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远石榴产区是我国主要石榴产地之一，品质优

异、久负盛名，从唐朝开始就有大面积栽培[1]。清代怀

远石榴已诸正史，怀远县志中记载：“榴，邑中以此果为

最，曹州贡榴所不及也。红花红实，百花白实，玉籽榴尤

佳”。近几年，通过政府引导，在荆涂风景区周边的禾泉

农庄、白乳泉公园、石榴种植园区，结合旅游观光，引导果

农开辟了石榴观花、采摘等项目，开设了“榴林人家”等

农家乐，进一步活跃了怀远石榴市场。在深加工领域，

怀远县率先攻克了“活性酶提取榴叶中糖苷及榴叶茶

炒制”技术，并在全国率先制订出榴叶茶制作企业标

准，该2项技术目前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研究出石榴剥

皮榨汁机，填补了国内空白；浓缩汁榨取及全汁型果酒

酿制技术取得国家专利。安徽成果石榴酒酿造有限公

司、安徽亚太石榴酒有限公司等 4家从事石榴深加工的

企业，年生产系列石榴酒、饮料8 000余t，产值 1.2亿元，为

怀远石榴旅游产业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由于

石榴生产和销售不规范，石榴旅游产业重视不够，石榴

产业发展仍不能适应当前农业休闲观光旅游的需要。

1 发展优势

1.1 品牌优势

怀远作为全国6大石榴产区之一，具有独特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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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特色。《安徽概况》水果篇有“怀远石榴主要产在怀

远县境内的荆山、涂山一带，品种优异，早在唐代就驰

名南北”的记述。怀远石榴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自 2011 年以来，连续多年被消费者评为最喜爱的

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全国优质石榴产品评

选活动中，‘白花玉石籽’‘红花玉石籽’‘红玛瑙’3个
品种荣获最高荣誉奖（金奖），‘二笨子’‘玛瑙红’等荣

获银奖。怀远石榴是蚌埠市首个被国家授予地理标

志保护的产品，也是国家农业部授予的“消费者最喜

爱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百强品牌”之一 [2]。在

2012 年价值评估中，“怀远石榴”品牌价值为 4.81 亿

元。深加工产品“皇后”石榴酒1987 年获得国家级金

奖，“成果”石榴酒远销欧美。目前，怀远石榴面积

2 333.5 hm2，年平均总产 5 000万 kg以上，产值 4 亿

元以上。安徽天兆石榴开发有限公司在茨淮新河大

坝投资建立万亩石榴基地和石榴深加工项目，为怀

远石榴的高标准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引领带头作用。

1.2 自然区位优势

怀远地处皖北，淮河中游，素有“淮上明珠”美誉，

为淮河文化、大禹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怀远地

处“泛长三角”经济圈腹地，陆路、水路纵贯东西、连接

南北，206国道、307省道、225省道、京台高速、宁洛高

速穿境而过，境内有9条河流，水系发达，其中淮河、

涡河、茨淮新河常年通航，交通十分便利。云轨、蚌埠

民航怀远腾湖机场、皖北城际铁路正在规划建设中。

1.3 历史文化优势

怀远文化积淀深厚。涂山是大禹治水、召会诸

侯、成就伟业的地方，苏东坡、柳宗元等许多历史文

人留下了很多与怀远涂山有关的辞赋诗文。明嘉靖

年间，上蔡人张惟恕任巡按御史，游怀远时著《九日

登山》诗“泉水细润玻璃碧，榴子新披玛瑙红。落日

半山弦管发，百年此会信难逢”。怀远也是著名的花

鼓灯艺术之乡，2006年花鼓灯歌舞被列入首批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怀远人文荟萃，汉代经

学大师桓荣、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现代民营企业家

“巨人”史玉柱都是怀远人。

1.4 生态旅游优势

怀远自然景观优美。怀远县城紧邻蚌埠市区，

坐落在荆山、涂山脚下，淮河、涡河交汇处，城区建成

有涡河一、二、三、四桥和荆涂淮河大桥，使新老两城

相连，涡河、淮河、荆山、涂山环绕，形成“双山双水绕

双城”的城市格局。“涂山-白乳泉风景名胜区”被省

政府批准为省级风景名胜区，拥有禹王宫、白乳泉、

卞和洞等名胜古迹。荆涂二山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 ，相传大禹治水时期，左传记载：“禹会诸侯于

