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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农村处处长 王民选

新郑红枣和内黄大枣，分处我省黄河南北，判然两

种风景。新郑小枣开发出系列品种，成为联动性强、产

业化程度高、融合力度大、风生水起的一项富民产业，

其知名度和美誉度高端鹊起。内黄大枣则在颠簸中下

行，在下行中委顿，在委顿中伤了元气，成为百姓曾为

之骄傲的过往谈资。两者对比，令人击节赞叹与扼腕

长叹共生，满满希望和隐隐担忧并存。

横向比一比两地枣业的成长历程。新郑枣在上

世纪 90年代即推出生产标准化战略，积极探索自成特

色的产业发展体系和模式，以质量提升拓展市场空

间、抢占市场高地；内黄枣则一度沉醉在改革开放之

后，全国居民消费水平第一轮大提升带来的卖方市

场的优越感当中,坐等客商上门，总认为自己是皇帝

的女儿不愁嫁。其结果是，一个名气越来越大，牌子

越来越响；另一个则影响力越来越小，发展步履越来

越蹒跚。

纵向评一评两地的经验教训。二者都曾在产品

畅销时重产量、轻质量，其间都出现过市场摇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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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红枣
引发产业“聚变”

小红枣“变身”大产业

5月初，记者来到新郑红枣主产区新郑市孟庄镇，
沿着解放路驱车行驶，道路两侧全是成片的枣林，绵延
不绝，蔚为壮观。

在孟庄镇，农民土地分配不是按面积来计算，而是
依枣树产量和数量分。在枣农眼里，这些“铁杆庄稼”
曾经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

50多岁的寺西王村枣农赵国民回忆说，最多的时
候，孟庄镇枣树种植面积近10万亩。那些年，每到九、
十月收获季节，枣农们或蹲在107国道两旁，或骑车到
郑州零售，一些有头脑的“大户”还将收购的红枣进行
粗加工，然后运到外地销售。

然而，由于作坊式粗放加工规模小、技术水平低、分
散经营等，甜了几千年的新郑红枣，只能作为土特产。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 90年代。痛定思痛的新郑人
开启了把小红枣做成大产业的探索之路。

推行红枣生产标准化，是新郑下出的“先手棋”。
当时，新郑市政府成立了由质监、枣科所等部门组成的
标准化专业委员会，下设服务队，围绕大枣标准化为种
植户提供全面服务；制定出6个大枣生产标准，建立完
善的标准体系；举办大枣标准化培训班，做到枣农户户
有标准。

有了生产标准，就有了产业化的基础。在此过程中，
新郑市探索出集种植、加工、销售相辅相成，基地、企业交
相辉映的产业发展体系：利用“公司+农户”的模式，采取
订单回收的方法，枣农与企业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随着枣加工企业规模、科技水平的提升，当地涌现
出奥星（好想你枣业前身）、枣之礼等一批大企业，开发
出枣片、枣条、枣粉、枣酪、枣醋等一系列产品。

时至今日，新郑已形成以“中国红枣第一股”好想
你枣业为核心的枣制品产业化集群，集聚各类型红枣
加工企业200多家，年加工红枣近8万吨。仅2016年，
好想你一家企业便实现营业收入20.76亿元。

龙头带动迈入品牌时代

当我省优质土特产大多还在“裸奔”的时候，新郑红
枣已穿上“品牌”，成为全国颇具知名度的“大明星”。

在新郑红枣的成名历程中，好想你枣业扮演着重
要角色。“好想你让新郑红枣迈入品牌时代。”新郑市工
信委副主任李广现如是评价。

行走在好想你中国红枣城厂区的观光走廊，隔着透
明的玻璃墙看去，颗颗红枣在流水线上滚动，随后被按
照大小、色泽、饱和度等不同性状进行分选、加工……一
目了然的现代化、智能化生产过程令人震撼。好想你副
总经理石聚领介绍，他们构建了红枣全产业链，建有10
万吨的冷库和医药级GMP标准生产车间，自主研发出
行业内最先进的智能生产线，设立电子商务智能配送中
心，保证了产品从源头、加工到销售终端的品质安全。

作为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好想你拥有
注册商标578件，专利69件；制定的免洗红枣标准被国
家质检总局认定为国家标准；产品包括商务礼品、休闲
食品等四大类型 600多个单品，市场占有率达 16%。
去年，上海社科院发布的中国农业上市公司品牌指数
排名中，好想你以高达70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第五。

