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园艺

2018 年第 11 期

中国油橄榄的发展历程
—以甘肃陇南市为例
——

高文兰
（陇南市经济林研究院油橄榄研究所，
甘肃

陇南

746000）

摘 要院甘肃省陇南市是中国油橄榄发展的最佳适生区之一，发展油橄榄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为了把油
橄榄这一特色优势产业发展好，全力落实全国政协一号提案和国务院参事室的调研精神，陇南市提出了“尊重规律、扩
大规模、强化科技、健全市场、壮大龙头、打造品牌、提质增效”的总体要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践行“两山理论”，以工业化理念发展油橄榄产业，以产业开发生态化、生态发展产业化拓展发展空间，把油橄榄
产业打造成适生区脱贫攻坚、生态脆弱区生态修复、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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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现状

境中结出橄榄果和生产出的橄榄油属绿色有机产品。油橄榄

1.1

种植现状

企业注重品牌建设，
注册了
“祥宇牌”
等商标 43 件。祥宇公司

陇南引种栽植油橄榄始于 1975 年，已有 40 多年的历

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国家林业重点龙头企业称号，
被国家农业

史，
种植扩展到了白龙江、
白水江、
西汉水流域。目前，
全省现

部授予国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称号。
“祥宇牌”
特级初榨橄

有油橄榄种植基地面积达到 40000hm ，占全国种植面积的

榄油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国际橄榄油大赛上荣获金奖，
陇南田

58％；
挂果面积 13333.33hm2，
进入盛果期面积约 4666.67hm2。

园油橄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橄榄油在国际油橄榄理事会

2017 年产鲜果 3.8 万 t。发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助推适生区

橄榄油官方评比中荣获一等奖——
—马里奥·索利纳斯奖。

精准扶贫，
让白龙江、
白水江两岸披上了绿装，
发挥出了重要

2.3 产业开发基础扎实

2

通过 40 多年的发展，
培养了一批开发建设队伍，研发了

的生态功能。
1.2

加工业现状

一批技术成果，开发了油橄榄系列产品，引进了一批适合陇

陇南市现有油橄榄加工企业 15 家 18 条生产线，
每小时

南发展的优良品种，
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适生区油橄榄产

加工能力 38t。其中武都区 13 家 16 条生产线，
文县 2 家 2 条

值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8％，助农增收效益明显，农民

生产线。2017 年全市油橄榄鲜果产量为 3.8 万吨，
其中武都

种植积极性较高，
产业推广条件成熟。

区 3.6 万 t，
文县、
宕昌县 0.2 万 t。陇南自产橄榄油全国占比

2.4 市场潜力大
陇南油橄榄发展前后得到两任总理的批示，
全国人大政

从 2010 的 5.8％上升到 2017 年的 8.6％。
1.3 带农增收情况。陇南市现有 3 个县区 45 个乡镇 420

协代表委员高度关注油橄榄发展，
省上出台了全省油橄榄发

个村 4.8 万户 28 万人种植油橄榄，其中贫困户 1.9 万户、人

展规划，市县两级坚持不懈全力推进陇南油橄榄城建设，凝

口 9.8 万人。全市油橄榄综合产值 18.1 亿元，主产区人均油

聚了发展共识。我国巨大市场消费潜力，
为发展油橄榄提供

橄榄收入 866 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48.5％，已成为当

广阔空间。目前全国每年进口国外橄榄油 5 万 t 左右，
国内自

地农民增收的重要收入来源。已经组建油橄榄农民专业合作

产橄榄油仅占国内消费量的 8.6％,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和人

社 52 个，
成员 1211 人，
成立了陇南市油橄榄专业分会。市县

们对健康生活的追求，消费群体将会进一步扩大，为发展油

乡完善了技术服务体系，
发挥了积极的主导作用。

橄榄提供了广阔空间。

2

3

发展特点

2.1 区域资源优势突出

制约因素

3.1 良种化程度较低

陇南市白龙江河谷与油橄榄原产地主产区的国家处于

陇南近年来共引进油橄榄品种 124 个，申报省级良种 7

北纬 33°同一纬度带，
属于
“油橄榄黄金生长带”
。陇南市适

个。但由于早期发展的油橄榄园没有采用良种建园，以致产

宜种植油橄榄有 9 个县区 67 个乡镇 451 个村，涉及 56 万

业良种化程度低。近几年筛选出丰产性能较好的 5 个品种在

人，
其中贫困人口 14 万人。与原产地具有相拟的土壤、
降水、

生产中推广应用，只有 2 个品种含油率超过 20％，与地中海

日照、
气候、
湿度等自然条件，
是全国油橄榄一级适生区。

地区培育的新品种相比，
含油率低 30％。

2.2 橄榄油产品品质优良

3.2 基础设施建设薄弱

陇南市武都区被国家质检总局评审认定为
“地理标志保

充足的供水是油橄榄开花、挂果的重要基础，陇南 83％

护区”
，
被中国经济林协会命名为
“中国油橄榄之乡”
。白龙江

的橄榄园缺乏有效灌溉设施，产业潜在效益未能充分发挥；

河谷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秦岭南麓、黄土高原和岷山的过渡

73％的油橄榄园没有配套建设通园道路，生产资料难以进

地带，
方圆 200km 无重工业，
生态环境良好，
橄榄树在这种环

园，
采收的鲜果不能及时进行加工，
增加了运输成本，
也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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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影响了油品质量；
90％以上橄榄园都未能配套建设

甚至出现鲜果无人收购或低价收购的现象。2017 年生产橄榄

管护用房。

油 5700t，
目前仅销售 25％，造成产品积压，
不仅影响了企业

3.3 企业综合实力不强

效益，
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农民种植油橄榄的积极性。

加工企业普遍规模较小，专业技术人才不多，研发能力
不足，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没有专业的营销团队，品牌混杂、

4

突出重点工作，
加快产业开发
（1）成立
“陇南市油橄榄产业发展专项工作组”
。
（2）建议

包装混乱，
产品市场认可度不高。虽然部分企业已研发出了

省委、省政府出台“加快推进甘肃油橄榄产业发展的实施意

橄榄茶、保健品、化妆品等精细产品，没有规模生产，原料综

见”
。
（3）政府强势介入切实解决群众交果难。
（4）多措并举开

合利用率低，
企业效益不佳，
缺乏发展后劲。

拓橄榄油销售市场。（5）加强创新驱动能力建设。（6）强力打

3.4 压榨收购销售困难

造
“中国橄榄之城”
，
坚定不移推进基地建设。
（7）加强市场监

近年来，由于油橄榄挂果面积逐年增加、橄榄鲜果和榨
油产量不断上升，但国内市场对国产橄榄油认知度不高，
现

管。
（责任编辑 张芝）

有的营销模式和销售渠道就远远不能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

- 139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