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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周刊］
大力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热点思考/政策解读/案例剖析/典型推介

日本农业大县探寻“农业六次化”新路

远程农场直播农耕体验
网站注册用户以在线支付的

方式，通过个人电脑或智能手机在
网上选择农产品和远程农场的签
约农户，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工具与
农户沟通农产品的耕种、收获，最
后农户将收获的农产品邮寄给用户。

一家位于爱媛县松山市的远
程农场公司已申请专利的商业模
式。这家公司由当地人在2007年
创办，后来被电商巨头日本乐天公
司收购，成为乐天公司的农业部
门，也叫“乐天农业”。目前远程农
场的注册会员超过4万人，签约的
农民达130 人，分散在日本全国。
同时在该公司位于爱媛县大洲市
和伊予市约7公顷的专属农场，还
有25名专职农民。除了爱媛县，该
公司还正在静冈县御殿场和广岛
县广岛市郊筹备新的专属农场。

该公司的创办者、董事长远藤
忍说，他原来从事健康体检工作，
有感于老龄化和人口不断减少导
致地方活力降低，希望通过激活当
地的第一大产业——农业，来帮助
地方振兴。于是他联合当地的IT
人才，寻访当地因年迈或没有继承
人而荒废的农地的主人，向他们租
借土地，并在网上推介和寻找签约
农户。继而对后者进行培训指导，
教他们如何拍摄、上传农作物的动
态，如何运用社交媒体与用户联系
等。远程农场渐渐走上正轨，并被
电商巨头乐天相中。

“我们不是出售农作物，而是
出售农作物的栽培过程、农事活动
体验。用户通过远程联系体验农
事，获得自己参与培育的农产品。”
远藤忍介绍说。

该公司的职员现场演示了如
何利用远程农场。只要利用在日
本几乎人人都有的乐天网购平台
账号，再每月交500日元的会费，就
可以成为远程农场的会员。在网
络游戏风的界面上，排列着菠菜、
西瓜、茄子等100多种蔬菜，点开每
种蔬菜都有详细的介绍，比如西葫
芦的种植期大概多久，大约可以收
获多少，甚至还有推荐菜单和烹调
方法的介绍。此外，还有种植这种
蔬菜的多位农户的短视频自我介
绍，可以看到农户本人以及他的农
田。选择好对接农户之后，农户会
对天气、作物栽培和生长过程以及
变化情况拍摄照片和上传视频。
用户也可以选择浇水、施肥、除杂
草等指示，农户会告诉你这么做适
不适合等，可谓一堂远程的蔬菜栽
培课。

远藤忍还告诉我们，农场的25
名专职农户平均年龄32岁，签约农
户中年龄最大的也就40多岁。而
日本全国70%以上农民超过60岁。

远藤忍也承认，除了远程农
业、电子农业等新模式，吸引更多
年轻人继承农业或新加入务农，还

需要进一步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加
强农业防灾抗灾能力，减轻从事农
业的风险。该公司还建立了日本
首个有机半成品蔬菜加工工厂，以
工业支援农业，并设立了“搭桥项
目”，为没有后继者的农家寻找继
承人。当地政府也与该公司签订
合约，帮助培养从事农业的农民。
远藤忍信心满满地说，远程农场未
来目标是瞄准有机农作物需求，培
养更多有机农户。

“柑橘鱼”“柠檬猪”广受欢迎
爱媛县的养殖鱼产量位居日

本第一。位于该县西南部的宇和
岛市，因海湾和半岛交错复杂而形
成典型的里亚斯型海岸，海水温度
适宜，自古以来水产业十分兴盛，
特别是马哈鱼的养殖产量在1990
年以后始终处于全国首位。而近
年超过马哈鱼知名度的是宇和岛
市的另一种特产养殖鱼——“柑橘
鲷鱼”。

其开发公司中田水产的董事
长中田力夫透露，所谓柑橘鲷鱼，
就是利用柑橘果皮以及加工果汁
时剩余的残渣与橄榄油混合，加工
成鱼饲料，喂给鲷鱼吃，使得鲷鱼
带上柑橘清香。不爱吃生鱼片的
笔者品尝该公司准备好的柑橘鲷
鱼生鱼片，果然一阵清香溢口，完
全感觉不到鱼腥。据说用烧烤等
烹调方式，柑橘味会更浓。“我们的
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在东京的回转
寿司连锁店里也可以吃到，目前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尤其受女性和
孩子欢迎。”中田说。