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汉武帝刘邦在荆涂二山分别

建立了启王庙和禹王宫，涂山庙会历经 2 000余 a
（年），是淮河流域影响最大的朝拜盛会，更有石榴文

化和花鼓灯艺术增添了此山此水的美景。怀远石榴

主产区主要分布在荆、涂二山山麓，除此之外，怀洪

新河、茨淮新河、涡河、淮河堤坡以及马城镇的大洪

山也是石榴的主产区。怀远地处北亚热带至暖温带

过渡带，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年均降雨量 900.9
mm，全年无霜期270 d，年极端最低气温≥-15 ℃，有

利于石榴的生长；怀远山河为邻，独特的小气候加上

特有的沙质土壤，造就了独特品质的怀远石榴。

2 存在问题

2.1 生产条件差，经营管理粗放

目前，怀远石榴基本上是几十年前形成的石榴

园，缺乏统一规划，基础设施差，环境条件薄弱，石榴

园道路不通畅，灌溉设施不配套，机械化装备落后，

生产条件极差；优良品种较少，种植不成规模。绝大

多数石榴园多个品种混栽，果实性状表现良莠不齐，

优良品种的种植数量非常少，且无优良品种成片种

植，市场优质鲜果供应量非常有限，早熟品种所占比

例小，适宜加工果酒、果汁的专用品种缺乏；没有规

范化生产技术及管理模式，基本上靠老经验、土办

法；自然灾害制约因素大，随着全球气候异常增多，

怀远石榴产区受自然灾害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

越频繁，冬季极端低温冻害、倒春寒时有发生，造成

减产减收，甚至造成树木死亡，春季干旱、雨季高温

多雨也严重影响石榴生长、结果，气候异常引起的自

然灾害已成为怀远石榴规模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之

一。因此，推广科学种植、规范管理、标准化生产已

成为当务之急。

2.2 市场未建立，品牌保护不力

与逐年增加的石榴鲜果销量及其相关产品销售

量相比，石榴市场建设和监管滞后，缺少专业的石榴

及相关产品的批发交易市场，品牌受到严重威胁。

中秋节、国庆节是石榴销售旺季，但由于怀远石榴主

栽品种没有充分成熟，造成未熟采摘、早采上市，影

响了怀远石榴品牌信誉。相对于四川和云南石榴，

怀远石榴的成熟期偏晚，加上优质石榴产量少、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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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上市供货时间较短，因此外地石榴常常“趁虚而

