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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石榴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
李智梅，赵 勇，李 荣

（云南省建水县园艺站，云南建水 654399）
摘 要：石榴是建水的传统特色果树，是当地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之一。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和农业

科技的发展，水果品种越来越丰富，市场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水果流通速度越来越快，建水石榴的发展将面临巨大的挑

战。笔者在对全县石榴产业情况详细调研的基础上，简述了当前建水石榴的品种、生产销售现状、发展中的优势和存

在的问题，并就当地今后石榴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出路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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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omegran⁃
ate industry of Jianshui
LI Zhimei，ZHAO Yong，LI Rong
(Gardening Station in Jianshui County, Yunnan, Jianshui 654399, Yunan, China）

Abstract: Pomegranate is a kind of traditional typical fruit, the main industr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
ment of loc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economy. Howev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agri⁃
cultural technology, fruit varieties are becoming more and more abundant, and market demand is becom⁃
ing more and more diversified. In addition, fruit circulation is getting faster and faster, so the development
of pomegranates in Jianshui will face enormous challenges. On the basis of detailed survey on the situa⁃
tion of pomegranate industry in the whole county, this paper not only briefly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itua⁃
tion such as production, sales status, 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pomegranates in Ji⁃
anshui, but also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omegranate industry in the fu⁃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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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水位于云南南部，东经102°33′18″—103°11′42″，
北纬23°12′42″—24°10′32″，是云南省主要石榴产区

之一，已具有300 a以上的栽培历史，早在清康熙《建

水州志》“物产篇”中就有记载，建水石榴栽培以具有

传统地方特色的鲜食酸石榴品种‘红玛瑙’‘红珍珠’

‘红宝石’为主，因其独特的风味，鲜艳的外观、优良

的品质深受大众喜爱，浓郁的地方特色独树一帜，在

全国具有独特性，被农业部列入国家《特色农产品区

域布局规划》[1-3]。曾多次在全国各类石榴果品评比

中获得优质奖、金奖、石榴王等奖项和称号，目前，建

水石榴面积 0.33万 hm2，是我国鲜食酸石榴种植的

主要地区。笔者简述了建水石榴栽培的现状、具有

的优势、存在的问题，对今后建水石榴产业的发展趋

势进行了分析探讨。

1 建水石榴产业现状

1.1 种植规模和品种

建水石榴酸甜爽口、籽粒饱满、晶莹剔透、色泽

艳丽、着鲜红和玫瑰红色，似玛瑙赛珍珠，栽培历史

悠久，但一直零星种植，近20年，在政府的积极引导

和扶持下，才真正得到规模化发展。据农业部门统

计，到 2016年，全县种植面积 3 452 hm2，产量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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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t，实现产值 12 390万元，是当地主栽乡镇主要农

业产柱产业。建水石榴种植以酸石榴品种‘红玛瑙’

