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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概况

1.1 枣庄市石榴品牌发展现状

石榴 ( Punica granatum L. ) 属于石榴科 ( Pu-
nicaceae) 石榴属 ( Punica L. ) 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

果树，原产于伊朗至印度北部的喜马拉雅山一带，向

东传播到中国[1-2]。近年来，枣庄市把农产品品牌建

设作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农业新旧动能

转换的着力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关键点，以“厚

道枣庄人，放心农产品”为品牌宣传，强化农产品品

牌顶层设计、标准化生产、质量安全、品牌营销等关

键环节，培育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影响力和知名度的

农产品品牌。截至目前，枣庄市共有 2个山东省知

名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包括滕州马铃薯和峄城石

榴。枣庄市目前保存石榴品种100余个，先后被农业

部、国家林业局命名为“中国石榴之乡”、“中国名特优

经济林石榴之乡”和“国家古石榴森林公园”，获得各

级农、林、园艺等产品博览会金、银大奖260余项。

1.2 枣庄市石榴营销现状

枣庄素有“五省通衢”之称。京沪铁路，京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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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在此交汇，京杭大运河傍城而过，为我国重要水陆

交通枢纽。运输、物流等石榴深加工市场也愈来愈

大，成为国内石榴汁、石榴酒、石榴茶、石榴盆景盆栽

产销量最大、最富盛名的产品集散地之一。枣庄市

曾举办过第一届国际石榴大会[3]、石榴采摘节、石榴

王大赛、石榴文化节等活动，积极组织参加国际、国内

农林博览会，让枣庄石榴走出枣庄，提高市场知名

度。目前枣庄全市从事石榴生产、销售、运输、贮藏、加

工和石榴生态旅游等行业从业人员已超过2万人。

枣庄石榴品种栽培面积达 1.2万 hm2，枣庄石榴

总产值约占全省石榴产业的80%。枣庄产区栽培品

种60余个，‘大青皮甜’‘大马牙甜’‘秋艳’石榴等主

栽品种占栽培面积 70%，其他品种约占 30%。‘大马

牙甜’‘大青皮甜’成熟期为9月底10月初，‘秋艳’石

榴成熟期为 10月上旬。枣庄石榴鲜果市场目前已

初具规模，每年中秋节前主要销售四川会理等地的

石榴鲜果,中秋节至国庆节期间主要销售枣庄本地

石榴鲜果。

2 石榴品牌发展及营销策略

2.1 做大石榴加工产业，提高石榴产品附加值

一是积极发展石榴盆景。枣庄市石榴盆景有

300多年的栽培历史。近年来，枣庄石榴盆景产业

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规模、艺术水平等方面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2016年，枣庄市年产石榴盆景、盆栽5
万余盆，产值超过 1亿元，成为国内最大的石榴盆

景、盆栽产地和集散地。二是积极扶持石榴深加工

企业。枣庄石榴加工产品从上世纪 80年代的石榴

茶、石榴饮料扩大到现有的石榴原汁、石榴凉茶、石

榴草本茶、石榴酒、石榴饴糖、石榴糕、石榴籽粉、石

榴籽粒胶囊、石榴化妆品等一系列产品。

2.2 借力专业营销企业，着力提高营业收入

“美果来”石榴汁已成为枣庄对外宣传的一张

“名片”。枣庄市穆拉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美果来”石榴汁国内市场占有率已超过60%。产品