中田介绍说：“开发的最大难
点是饲料。柑橘物质的浓度太高，
鱼会很清瘦，而太少，味道会太
淡。鱼也需要适应，最初它们吃了
柑橘饲料会吐，后来渐渐适应并会
喜欢。我们与爱媛县水产研究中
心一起，从 20 条鱼开始试验，到
3500条，到现在一年10万条，占到
我们公司养殖鱼量的一半。”

地方振兴项目宇和岛项目的
经营管理部次长才木康司说，他们
与中田水产等公司一起，开拓“柑
橘鱼”的国内外销售渠道，并将其
品牌化。目前已经在向美国、沙特
阿拉伯、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国家
和地区出口。此外，他们也在继续
开发新型品牌鱼，利用几种鱼的生
长周期不同，养殖“柑橘鰤鱼”“柑
橘鲑鱼”等。“这样能更高效地利用
养殖设备，提高生产效率。另外我
们还在开发‘草莓鲷鱼’‘西红柿鲷
鱼’‘巧克力鲷鱼’等。”

与“柑橘鱼”异曲同工的是爱
媛县岩城岛开发的“柠檬猪”。岩
城岛位于濑户内海上，爱媛县与广
岛县之间，只有乘坐轮渡才能到
达。岛上生活着约2035人，利用温
暖的气候环境大力栽培柑橘类，尤
其以柠檬著名，还申请了“青柠檬
岛”的商标专利。生长于此的松浦
农场场主松浦史拓在30岁的时候
回到故乡，希望从事农业。他说：

“在知道加工柠檬的残渣被作为废
弃物全部扔掉以后，我觉得十分可
惜，想利用起来。日本人吃油炸食
物时一般会挤上柠檬汁来减少油
腻感，于是我想到能不能将柠檬加
工余料掺入猪饲料，来减少猪肉的
油腻感。”于是，饲养“柠檬猪”成了
岩城岛上唯一农场的主业。

“农业六次化”延长产业链
《日本经济新闻》前编委、农林

水问题专家山形健司说，日本正在
鼓励农业六次化，即将第一产业农
业、第二产业加工业和第三产业的
销售、服务结合起来，宇和岛和岩
城岛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先行者。

松浦农场是岩城岛循环型农
业的一环。松浦史拓和他的合作
伙伴，脇农园的代表脇义富，以及
iwaza物产中心总经理大本孝是主
要推动者。脇义富是将柠檬带到
岩城岛的人。他原本是爱媛县政
府果树试验研究所的职员。30年

前，他奉命来到岛上试种柠檬，成
功后把树苗分给岛民栽培、统一收
购。到今天，岛上种植着7个品种
的柠檬，种植户们除了统一收购渠
道，也都有各自的客户源。其中以
青柠檬最为著名，它直径5.5厘米，
大小可放入红茶杯，皮薄、香浓、汁
多，进口柠檬一般100日元一个，岩
城岛产的柠檬一般能卖到 150 日
元。

脇农园和岛民们是柠檬种植
者，iwaza物产中心则是加工和销售
者。该物产中心收购岛民们种植
的柠檬，直接销售，同时还将其加
工制成果酱、甜点、果汁、精油、肥
皂等，统一在“青柠檬岛”品牌下，
销往全国各地。柠檬榨汁后的残
渣由松浦农场加工成猪饲料，然后
又将猪的排泄物作为有机肥料用
于柠檬等柑橘类种植。如此既省
去了垃圾处理环节，又实现了柠檬
的全利用。同样利用柠檬的还有
岛上一群老太太开的“话多的老太
婆农家餐厅”。

以店主西村孝子为首的“话多
的”老太太们年纪最大的已经80多
岁，最年轻的也有65岁。西村改建
了自家的大客厅和院子作为餐馆
厅堂，老太太们一起将当地的鱼、
柠檬猪肉、蔬菜等，按照怀石料理
的程式和艺术造型要求做成一道
道菜。每一道里都有柠檬，提供的
饮用水里也泡着柠檬。这家餐厅
已经开了13年。

爱媛县知事中村时广说，农业
是爱媛县的主产业，柑橘产业、养
殖鱼产业居全国第一，珍珠养殖产
业也非常发达，可以说爱媛县拥有
强大的农业生产力，但面对老龄
化、人口减少等问题，以及近年有
增加趋势的气象灾害，必须进一步
发展符合时代特征的农业并加强
农业的抗灾能力。为此当地政府
正进一步出台支援措施。