入”，甚至有不法商贩用外地石榴冒充怀远石榴公开

销售，不仅扰乱了石榴营销市场秩序，也损害了怀远

石榴的品牌形象[3]。因此，建立规范的市场，加大市

场监督管理，推行市场准入制度迫在眉睫。

2.3 发展规划慢，规范管理缺失

怀远石榴虽历史悠久，但由于缺少科学合理的

规划管理，产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壮大，现面积远

小于四川会理、云南蒙自、陕西临潼、山东枣庄，甚至

安徽淮北。现行经营管理体制因为规模小、收益低，

不能形成家庭主导经济，达不到适度规模、专业经营

的要求。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劳动力价格不断增

加，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较快，使石榴园管理成本

大幅增加，效益降低，出现了“青壮年不愿意种、老年

人无力种”的现象。2014年，在政府和有关单位的

大力支持下，安徽天兆等公司已在茨淮新河大坝投

资开发建设万亩精品石榴园。但是由于缺乏综合规

划和项目支持，石榴产业发展缓慢，特别是石榴休闲

观光旅游没有得到重视和开发，严重影响了怀远石

榴产业的科学发展。

3 前景展望

怀远石榴既是怀远的历史名片，也是怀远重要

的品牌形象和无形资产。思路决定出路。面对全国

石榴产业大发展的新形势，既要正视存在的差距与

不足，增强危机感与紧迫感，更要增强自信心，理出

怀远石榴产业发展的新思路。

3.1 合理规划，科学持续发展

借势政策，做好区域规划和产业布局，主要是做

好产业布局规划，石榴的栽培、贮藏、加工、旅游和流

通服务等在区域分布上要规划好。当前怀远石榴发展

要按照“规划先行、高点起步、以人为本、生态优先、三

生同步、三产联动、功能拓展、城乡一体、持续发展”的

原则，逐步实现“石榴种植向规模化、生态化、多功能

化发展，石榴休闲观光向生态农庄和示范基地集中”。

3.2 强化服务，加大政策支持

在石榴产业工作中，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发挥

专业领导小组的作用，切实做到认识到位、政策到

位、资金投入到位和工作落实到位；同时，建立石榴

产业发展基金，把优质石榴发展纳入财政支持范围，

对种苗繁育、种植技术培训、石榴示范基地建设、品

牌建设等建立长效投入机制和补贴机制；进一步完

善激励机制，采取扶持、贷款贴息、减免税收、土地流

转等政策，鼓励和支持个体、组织、企业等各种社会

力量参与。当前，要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发

展。结合目前石榴种植经营规模小、果农老龄化、兼

业果农多、管理水平差等实际，积极引导、鼓励、扶持

石榴产业龙头企业、合作组织采取流转土地、农户加

盟、“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协会）+农户”等模

式建立石榴产业基地或承包经营果园，将一家一户

分散经营模式向产业化经营模式发展，形成龙头带

动基地，基地连接农户的发展格局。推进龙头企业、

合作组织与农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协作关系和合理的

利益连接机制，鼓励龙头企业与产业化组织带领农

户开拓市场，搞活流通，打造品牌。

3.3 突出重点，加快发展进度

要积极争取石榴产业相关项目的立项，充分整

合项目，强化项目支撑，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集中

财力分步实施，重点解决种植区水利设施和交通问

题，切实改善石榴种植区的生产立地条件，努力破解

石榴产业发展瓶颈。道路、排灌、蓄水、储藏等硬件

设施要高标准建设，确保石榴旱涝保收、高产稳产、

保质保量。加大石榴贮藏加工技术研发力度，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业化水平。通过延长优质鲜果供应

期，加大石榴产品加工比例，开发石榴文化产品、石

榴酒、石榴茶、石榴汁、石榴糕点、石榴药品和护肤

品，大力发展石榴盆景、根雕等民间工艺品，开发石

榴休闲观光旅游产品等。

3.3.1 建立专业的石榴苗木繁育基地 目前，怀远

石榴没有标准化的良种苗木繁育基地，未经过严格

的植物检疫，品种和质量不可靠，成活率差，且苗木购

销渠道混杂。不但给怀远石榴品牌和信誉造成了一

定影响，而且使优质石榴苗木得不到保护和推广，严

重影响了怀远石榴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建立专业

的石榴苗木繁育基地、培养专业技术人才、建立专业

的石榴苗木市场，是当前怀远石榴发展的重中之重。

3.3.2 建立规模化的生产基地 始终坚持把示范引

领作为特色经济发展的关键，按照“规划设计科学、

产业特色鲜明、基础设施配套、生产要素集聚、科技

含量高效、经营体制完善、产品商品率高、综合效益

明显”的要求，全面推进石榴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改

善石榴基地立地条件，加强石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

力度，做到水电路到位；标准化生产，规范化经营。

用企业经营、合作经营的方式使石榴种植规模扩大、

姚登波，等：怀远石榴特色经济发展前景展望——以石榴休闲观光旅游为视角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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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企业做大，扩展品牌优势和产品优势；紧跟世界