出口到美国、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成为

目前国内唯一出口世界的石榴果汁饮料。穆拉德集

团生产的石榴加工产品在海外全部由世界第二大直

销企业永久集团销售，在国内主要由王老吉品牌销

售渠道销售，保证了年销售收入的稳定。

2.3 通过网络销售平台提高枣庄石榴果农收入

随着枣庄石榴产品网络销售平台交易规模不断

壮大，枣庄产区石榴种植户销售难题得到了有效解

决。截至目前，全市从事网络销售石榴产品的企业

已达20余家，大型石榴盆景及绿化苗木销售商年收

入可以超过100万元。

2.4 让枣庄石榴文化成为石榴产业发展的名片

枣庄市峄城区建有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冠世

榴园”、中华石榴文化博览园等石榴旅游文化胜地。

其中，中华石榴文化博览园建筑面积 2 000 m2，收

集、保存国内外石榴品种、种质近 300余份，是国内

唯一的国家级石榴种质资源圃和全球首家石榴博物

馆，枣庄市石榴文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也为石榴基

地建设、石榴系列产品开发、市场销售、包装工艺、餐

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的持续推动力。

2.5 加强标准化生产

目前，枣庄石榴生产、加工标准体系已基本确

立。农业部门通过品种选育、改良和新品种引进等

方式，积极引导果农实行标准化生产，切实提高石榴

品质。认真做好“两圃四园”（石榴种质资源圃、石榴

优质品种繁育圃、石榴优质品种丰产示范园、石榴标

准化管理示范园、石榴老化劣质改造示范园、石榴根

结线虫病综合防治示范园）建设。目前，枣庄市已建

设石榴标准化生产基地（示范园）5个。枣庄峄城石

榴已通过“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有机食品”、

“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认证，峄城区被授予“国家石榴标准化栽培示范

区”称号。

2.6 加强执法监督

近年来，枣庄各级农业部门不断加大石榴农业

投入品监管力度，在一些的石榴专业合作社尝试推

广质量安全追溯建设试点，推行条形码制度。同时

结合“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和省级“农产品

质量安全示范县建设”，逐步完善枣庄市石榴质量安

全体系。

3 石榴产业营销政策建议

3.1 做好石榴价格分析工作

要高度重视做好全国石榴主产区市场价格分析

工作，创新现代农业管理方式,加强石榴主产区市场

数据监测分析结果及发布系统技术的开发工作和相

关人才的培养[4]。石榴市场价格展望就是利用已有

的产区种植面积、产量、自然灾害等生产信息，基于

模型运算对下一个生产周期做出科学与权威性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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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预测。通过全国石榴价格展望，发布国内主要

石榴市场权威信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农业生产者、

经营者的决策。

3.2 培养高素质的石榴营销队伍

营销队伍素质对石榴营销工作至关重要。2016
年，枣庄市农业局与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枣庄

职业学院联合组建了山东省首家院地合作的新型职

业农民培育教学基地。利用枣庄新型职业农民学院

教学平台，聘请互联网+农业营销方面创业导师强

化学员营销实践，鼓励学员利用C2C、O2O等商业模

式在网上自主开店，灵活管理，扩大货源寻找范围。

3.3 努力提升石榴加工企业品牌运营水平

一是积极引导石榴加工企业开展市场调研。预

测石榴市场发展趋势,把握国际、国内市场需求动

向。二是把握枣庄石榴种质资源和传统文化优势,
及时做好商标注册工作。三是优化石榴产业产品结

构,利用农产品市场存在结构性过剩与季节性短缺

的特点,不断推出系列产品。四是开发绿色食品和

有机食品,不断满足各层次消费需要,达到品牌创新

和品牌拓展目的。五是谋划枣庄石榴产业广告与公

关策略,通过广泛宣传确立枣庄石榴产品在全国的

市场地位。六是依法保障枣庄石榴品牌权威性，充

分利用法律武器,保护商标使用权益工作。

3.4 加快枣庄石榴区域性交易中心建设

充分利用枣庄市石榴种植面积大、交通便利等优

势,建设域性交易中心[5]。一是加强石榴鲜果批发市场

信息化建设。农产品批发市场处于农产品供应链的中

心环节，汇集大量批发商及供求信息，要做好价格发

布、电子交易系统等信息化建设，减少买卖双方的信息

搜寻成本，快速促成供求平衡。二是做好冷链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加大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投入。

提高枣庄市石榴运输全程冷链比率，降低石榴产后损

耗率，从而提高石榴流通效率。三是加大政府石榴批

发市场质量安全检测费用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地市级

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心等公益事业单位的技术优

势，以驻派的方式承担石榴鲜果质量安全监测。

3.5 促进枣庄石榴标准化生产

发挥枣庄石榴产业发展比较优势,选择种植面积

大、栽培历史长的‘青皮马牙甜’‘峄县岗榴’为枣庄石

榴主栽品种,以规模大、开拓市场能力强的企业为载

体,形成以“无公害特色农产品”为基础的石榴主导产

品。同时要发挥枣庄市农业标准化专家咨询委员会

的指导作用，进一步加大枣庄石榴产区标准化种植

面积。

3.6 借力农业三产融合，促进石榴消费

一是继续举办或积极参加以石榴为主题的特色

文化活动或农产品展会，提高枣庄石榴的文化知名

度。二是促进石榴消费与旅游业的结合，大力发展

观光农业与生态农业，刺激观光旅游、休闲体验过程

中的石榴消费。三是石榴产业与餐饮服务业相结

合，创新石榴点心、甜品、饮料、茶叶的种类，提高石榴

的消费总量和消费档次，丰富石榴的消费形式，拓展

石榴的消费层面。四是通过网络新媒体积极宣传石

榴助消化、抗胃溃疡、软化血管、降低血脂血糖、降胆

固醇等多种养生功效，提高石榴产品的社会知名度。

3.7 发挥规模优势，降低生产成本

一要创新石榴种植基地运营机制建设,降低石

榴龙头企业原料供货成本。二要扩大石榴加工产品

规模,按石榴产品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基地化

经营的格局,努力构筑大规模产品群。三要鼓励石

榴龙头企业走资产重组，低成本扩张的路子。支持

穆拉德等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互持股份等方式，

形成具有地区规模优势的石榴产品加工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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