在其带动下，当地红枣深加工企业纷纷扩规模、上水

平、打品牌，你追我赶、提档升级。新郑红枣也被国家质
检总局获准使用原产地标志，并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证书。

一颗红枣，和它背后的品牌力量，远不止于此。十
余年来，从新郑到新疆，好想你嫁接出一道风景独特的

“红色经济”，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产业移民之路。
2007年开始，好想你在新疆阿克苏、若羌等地陆

续开拓生产加工基地，大面积嫁接种植新郑灰枣，以
缓解本土原枣紧缺情况。随之而来，一大批新郑的枣
农和经纪人如同候鸟般往返于新郑、新疆之间。如
今，在南疆，从事枣树种植、管理，贩枣苗及加工红枣
的新郑人不下2万人。

石聚领介绍说，目前新疆枣种植面积1000万亩，
其中新郑灰枣种植面积达500万亩，平均每年从新郑
调入新疆的枣苗就有100多万株。

如今，新郑已逐步形成全国最大的枣树苗木集散
地和枣产品集散地。

发力供给侧续写新辉煌

产业日益壮大，品牌如日中天，是不是新郑枣业就
可以“高枕无忧”？

新郑市林业局副局长白留伟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
最近几年，新郑红枣种植面积不足10万亩，且呈萎缩趋
势；部分枣农急功近利，为防止雨季枣浆烂、开裂，滥打
催果激素，导致品质下降；有的枣农觉得辛苦种枣，还不
如到周边企业打工赚得多，对枣树疏于管理，基本“望天
收”……长此以往，新郑本土红枣品牌又将何存？

与此同时，不少新郑大枣深加工企业负责人都将
重心放在新疆生产基地上。河南老枣农枣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常智勇便是其中之一，从2008年开始，他陆续
在新疆阿拉尔包下1400多亩地，种植灰枣，红枣成熟
后运回新郑加工成即食枣、枣片、枣夹核桃等产品。

对此，新郑市农委总农艺师贾宏伟深怀隐忧：久而
久之，人们或许会淡忘新郑红枣，而只记得新疆红枣了。

正视问题，方能行稳致远。白留伟建议，政府应加
强政策引导，鼓励扶植更多企业建立示范园、博览园
等，保证红枣种植面积和红枣品质；加大投入力度，建
立良种采穗圃、红枣优良品种种质资源汇集圃；大力发
展林下经济，调动枣农种植枣树积极性。

新郑枣科所研发中心主任李海涛认为，新郑枣区
应主要种植鲜食枣、观赏枣等，重点发展鲜食枣产业、
建设生态观光园等。值得欣慰的是，新郑目前已培育
出辣椒枣、葫芦枣、磨盘枣等十几种观赏性红枣。

同时，为进一步保护古枣林种质资源，有效探索古
枣林的合理利用途径，国家林业局已批复同意新郑市建
设河南新郑国家古枣林公园，其范围包括新郑市孟庄
镇、薛店镇、郭庄镇3个乡镇23个村的古枣林，面积2万
余亩。目前，整体规划在加紧编制，未来将打造成集生
产科研、观光休闲、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国家级示范公园。

近年来，“中华枣乡风情游暨好想你红枣文化节”已逐
步发展为集红枣采摘、文化游览、养生体验、农家餐饮为一
体的近郊生态旅游项目，每年吸引游客10余万人次。

好想你枣业结合国家大健康战略致力于开创标准
健康食养生活方式，不断深化拓展产品链条和产业功
能，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只要新郑枣
业乘势而上，发力做强“微笑曲线”两端，定将演绎更多
的“红枣传奇”。7

内黄大枣
意欲“东山再起”

□本报记者 任国战 王延辉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闫明

内黄大枣，历史悠久。其根植黄河故道，有1500多年的栽培历史，曾长期作为历代帝王

的贡品。《内黄县志》记载：“唐宋时期已有大面积种植。”

内黄大枣果酸含量为枣果平均含量的5陪，维生素C含量是柑橘的10倍，苹果的75

倍，是名副其实的“百果之王”。因所产红枣味美量大，内黄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红枣之乡”。

