀且甜度高，口感脆
爽，品质超过了山东当地同品
种秋桃。

经过3年的精心培育，去
年9月，挂果的3000亩桃树达
到丰产，高品质的秋桃迅速引
起全国各地消费市场的关注。

“去年，基地采摘桃子约1000
吨，预计今年的产量将超过去
年。目前，每公斤优质秋桃批
发价为20元至25元，供不应
求。”李斌说。

据了解，随着秋桃的试种
成功，该镇将把秋桃种植面积
扩大至2万亩，并与村民签订
保技术、保销售订单，以产业
升级促农增收，加快乡村振兴
步伐。

河口县——

生态蜜柚品质佳 绿色品牌增效益
●记者 黄健
通讯员 陶公琼 文/图

眼下正值柚子成熟的季
节，走进河口县南溪镇南溪二
队的三红蜜柚种植基地，圆鼓
鼓、沉甸甸的蜜柚挂满枝头，
在阳光的照射下格外诱人。

柚子林里，有的工人正忙
着将品相合格的柚子摘下并
装袋，有的工人则负责把一
袋袋柚子搬运到山脚的卡车
上 ， 大 家 分 工 明 确 、 配 合
默契。

“这片柚子树是 5 年的老
树，一棵树的挂果量约40个，
按每个柚子10元的价格来算，
亩产值约2万元。”河口县农科
局农技专家胡原鸿介绍，技术
人员在果园里安装了生物防控设
备，降低农药的使用率，以有机
肥替代化肥，多措并举让柚子更
有机。

据了解，该基地于2018年
从福建引进三红蜜柚进行推广
种植，目前，年产值约150万

元。三红蜜柚果
皮簿、果心实、
果核少，多汁
爽口、味道微
香，是河口县
绿色食品牌
的主打产品
之一。

近 年
来 ， 河
口县大
力实施
热 区 特
色现代农
业 抓 有
机 、 创 名
牌、育龙头
三年行动，加
快形成以区域
公用品牌、企
业品牌为核心，
政、企、研融合
发展的农业品牌格
局。先后引进了河口汇友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河口明星农业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优质企

业，并在红河热带作物研究所
的技术支持下大力普及种植技
术。同时，不定期组织农业发

展带头人外出考察学
习，逐渐形成了以柚
子、芒果、菠萝蜜、彩
谷米等特色农产品
为主的农业产业发
展结构。

截至目前，
河口县水果种
植 面 积 达
29.32 万 亩 ，
年 产 量 达
45.3 万 吨 。
全 县 共 有 7
家企业9个产
品 获 得 有 效

“三品一标”认
证，认证面积达
1.06万亩，其中，
云河香蕉、麟源香
蕉 、 红 可 果 园 香
蕉、下湾子柚、河口
瑶冠青皮柚、河口瑶
冠三红蜜柚、金土地青

柚7个产品获有效绿色食品认
证，3个绿色食品牌产业基地
获州级认定。

建水县：

“定制公交”温暖求学务工路
●通讯员 孙旭峰

本报讯 今年以来，建水县
深入推进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扎实开展干部“下沉一线、助企
纾困、为民办事”实践行动，以
服务城市发展和满足群众需求为
导向，推出校园公交专线、务工
公交专线两项“定制公交”服
务，在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倡导
绿色低碳出行、服务民生等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确保“定制公交”开得
好、开得久，建水县按照“公
益性+市场化”的工作思路，由
建水县交安委牵头，联合交
通、农业等部门及公交公司，
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问卷调
查表等形式，广泛征求群众意
见，并在行业专家的指导下，
设计出最优行程方案。

目前，该县开通校园公交
专线17条，覆盖建水一小、建
水三小、建水四小、建水实验
中学、临安高级中学5所中小
学校，专线每日运行146趟次，
日均运送学生7200人次；开通
务工公交专线6条，每日运行
18趟次，覆盖南庄镇、青龙镇2
个葡萄、蓝莓种植大镇，日均

运送务工人员810余人次。同
时，公交公司安排技术过硬、
服务周到的驾驶员负责公交专
线，以“定点、定时、定线”
模式运行，极大地缩短了通勤
时间。每日对专线车辆进行全
面检查，车辆返场后随即进行
消毒处理，为乘客平安出行提
供保障。