杨汀

在日本濑户内海沿岸，有一个以农业为第一大产业的县——爱媛县。与日本多数地方县一样，爱媛县也面临人口持续减少、农业缺乏后

继者、地方活力减退的问题。不过近年来，该县通过开发远程农业、循环农业以及“柑橘鱼”“柠檬猪”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高附加值农产品和推

进“农业六次化”，吸引年轻人回乡务农、创业，受到广泛关注。日前，笔者到爱媛县松山市、岩城岛等地区，探访当地的农业发展新模式。

□刘梓宪

西藏土地长出寿光果蔬
孟德利是寿光较早出去建棚的人，并从最

初的建棚发展为传播种植技术以及蔬菜销
售。2017年3月，孟德利在西藏自治区日喀则
市白朗县巴扎乡建设17座温室大棚，每座300
米长、20米宽、7米高。

“西瓜糖度达到18，口感特别甜，能够
在海拔四千米的地方种出这样的西瓜，我们
做了很多尝试。现在，当地的超市都来进我
们的蔬菜瓜果，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孟德利
说。

孟德利在西藏成立了中农圣域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在巴扎乡万亩蔬菜产业园区种植
了绿宝西瓜、冰糖雪梨、甜瓜等。公司还从
寿光引进了冰葡萄，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
研究所引进了晚熟新品种冰桃。孟德利说，
由于西藏昼夜温差大、光照强，水果甜度
高，你们刚刚尝的西瓜正处于上市期，很畅
销。

“在西藏建设高标准大棚，我和同事们吃
了不少苦。”参观孟德利为这里特殊气候专门
创新的双层大棚时，他指着正在建棚的几名工
人说，这几个都是跟我合作十几年的工人，他
们对建棚很在行，为了能在高原建出高标准大
棚，我特意把他们从寿光带过来了。

起初，他们都需要克服高原反应。除此，
面对特殊的气候，他们对成熟的寿光大棚做了
很多调整和创新。

“白朗风很大，我们的大棚都是300米长，
对大棚膜和压膜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
孟德利制造出卡槽，每隔1米多就用卡槽固定
大棚膜。西藏紫外线强，他专门定制了防止紫

外线的大棚薄膜。冬天气温低，早晚温差大，
他专门创新了双层膜大棚，可以更有效地调节
和保障棚内温度。“每一处细节都必须考虑到，
才能确保大棚成功。”孟德利豪爽的个性下面
却是无比的细致入微。

果蔬大棚种出农牧民新希望
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次仁拉珍，今年

22岁，她学的是种子生产与经营。今年3月来
到中农圣域工作，目前在生产部负责一个棚十
几种蔬菜的技术管理，顺利度过实习期的她已
经转正，现在每个月收入大概5000元。

另一个藏族姑娘片多，已经来这里工作2
年了，与次仁拉珍不同的是，她没有上过职业
技术院校，过来后是技术人员带着学的果蔬管
理技术。片多告诉我们，现在她也是独自负责
一个棚十几种蔬菜的日常管理，每个月差不多
有5000元的收入，公司离家不远，工作还是挺
满意的。

“现在有20多户贫困户在园区打工，都是
周边的农牧民，公司现在带动70多农牧民就
业。”孟德利告诉我们，公司在当地流转的
1780亩土地，流转费每亩每年2000元，这些土
地大大提高了当地百姓的收入。

据了解，白朗现在推行“园区+龙头企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扶贫模式，通过土
地流转、务工、产业分红、技术指导等方式也很
大程度提高了贫困群众的收入。

高原现代农牧业初现曙光
现在，孟德利在白朗县的温室大棚内，既

有西瓜、人参果、葡萄、梨，也有黄瓜、西红柿、
韭菜、南瓜、西葫芦等四十几种果蔬。“我们种
出的150多斤的大南瓜，当地人还以为是从寿

光运过来的呢。”孟德利得意地说。
高原现代农牧业在白朗已经曙光初现。
由中农圣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实施运营

的白朗县万亩珠峰有机蔬菜生产基地分为三
期。目前一期、二期都已经竣工投产。据统
计，年产蔬菜1500吨、水果50吨，年产值800
万元，纯利润达260万元，亩均利润达18000
元。