然而，内黄枣业发展却几多坎坷。先后经历了成长、兴盛、衰落、阵痛的过程。眼下，内黄人

痛定思痛，重整旗鼓，期待重生。

从“救命树”到“摇钱树”

内黄县位于黄河北岸，历史上沙丘连绵，常年
干旱，然而枣树的耐旱、耐涝、耐碱性，使其在这片
特殊的土地上顽强生长。

5月初，记者来到县城东南的后河镇采访，但
见道路两边全是大片的枣林，相互衔接，绵延几
十公里。那稀疏的枝干饱经沧桑，树冠开张，虬
髯盘旋，像一幅淡雅的中国画，寥寥数笔，却苍劲
有力。

赵勤瑞是地地道道的枣农，祖上就开始以枣
树营生。家里传下来的老枣树有 147棵，可以说
每棵枣树下都有他的回忆。老赵说，新中国成立
前，内黄十年九旱，粮食收成差。枣树却相反，越
是干旱，枣子越是丰产。有几年，粮食几乎绝收，
村里人全部靠枣度日。“那年头，枣树就是内黄人
的‘救命树’。”

枣树长长的根须涵养了一方水土，大枣甘甜
的果实哺育了一方黎民。内黄县林业局局长林学
军介绍说：“枣树能防风固沙，还能在粮食收成少
时，解决吃饭问题，我们这里的农户都种植枣树，
去谁家都能见到。”枣林为主的林带成为当地的独
特景观。

上世纪90年代，内黄大枣进入黄金发展期，以
枣业为主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已十分成熟。枣树
下套种小麦、花生、红薯等经济作物，既解决了温
饱，又让农民增收。“上有摇钱树，下有聚宝盆，中间
粮食屯”就是对当地特色农业的生动写照。

九十年代末，内黄大枣凭借良好的口碑，又赶上
市场经济的高速列车，引得全国客商潮水般涌来，大
枣的价格也水涨船高。枣树成了“摇钱树”，当地群
众的种植热情空前高涨，大枣产量连年攀升。

大枣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也成了内黄县最闪
亮的一张名片。

从“优越感”到“危机感”

1998年，是内黄大枣的鼎盛时期。安阳市如
日枣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刘如日回忆说：“当时，后河
镇的红枣批发市场非常红火，每到收获季节，拉枣
的卡车能排20公里。枣子有多少卖多少，生意好
得很！”赵勤瑞也说：“当时的大枣不愁销路，价格也
一路上涨到五六元钱一公斤。”

枣业经济效益一路上涨的同时，各种荣誉也接
踵而至。1993年，内黄县被省林业厅命名为“红枣
产量第一县”；2005年、2009年，国家相关部门又
先后授予内黄县“大枣优质丰产栽培及系列加工标
准化示范县”“中国枣业十强县”；当年，内黄大枣列
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名录。

一时间，“增量就是增效”成为大多数枣农追求
的目标。刘如日告诉记者，为了提高产量，部分枣
农开始滥用农药、化肥等。

“用上农药，枣子的产量上来了，品质却下降
了，口碑也就不如从前了。”赵勤瑞说。

“原本肉厚味甜的内黄大枣成为核大肉薄的
‘两层皮’，前来收购的客商越来越少，价格也越来
越低。”刘如日说。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0年后，新疆、甘肃、宁
夏等地大枣大批量进入内地，并迅速占领国内干枣
市场，对内黄枣业形成极大冲击。

“内忧”加“外患”，昔日红火的后河镇大枣批发
市场变得冷冷清清。一直做本地枣经营的刘如日，
也把重心放在了新疆枣上。

林学军痛心地说，大枣经济效益持续下滑，严
重挫伤了枣农的积极性，许多枣农甚至出现砍伐枣
树的现象。县政府发现后迅速启动保护古枣树、开
展枣乡文化节等一系列挽救措施，但收效甚微，内
黄大枣面临发展危机。

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

难道内黄大枣就这样被市场淘汰？
内黄人心有所不甘。2014年，内黄县林业局

在全国范围筛选出10种优质枣，拿到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进行氨基酸的定量分析。检测结
果振奋人心：10个品种中，内黄大枣扁核酸游氨基
酸含量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生物活性化合物环磷酸
腺苷、环磷酸鸟苷含量均属最高，比其他品种高 1
倍以上。