此外，该县将整治超员违
法与发展公交专线相结合，围
绕务工人员出行特点，在超员
违法行为高发区域开展“扎口
袋”式查缉整治。同时，对招
工方参与运营的车辆进行安全
检查，超出车辆核载人数的，
由公交专线兜底运送，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农村地区超员、
非法运营的问题。据统计，公
交专线运营以来，务工人员每
月可减少出行成本240元；超员
超载及货车、三轮车违法载人
等交通违法行为下降，为服务
当地经济发展、喜迎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营造了安全、文
明、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云南省 2022年第二期外资工作
业务培训暨驻外商务代表处
2022年度工作培训会在我州举办
●记者 车安达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商务部
2022年全国外资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精神，全面提升各级商务
部门、利用外资相关部门人员
以及我省驻外代表处业务能力
和知识水平，9月21日，由云
南省商务厅主办、红河州商务
局承办、云南省外商投资企业
协会协办的2022年第二期外资
工作业务培训暨驻外商务代表
处2022年度工作培训会议在蒙
自市举办。

本次培训邀请了来自各相关
领域的专家、学者，就当前外资
外贸政策、利用外资实务、税
务、外汇管理、知识产权、
RCEP等相关内容，以及代表处
招商引资、安全保密、意识形态

和资金管理等重点内容进行讲授
解读，进一步指导各级商务和投
促部门形成合力，有效开展各项
利用外资工作，加强代表处与
州、市商务主管部门的合作交
流，促进全省对外开放和外经贸
高质量发展。

今年以来，红河州认真落实
“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
展要安全”的总要求，结合实际
全面落实“口岸要畅通、外贸要
增长”的安排部署，全力扭转上
半年外贸进出口受疫情影响导致
下滑的严峻形势。1月至8月，
全州完成外贸进出口总额156.1
亿元，排名全省第三位、滇中城
市第二位；1月至7月，实际利
用外资794万美元，排名全省第
四位，实际利用外资保持两位数
增长态势。

上接1版 入口处的广场上，亭台
楼榭、小桥流水，颇显诗意，地
上摆放的石碾、墙上挂着的蓑衣
和传统农耕用具，无声地诠释着
岁月的痕迹和时代的变迁。

“村里有两个这样的广场，
都是利用村民拆除私搭乱建建
筑、腾退建设用地等腾出来的空
间建成的。”同行的玉屏镇党委
宣传委员孙开华说，为增强村民
发展的信心和决心，在打通入户
道路、拆除私搭乱建建筑过程
中，村干部带头拆除自家厨房、
让出庭院等，为广场的建设腾出
了空间。

“在村干部的带动下，村民
们也主动拆除私搭乱建的建
筑，全村累计拆除私搭乱建建
筑80余间3000余平方米，腾退
建设用地 6000 余平方米。”杨
倡国说。

从破败不堪到美丽蝶变，卡
口村实现了华丽转身。

产业助力走富路
“一骑绝尘妃子笑，无人知

是荔枝来。”在卡口村内道路
两旁，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墙体画
将历史传说和现代产业的渊源紧
密融合。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硕果
累累的景象。今年荔枝行情不
错，卖了个好价钱。”村民李超
红告诉记者，他家种植荔枝25亩
共1250棵，今年的产值达20余
万元。

卡口村最高海拔2200米、最
低海拔 203 米，气温高、霜期
短，独特的立体气候形成了栽培
特色水果的优势，其中以“妃子
笑”荔枝最具盛名。全村累计种
植荔枝4500亩，挂果面积3000
余亩，年实现销售额2000万元
以上。

“近几年，卡口村的荔枝品

质越来越好，深受消费者欢迎，
村民依靠荔枝产业，日子越过越
甜。”卡口村党总支书记牛永祥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党员领跑，群众跟跑。卡口
村民小组按照“让党员走到产业
中去，把群众带到产业中来”的
思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从“绿树村边合”的农家闲
适到“山色空蒙雨亦奇”的自然
风光，再到“户庭无尘杂”的温
馨惬意，在喜迎党的二十大的氛
围中，新时代田园梦想在卡口村
这片热土上变成现实，为乡村振
兴提供了一份可行的屏边答卷。

旧貌换新颜 村美民富日子甜

●记者 黄健 李华 文/图

本报讯 9月22日，云南省
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民族武术项目在丽江市古
城区体育活动中心开赛。

本次运动会的民族武术项
目，吸引了来自全省12支代表
队116人参加。比赛中，各路

“武林”高手逐一登台亮相，形
意拳、通臂拳、地躺拳等传统
拳术的精彩展现，让现场观众
充分感受到民族武术的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红河州代
表团34岁的老将彭智超，获得
男子二类拳术比赛第一名，为
红河州代表团在云南省第十二
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第
三阶段比赛夺得首金。

“这次比赛取得的成绩离不
开教练的培养，也离不开自己

的坚持。荣誉只代表昨天，走
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未
来我会继续努力，在工作岗位
发光发热，传承中国传统文
化，让更多的人认识武术、学
习武术。”彭智超告诉记者，
2011年从省体工队退役后，他
在弥勒的一所中学执教，为了
此次比赛到蒙自集训时，虽然
体能已不如从前，但他一直在
努力和坚持，希望把自己最好
的一面展现出来。