‘红珍珠’‘红宝石’为主，少量种植有甜绿籽、甜光颜，

近两年引入部分‘突尼斯’软籽种植，但红玛瑙、红珍

珠栽培面积占到全县石榴栽培面积的80%以上。

1.2 生产技术水平

建水石榴产业栽培模式为农户分散种植、企业

种植 2种模式。农户分散种植模式必要投入不足，

病虫防治、整形修剪、水肥管理等技术措施不到位，

导致“三低”：商品产量低、优质果率低、经济效益低；

企业种植模式标准化程度和技术到位率相对较高，

商品产量也高于农户种植，但仍存在生产投入不足、

病虫害控制不理想、优质果率低的情况。

1.3 果品销售

建水县石榴果品除了少量等外果、小果、裂果用

于加工石榴酒、石榴汁外，主要以鲜食果销售为主，

由当地经销商、合作社组织销售，近两年网络销售也

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所占销售比例较小；建水石榴除

满足昆明等云南省本地市场需求，部分销往武汉、北

京、西安、沈阳、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出口迪拜，近几

年来销售价格有所下降，每 kg售价2~5元。

1.4 产业建设成效

通过多年的建设和打造，建水石榴产业取得了

卓越的成效。2004年全国首届优质鲜食石榴评选

中，建水选送5个样品，即有4个获得优质奖，占此次

获奖数的三分之一；2007年建水石榴被农业部列入

国家《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9年建水酸石

榴地理标志保护申报并获批准,“和源”牌酸石榴荣

获第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金奖；2010年建水

石榴获中国园艺学会石榴分会首届全国优质石榴产

品评奖金奖，“和源”牌酸石榴被评为云南名牌农产

品；2011年建水石榴获中国园艺学会石榴分会第二

届全国优质石榴产品评奖的“石榴王”荣誉称号；

2012年、2014年、2015年建水石榴分别获中国园艺

学会石榴分会全国优质石榴产品评奖优秀奖、金奖、

银奖；2012年“天浆红”石榴商标获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颁发的商标证注册。

2 建水石榴产业发展的优势

2.1 品质优良，独具地方特色

石榴在全国水果种植面积中仅占较小比例，属

于一个小果种，况且我国石榴种植区大多以甜石榴

为主，而建水则是以酸石榴为主栽品种，其果大、色

艳、汁多、味浓、酸甜爽口，可食率高，籽粒饱满晶莹、

似玛瑙、赛珍珠，深爱消费者青睐。早在清康熙《建

水州志》“物产篇”中就有关于建水石榴的记载，我国

著名水果分类学家吴耕民先生在《中国温带果树分

类学》中就将“建水酸”石榴品种列为全国性优良品

种，2007年被农业部列入国家《特色农产品区域布

局规划》，是品质优良，具有较强地方特色、在全国极

具独特性的优势果种，随着果品市场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立足于当地的自然优势和品种资源优势，突出

特色，生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奇的果品，是

参与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

2.2 既是鲜食良种，又具加工优势

建水酸石榴甜中带酸、酸中回甜，籽粒饱满、晶

莹剔透、色泽艳丽、着鲜红和玫瑰红色，似玛瑙赛珍

珠，是优良的鲜食品种，据农业部亚热带果品蔬菜质

量监督检验检测中心测定，建水酸石榴的可食率为

71.1%，出汁率 50.1%，总糖 11.7%，可溶性固形物含

量15%，可滴定酸1.72%，固酸比8.72：1，建水石榴又

是最好的加工品种，加工成石榴汁后，其汁色呈现天

然深玫瑰红色、晶莹剔透、酸甜可口、无比诱人，与甜

石榴或其他水果相比，具有不可比拟的加工优势。

2.3 石榴产业发展规划符合产业结构调整方向

优质酸石榴是建水最具地方特色的优势果种，

2005年被列入《云南省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

给予扶持发展，2007年被农业部列人国家《特色农

产品区域布局规划》。现代科学研究表明：石榴及其

原汁制品中含有延缓衰老、预防动脉粥样硬化和减

缓癌变进程的高水平抗氧化剂，无论是鲜果汁还是

石榴酒，其类黄酮的含量超过红葡萄，可更好地中和

人体内诱发疾病与衰老的氧化自由基，能有效防止

低密度胆固胆醇被氧化，其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引

起的心脏病的效果比红葡萄更佳；石榴还能减缓前

列腺癌的发展。建水县委、政府立足本地资源优势，

把最具地方特色的建水优质酸石榴作为产业结构调

整的特色产业给予重点扶持，为做大、做强建水优质

酸石榴产业提供了保障。

3 建水石榴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外销量少，经济效益得不到提升

近几年，虽然电商销售有所发展，但石榴外销量

所占比例仍然较少。一是我县虽然石榴栽培历史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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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但相当一部分果园管理粗放，水肥投入跟不上，