“看到检测结果，就像吃了定心丸。”内黄县林
业局办公室主任胡秀芳告诉记者，2015年，他们着
手进行品种培育实验，“今年就能挂果，预计可选育
出优质扁核酸品种 1个，其他优质本土品种 1到 2
个，为下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为了找对发展路子，
他们还去多地进行考察。“在山西太谷，我们学到了

‘双调技术+防雨棚设施’，在临猗看到了‘冬枣露地
栽培密植+大棚模式’，大家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
胡秀芳兴奋地说。

与此同时，内黄县发展大枣的思路也日渐明
晰。新的实施方案即将出台：推广“标准化生
产+防雨棚模式”，促进老枣树提质增效；推广

“精细管理+大棚模式”，加快壮大鲜食品种；建
设大枣科技综合示范园，强化科技支撑；引进一
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带动能力强的红枣加
工企业，尽快形成“龙头带基地，基地连农户”的
发展模式……

林学军激动地说：“从今年起到未来两年，县财
政计划每年拿出900多万元用于大枣产业发展，对
标准化管理示范园、新建的鲜食大枣密植园、搭建
的防雨棚等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奖补，从而最大限
度地激发枣农的积极性。相信不久的将来，内黄大
枣这张名片又能享誉全国！”

这几天，赵勤瑞正在考虑搭建防雨棚的事。“县
里开了1500人的发展动员大会，把大枣未来的发
展和补贴政策讲得明明白白，我们心里也都有底儿
了。”老赵对记者说，加盖雨棚非常实用，解决了雨
季枣子浆烂、开裂问题，延长了采收期，可以说是一
次投资，多年受益。

“县里还给补贴，我们几个枣农都准备开始
建防雨棚了。”话锋一转，他坚决地说，“以后任何
农药、激素，都杜绝使用，实行科学化管理。现如
今，大伙都明白，只有保住品质，才能守住内黄大
枣的牌子。”

老赵的笑脸，憨厚且自信。内黄大枣未来的发
展，值得期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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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延辉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刘象乾

红枣起源于新郑。1978年，裴李岗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炭化枣核，揭开了新郑8000年的红枣历

史。在众多史册里，也清晰地记载着春秋时郑国都城“桃枣荫于街”的繁盛景象。

历经8000年风雨洗礼，新郑红枣从野果蜕变为木本粮食，从土特产发展成“明星”产品……一

步步华彩“蝶变”，不但让新郑摘取了“中国红枣之乡”等桂冠，更塑造出风生水起的“红枣经济”。

通过走标准化、工业化、品牌化之路，新郑人硬是把红枣这么一个小小的农副产品，开发成了闻名

全国的休闲、保健类食品产业。

好想你枣业的光影分选生产线，可根据红枣大小、饱和度、光泽度、残次果等，做到精确分选，每小时可分选5
吨红枣。7 窦磊 摄

内黄县后河镇，枣农正在晾晒大枣。火红的大枣映红了枣农的笑脸，也点燃了他们渴望内黄大枣重整
旗鼓的热情。7 胡秀芳 摄

样
本

BB

同的是，新郑较早从宏观方面着力，出台整体应对方

案，沿着标准化—产业化—市场化—品牌化道路，高

歌奋进；内黄则步入片面追求产量—质量下降—无

序发展—短板突出—重新起步的囧途，至今喘息方

定。一个重视质量和品牌，围绕消费需求做文章，超

前把重心放在供给侧方面，效益自然越来越好；一个

追求产量，忽略质量，不看市场动向，只低头在一亩

三分地里动脑筋，市场化路子必然越走越窄。

两地红枣产业的发展让我们感悟：过硬的产品

质量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对

品质的要求。此外，还必须把品牌擦亮打响，以品牌

含金量博弈市场变量；必须联合发展、融合做大、延

伸做强——红枣不一定要长成在新郑，但“好想你”

品牌高高耸立在新郑，包装售出的红枣就都成了河

南枣；必须切实重视创新，不断开发新品种、植入新

元素，拓展销售新空间，最大限度强化红枣产业边际

收益；必须扎根于河南的深厚土壤，把历史文化底蕴

和地理标志、有机生产、文化风情融聚融汇，把一二

三产业融合深化，才能在深化农业供给侧改革进程

中让河南小枣红遍全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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