项目以规模化种植基地为基础，创建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发挥技术集成、产业融合、产
业平台、核心辐射等功能作用，聚集现代生产
要素，建设“生产、科技、互联网+”的现代农业
产业园及农业活动自然风光、科技示范、休息
娱乐、环境保护等融为一体的生态园区。

孟德利在园区一个大棚接着一个大棚地
走，偶尔会遇到来这里采摘的客人，他们多数
是从日喀则驾车慕名而来。孟德利表示，每逢
周末或节假日来采摘的人会更多，一般都是以
家庭为主。“让日喀则人到白朗过周末。”已成
为白朗发展现代农牧业的口号之一。

走进西葫芦棚，孟德利顺手摘掉长在中间
的小个儿西葫芦，说：“这样的肯定要摘掉，不
能心疼，如果不摘，其他的都长不好。”稍微长
得不顺溜的，他也通通摘掉，并指导工作人员，

“这样的都算残品，卖相不好，我们也不卖，摘
了自己吃。”

走进葡萄棚，他绘声绘色地描绘明年葡萄
上架的情形，还指着两垄之间的空地说，“这里
我准备养鸭，既可以帮忙除草，架上掉下来的
葡萄也不会浪费。”

眼前，高标准寿光大棚已驻扎海拔四千米
的珠峰脚下，不变的是，孟德利还是以一名专
业寿光种菜人的标准严格保证这里种出的每
一种果蔬。

“来来来，快来尝尝刚刚从棚里摘下来的西瓜，我暂时不介绍，你们先吃，吃完再做评价。”种植户把一口山东口音与果蔬种植技术一起

带到了高原。果然，皮薄瓤红的西瓜入口后，不禁让人开始怀疑自己身在寿光还是西藏。

带动当地产业，寿光西瓜种到了珠峰脚下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转型季
聚焦农业新业态

【动向】

连州水晶梨搭上
新零售快车“走出深闺”
□宋晓东

秋分过后，广东清远的连州水
晶梨将迎来丰收。这种梨生长在
400～650米高海拔、黄沙土壤肥沃
的高山上，品质上乘，是远近闻名的
岭南佳果，得到了国家地理标志认
证。“水晶梨个大饱满，特别清甜多
汁，是消暑解渴的好东西。”连州水
晶梨主产地——清远市潭岭镇天湖
地区的果农老潘说。

在连州，目前有近6万亩的水
晶梨种植基地。连州市谭岭镇天湖
地区，海拔 700 米、昼夜温差达到
20℃，是连州水晶梨的主产地。老
潘在这里种了大半辈子的水晶梨，
每年夏末水晶梨进入收成季节的时
候，他都等着批发商来到田头，谈好
价钱便将一车车的水晶梨运走，然
而在什么地方销售，有没有保留水
晶梨的品牌，还是和其他梨子混着
卖，这些老潘都不得而知。

连州本地的果农卖不起价格，
而外地的消费者也难得一睹水晶梨

“真容”。以往，水晶梨的销售模式
都以批发市场、微商和旅游伴手礼
为主，不直接进驻商超。一方面是
水晶梨上市时间跟其他产地雪梨有
时间冲突，另一方面是它的产季只
有短短1个月，许多商家认为推广
的成本相对于销售数量而言太高。
每年丰收季节，水晶梨会被运到连
州地下河景区“洞藏”保存以延长销
售期，而不少老广为了吃一口正宗
的水晶梨，需要自驾到连州地下河
景区“寻味”。

作为盒马鲜生超市的水果买
手，戎鸿常年奔走在各地的水果基
地，今天夏天，他来到“中国长寿之
乡”连州的时候，正值水晶梨挂满枝
头。水晶梨品质优、产季短的特点
引起了戎鸿的注意。在此之前，盒
马鲜生已经与不少农产品生产基地
直接合作，孵化了许多“网红”农产
品品牌。

独家孵化、独家培育乃至独家
销售自己的商品，是现今零售商超
们的共识。经过调研，盒马鲜生决
定介入连州水晶梨的新零售渠道搭
建，通过快速调查、设计供应链和快
速上线，短短一周，连州水晶梨便出
现在盒马App和广州的门店里面。