尤其是病虫害难以控制，优质果少，不足产量的20%~
30%，果品外观质量差，而外销果要求果大、果皮光

滑的优质果，导致“好的不够卖，差的卖不完”，外销

量上不去；二是建水石榴要在完全成熟时才具有甜

中有酸，酸中回甜的风味，但由于不能有效控制石榴

病虫害，完全成熟时难以大量贮运，因此往往外销果

是采摘没有完全成熟的果实，酸味偏重，不能达到品

种固有的风味与口感，影响了消费人群，减少了外销

量。所以我县的石榴销售主要是以当地及省内周边

市场为主，产业经济效益得不到有效提升。

3.2 比较效益低，面积逐年减少

建水石榴生产后期酒果、裂果多，每年因裂果和

酒果造成的产量损失在总产的20%~50%，因此商品

产量低，多数单产 1~1.5 t。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和农

业科技的发展，水果品种越来越丰富多样、水果流通

速度越来越快、流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以当地市场

及周边市场销售为主的建水石榴，在各类水果大量

涌入竞争下，市场占有量必然减少，导致价格下滑。

商品产量低、价格下滑，总体经济效益差，必然影响

了果农的种植管理积极性，出现毁园挖地，转向种植

比较效益相对较高的葡萄、柑橘等的现象，因此石榴

面积逐年减少，2013年全县石榴面积 5 227 hm2，到

2016年，石榴面积仅只3452hm2，减少1 775 hm2。

3.3 石榴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化服务体系建

设滞后，品牌意识不强

虽然建水龙头企业、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但在石

榴生产、销售环节中，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龙

头企业、合作组织的带动作用仍远远不够，仍以各家

各户分散管理、经营为主，组织化程度低，生产中病

虫害防治、生产农艺措施的落实，水利道路设施的维

护和修复等难以解决；营销中市场信息资源、流通网

络等难以共享；品牌建设中各自为阵，一家企业注册

一个果品商标，统一的商标没有应用起来。导致我

县石榴产业没有形成合力，生产上存在技术措施不

能共享，营销上各自为阵、信息滞后，品牌打造上没

有一个叫得响的品牌。

3.4 石榴产业延伸发展步伐慢，不利于产业的进一

步发展

石榴产业链延伸的发展步伐已不能满足产业发

展需求：缺乏一家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

的加工企业，石榴的综合开发利用尚未形成，加工业

发展慢，加工量小，附加值小，产业链不长，没有发挥

应有的资源优势，有效提高石榴产值。

3.5 土地零星分散，不利于产业化发展

建水石榴种植还是以农户分散种植模式为主，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

来，土地经营权承包至一家一户，而当时多数地方为

了公平起见，土地按照好、中、差三等地力搭配承包

到一家一户，这就导致每户农户承包经营的土地东

边有一块，西边有一丘，承包土地零星分散。给农户

种植管理带来不便，直接影响产业的规模化发展、组

织化程度及产业化经营。

4 建水石榴产业发展的趋势

4.1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涌现新型经营主体，实现

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随着农业产业发展的需要，会有更多的投资者

介入到农业产业，石榴产业将在以往家家户户零星

种植、分散经营为主的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上，更多

的通过招商引资、土地流转、项目实施、农户加盟等

各种措施由种植大户、企业及合作组织集中土地，适

度规模种植经营。这些以种植大户、企业为主体的

新型经营主体，种植规模少则几十、上百亩，多则几

千亩，市场意识较强，更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市场的需

求，与市场接轨；更能够投入雄厚资金，有足够的物

力、财力、人力投入石榴种植；更能够促进石榴产业

的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生产技术提高。

4.2 以酸石榴为基础，适度引入其他优良品种，满

足不同市场需求

以独具地方特色的‘红玛瑙’‘红珍珠’为主栽品

种，适度引进‘突尼斯’软籽‘中农红软籽’及其他品

种。丰富当地的石榴品种，多样化发展，满足市场不

同消费者需求。目前，已有两家企业引入并规模化

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

4.3 企业和合作组织对石榴产业的带动作用更为

显著

农业产业化是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的必然之路，

而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企业和合作组织对石榴

产业的带动作用将更为显著。企业和合作组织科技

意识强，往往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学习能力和市场

开拓能力。产前，有雄厚的资金，能做到规模化的发

展；产中，容易接受新的技术，基地建设标准化程度

高，病虫害能够综合防控，产量和品质较为稳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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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市场需求更为灵敏，有采后商品化处理的意

识，有能力做好石榴的综合开发利用，延伸产业链，

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能极大地提高石榴产业的建

设质量，促进石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4.4 贮藏保鲜销售，延长石榴上市时间

建水石榴集中于 8月下旬至 10月销售，销售时

间短、水果种类多，价格较低，并且完全成熟时落果

重、病虫害重，不耐贮运，不完全成熟采摘口感欠

佳。因此加强贮藏保鲜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对

于建水石榴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今后的一

个重要发展方向。一是部分果不完全成熟即入库贮

藏，减轻销售压力，减少落果。二是不完全成熟果经

过贮藏保鲜，口感变佳，更易被消费者接受。三是延

长销售时间，提高石榴的经济效益。

4.5 打破传统销售方式一统天下的局面，电商发展

迅速

当前建水石榴销售仍以当地经销商、合作社组

织销售为主，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物流的健全，

水果网络销售也将成为销售方式之一。

4.6 农业与旅游相融合，向休闲农业方向发展

石榴极具观赏性，可赏花、赏果、赏树，享受采摘

乐趣，更能与旅游相融洽地结合起来，打造人们休闲

的好去处，提高石榴产业的附加值。将石榴产业与

我县深厚的人文自然景观相结合，也是促进农业产

业化发展的一个新方向[4-5]。目前，建水县已建有了

和源石榴庄园，提供休闲、赏树、赏花、采摘、娱乐、吃

宿等一条龙服务，把石榴文化与自然景观融合于一

起，同时推动了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

4.7 鲜食与加工并举，延伸产业链

在今后的石榴产业发展中，更重要的是提升石

榴产业的经济效益，一是做好鲜食石榴。推行标准

化种植与科学化管理、重点搞好病虫害防治技术的

研究与推广、推进无公害果品生产、提高优质果率、

重视果品分级、包装、贮藏等采后处理。二是重视石

榴产品的加工，延伸产业链。扶持或引进进信誉好、

实力强的龙头企业，发展加工业，综合开发石榴汁、

石榴酒等各类石榴产品，实现产、供、销一条龙，农工

贸一体化的产业化格局，增强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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