民族武术项目赛期 4 天，
将于25日结束，设男子拳术、
男子传统器械、男子对练、女
子拳术、女子传统器械、女子
对练 6 个项目，共产生 18 枚
金牌。

据悉，第三阶段比赛产生
奖牌的首日，红河州代表团共
取得1金1银1铜的好成绩。

云南省第十二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第三阶段比赛民族武术项目开赛

彭智超为红河州代表团夺得首金

彭智超在比赛中

秋桃成熟秋桃成熟

蜜柚丰收蜜柚丰收

●●通讯员通讯员 李雪琼李雪琼 国福祥国福祥
栾飞栾飞

又到一年丰收时又到一年丰收时，，在开远在开远
市羊街乡金色的田野上市羊街乡金色的田野上，，稻香稻香
阵阵阵阵，，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在卧龙谷村委会老燕子村在卧龙谷村委会老燕子村
的稻田里的稻田里，，魏显能一家趁着天魏显能一家趁着天
气晴好忙着收割稻谷气晴好忙着收割稻谷。。““今年气今年气
候好候好，，稻谷的品质和产量比往稻谷的品质和产量比往
年好年好。。””魏显能高兴地说魏显能高兴地说。。

老燕子村有老燕子村有2020多年的种粮多年的种粮
历史历史，，过去过去，，由于村民种植理由于村民种植理
念滞后念滞后，，传统水稻品种老化传统水稻品种老化，，
种植种植、、加工技术落后加工技术落后，，该村生该村生

产的稻谷销路不畅产的稻谷销路不畅、、价格不价格不
高高。。近年来近年来，，羊街乡坚持外引羊街乡坚持外引
内培内培，，着力培育龙头企业着力培育龙头企业，，通通
过自建基地过自建基地、、订单生产订单生产、、吸纳吸纳
农户就业等多种方式带动产业农户就业等多种方式带动产业
发展和农民增收发展和农民增收，，构建起以龙构建起以龙
头企头企业为核心业为核心、、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
为纽带为纽带、、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合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合
发展模式发展模式，，率先引进优质稻谷品率先引进优质稻谷品
种种““云恢云恢290290””推广种植推广种植。。

““种了这么多年粮食种了这么多年粮食，，年年年年
都拿来这里卖都拿来这里卖，，今年卖了今年卖了11..88
吨吨。。””牛塘子村村民黄生明数着牛塘子村村民黄生明数着
刚领到的刚领到的11..22万余元现金笑呵呵万余元现金笑呵呵
地说地说。。为了确保种植户收益稳为了确保种植户收益稳

定定，，龙头企业一直与种植户保龙头企业一直与种植户保
持利益联结关系持利益联结关系，，免费向他们免费向他们
提供优质籽种和肥料提供优质籽种和肥料，，常年邀常年邀
请云南农业大学请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农科云南省农科
院和州院和州、、市市、、乡农业部门的专乡农业部门的专
家为种植户开展农业技术培家为种植户开展农业技术培
训训，，通过绿色通过绿色、、高效的种植技高效的种植技
术生产健康食品术生产健康食品，，““云恢云恢290290””
稻谷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稻谷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品品
质一年比一年好质一年比一年好。。

““我们和种植户及合作社签我们和种植户及合作社签
订了每公斤订了每公斤 66 元的最低保护元的最低保护
价价，，秋收后每吨稻谷再给他们秋收后每吨稻谷再给他们
600600元的奖励元的奖励，，保证优质稻的保证优质稻的
质量质量，，确保农民种粮增产增确保农民种粮增产增

收收。。””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云南红河卧龙米业有限责
任公司创始人李文祥说任公司创始人李文祥说。。

开远市以云南红河卧龙米开远市以云南红河卧龙米
业业、、开远市稻乡米业两家公司开远市稻乡米业两家公司
为龙头为龙头，，带动坝区农户种植优带动坝区农户种植优
质水稻质水稻22..6363万亩万亩，，全市全市1300013000
余户农户种植余户农户种植““云恢云恢290290””稻稻
谷谷44万亩万亩，，解决了解决了60006000余名劳余名劳
动力的就业问题动力的就业问题，，实现农户人实现农户人
均增收均增收14001400余元余元。。围绕打造绿围绕打造绿
色有机品牌色有机品牌，，该市建立该市建立““云恢云恢
290290””优质稻谷品种种植基优质稻谷品种种植基
地地，，产品先后荣获产品先后荣获““第二届全第二届全
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国优质稻品种食味品质鉴评金
奖奖”“”“云南六大名米云南六大名米””等奖项等奖项。。

开远市开远市

优质粮仓好优质粮仓好““丰丰””景景 稻香阵阵秋收忙稻香阵阵秋收忙

稻香果盈幸福满 红河大地迎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