“盒马货架上的水晶梨和在连州果
树下采摘下来的一样新鲜。”连州
水晶梨协会会长陈志国表示。

对接盒马后，老潘的水晶梨今
年终于告别“养在深闺”的局面，“我
们白天采摘，按照盒马标准选果打
包、傍晚盒马的冷链车来配送，第二
天一大早就在超市上架了。”果农老
潘说，这样的效率以前从来没有想
过，“采购还定期让给我看销售数据
和App上顾客评价，”新零售让老潘
与消费者的距离更近了。

盒马以整个产季的总订单量、
批次订单量、订货批次来拆分，实现
订单农业，农户更专注于种植，基地
按照计划采摘，便能提前安排生产
计划。相比进入批发渠道，对接盒
马后，老潘的每亩收益预计增长
25%。

关于东方城乡报社拟申报荣誉证书证章的资深新闻工作者的公示
根据上海市新闻工作者协会

下发的《关于向资深新闻工作者颁
发荣誉证书和证章的通知》和中华
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关于向资深
新闻工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和证章
的通知》。经审核，本社符合申报
荣誉证书和证章的已退休资深新
闻工作者共有3人，现公示如下:

1.卢连明(已退休)，男，1952

年9月出生
1973 年 8 月 ―1979 年 9 月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 记者
1988 年 7 月 ―1989 年 7 月

金山县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主任
1989 年 12 月―2012 年 9 月

上海郊区报\东方城乡报社 金山
记者站常务副站长、区县周刊主
编、副总编辑

2.黄粉扣(已退休)，男，1957年
7月出生

1983年3月―1988年6月 上
海市跃进农场广播站 编辑

1988年6月―2017年7月 上
海郊区报\东方城乡报社 记者、编
辑

3.蔡贡民(已退休)，男，1948年
11月出生

1969年7月―1982年9月 江
镇广播站 编辑

1982年9月―1987年7月 川
沙人民广播电台 编辑

1992年3月―1993年6月 川
沙报 编辑、记者

1993 年 7 月－2008 年 11 月
东方城乡报社 记者、浦东部主任

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9 月 9 日
—2019年9月15日。如对公示对

象有情况反映，可在公示期间通过
来电、来信、来访等途径向东方城
乡报社党政办反映。联系电话：
52161359；联系地址：仙霞西路
779 号 3 号 楼 北 202 室 ，邮 编 ：
200335。

东方城乡报社
2019年9月9日

国际合作社共推“一带一
路”沿线农业合作发展

以“创新、发展、合作、共
赢”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农产
品农资投资合作高峰论坛，8
日在厦门举行并发布倡议书，
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
区农业合作发展。

此次论坛聚焦农产品、农
资两大供销合作社传统主业，
突出电商主题展开研讨，以期
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
作社到“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投资、发展与融合，
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市
场资源和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合
作，落地孵化相关重大项目，优
化农产品采购、供销、投资、交
易的一体化产业链。

福建省副省长李德金表
示，福建愿努力推动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在农资、农
产品贸易方面开展多方位深层
次合作。他希望通过此次论
坛，打通国内外政府、商协会和
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通道，推
动跨区域信息交流、协同创新，
对接各国农业经贸需求，进一
步提升福建农业现代化水平。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
事会副主任蔡振红认为，开展
农业国际合作已经成为“一带
一路”沿线各国农业发展对外
开放的共同愿景，通过优化农
产品贸易合作，拓展农业投资
合作，促进农业要素有序流动，
农产品市场深度融合，将有力
推动沿线各国实现互利共赢。

论坛上，国际合作社联盟
副主席麦格米尔与李德金、蔡
振红共同签署了《“一带一路”
农产品农资投资合作高峰论坛
厦门倡议书》。

根据倡议书，各方将建立
“一带一路”农产品农资投资合
作的常态化机制，推进“一带一
路”农业可持续发展，定期举办

“一带一路”农产品农资(电商)
交易大会；成立“一带一路”电
商合作联盟，推动国际合作社
之间电子商务合作，加强合作
社之间有关产业、跨境电子商
务模式的探讨，推进电商技术
以及金融物流等方面的合作；
构建“一带一路”农产品农资投
资合作产业联盟，促进农业经
济合作共赢，同时建立“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社投资基金。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新
西兰与中国的贸易合作关系越
来越紧密。”新西兰国家党党
魁、前经济发展部长和交通部
长西蒙·布里吉斯表示，“一带
一路”倡议帮助新西兰扩大了
农产品出口份额，此次论坛是
一个很好的契机，新西兰将进
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满足国
际市场的需求。

闫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