石榴发展趋势，在确保传统知名品种‘玉石籽’‘红玛

瑙’等的基础上，开展完全软籽石榴品种的引进示范

和选育研究，提高软籽石榴品种，特别是完全软籽石

榴品种的栽植比例；进一步提高现有石榴深加工企

业的生产能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石榴酒、石榴饮

料、石榴醋、石榴多酚和石榴籽油等；同时，要积极与

相关的科研院所合作，搞好石榴新产品研发，开发石

榴食品、石榴美容化妆品、石榴保健品、石榴医药用

品等系列产品；解决石榴保鲜和贮存的技术问题，延

长石榴鲜果的供货期；把石榴生态资源与生态旅游、

民风民俗旅游、特色农业旅游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

推进石榴与自然、历史、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相结合

的生态观光旅游业的发展，逐步形成石榴生产、加

工、营销、物流、冷藏、旅游等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

不断提高怀远石榴产业发展水平。

3.3.3 建立专业的石榴交易市场和电子商务平台

随着社会的发展，电子商务已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

要力量，在怀远县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淮商集

团电子商务公司电商产业园，开辟了怀远石榴网上

销售的新天地。把已闻名全国的怀远石榴特产从实

体店经营转型到网店销售，使“网上购买，线下消费”

成为大众消费的新亮点、新潮流。现在，随着物流业

的发展，石榴鲜果能够快速到达全国各地，网上销售

和邮寄石榴已成为新的时尚。打造一个集产前信息

服务、产中技术服务、产后市场服务的全过程、全方

位、全领域的“三农”电子商务平台，让特色农产品搭

上“互联网+”的快车，做出怀远石榴电商新模式，必

将成为怀远石榴产业发展一道靓丽的风景。

3.3.4 建立石榴休闲旅游基地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的推进,观光休闲农业等高经济效益产业已逐

渐形成主流。挖掘石榴资源的休闲观光和文化传承

功能，以山水为载体，以文化为灵魂，大力发展石榴

休闲观光采摘和石榴文化旅游，形成以石榴特色资

源栽培为依托、石榴加工产业为核心、石榴休闲观光

旅游业为延伸的三产联动发展的产业格局，促进石

榴特色休闲观光旅游业同步发展。

通过推进土地流转、林权股份合作，打造以石榴

产业公司、石榴专业合作社为主的园区建设主体和

平台，扩大石榴种植面积、提升石榴资源栽培质量；

通过整合农业综合开发土地治理项目、现代农业项

目、特色产业发展项目、新农村建设项目、科技和旅

游项目资金，加大园区道路、灌溉蓄水等基础设施的

建设力度；依托新型农村社区和石榴生态果园，发展

石榴庭院经济和石榴观光采摘业，从而打造集中连

片的石榴标准化栽植示范基地和石榴观光采摘示范

基地，实现以下主要功能：

（1）高质量、高效益、标准化、规模化、品种化生

产绿色无公害高档石榴鲜果，配套观光道路与游憩

小径、游客停车场等项目。建设成集“观叶、赏花、采

果、游憩”于一体的石榴三产基地。

（2）依托怀远县生态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密切

结合石榴生产过程，充分挖掘石榴文化内涵，打造集

石榴花观赏、鲜果采摘、石榴特色农家乐、大禹文化、

淮河文化、花鼓灯文化传承于一体的石榴文化旅游

区，为周边城市居民创造一个观光休闲和近距离度

假的场所，拉长石榴特色产业链。

（3）通过荒山、河坝、荒滩综合治理开发，扩大石

榴栽培面积，以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等措施，提高农

民收入，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园区三生协调、三产联

动、三化同步可持续发展之路。

4 结 语

在皖北旅游崛起的大环境和趋势下，在蚌埠市

“发展大旅游、开拓大市场、形成大产业”的鼓舞下，

在怀远县重振石榴产业的战略目标指引下，依托怀

远丰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优越的自然资源及良好的

区位优势，以特色石榴种植基地为基础和依托，突出

“生态”和“休闲”，充分挖掘和体现石榴园区的观赏、

猎奇、休闲、度假、体验、美食等功能。怀远石榴休闲

旅游特色鲜明、主题突出，能适合多种类型、多层次

游客的需求，必将成为安徽省旅游产品体系中的特

色产品、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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