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根廷：“潘帕斯雄鹰”展翅高飞
阿根廷是拉美经济较发达的国

家，是世界粮食和肉类的主要生产
和出口国之一。工业门类较齐全，
农牧业发达。大部分地区属亚热带
气候，年农业产值近200亿美元，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6％。阿根廷的农
业生产活动可以追溯到16世纪西
班牙殖民占领之前。19世纪开始随
着欧洲对农牧产品的需求增加，阿
根廷的农牧业发展迅速，粮食（以小
麦为主）出口量快速增加。

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壤肥沃，气
候温和，适于农牧业发展。东部和
中部的潘帕斯草原是著名的农牧业
区。全国可耕地和多年生作物用地
3171 万 公 顷 ，占 国 土 面 积 的
10.1%。长期牧场面积15170万公
顷，占国土面积的51.1%。灌溉面积
191 万 公 顷 ，占 可 耕 地 面 积 的
7.1%。农业人口341.7万人，占总人

口比重的7.1%（2013年）。人均耕
地面积0.81公顷，居世界前列。

阿根廷的有机农业生产发展历
史相对较短，但成效显著。阿根廷
的有机农业生产起源于1985年，据
统计到1987年也只有5个农户在坚
持生产有机食品。虽然这些先驱者
开始只是以可持续的方式主动推进
有机农业生产，没有任何指导或政
府的支持。

但是阿根廷政府很快意识到有
机农业对本国的农业发展的重要
性，于1992年制定出国家级有机食
品认证标准，从而成为南美洲第一
个制定出类似标准的国家，阿根廷
的认证标准也得到了国际有机农业
运动联盟(IFOAM)的核准。截至2006
年资料显示，全球有机农业面积(包
括耕地、畜牧用地、野生采集面积)已
达5100多万h㎡。

阿根廷有机产品主要用于出

口。阿根廷的有机食品生产控制系
统在全球居领先地位，经认证的有
机食品可以进入欧盟市场，阿根廷
采取的监控系统与欧盟有机法规保
持一致，也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有
此地位的国家。阿根廷90%的有机
产品是用于出口，主要是针对高购
买力的国家。占据这些国家前十地
位的有瑞士、丹麦、德国、美国、加拿
大、挪威、卢森堡、列支敦士登、澳大
利亚和瑞典。

消费有机产品正在成为国际的
趋势，目前全球有机农作物的市场
约为72亿美元；阿根廷每年出口有
机农作物为3亿美元，世界各地专营
有机食品的超市中都有从阿根廷进
口的有机食品品牌产品。阿根廷国
家农业部的数据显示，阿根廷2014
年出口的有机农产品为169110吨。

其中48580吨为植物产品，包
括食用糖、葡萄酒、食用油、果肉和
橙汁；46810吨水果，包括苹果和梨；
43220谷物，包括小麦和玉米，油料
作物20740吨，包括大豆、向日葵和
芝麻；6910吨其他植物产品，1980
吨源于动物的产品，包括牛肉、蜂蜜
和羊毛。

有数据显示：阿根廷向美国出
口的有机产品为88980吨，占出口总
量的53%；出口欧盟为48530吨，占
总量的29%；出口包括中国、印度和
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国家为29070吨，
占出口总量的17%；向瑞士出口为
1910吨、向日本出口为620吨。

与蓬勃发展的有机产品出口相
比，阿根廷国内有机产品市场相对
狭小；同期国内市场营业额为仅为
6000万比索。有机产品在阿根廷超
市内销售的不多，有机
食品的购买仅限于专营
有机食品的商店内及周
末公园、广场和首都一
些地方的集市上。阿根
廷国内市场的主要问题
是缺少促销政策，此外
人均收收入偏低也是一
大要素。生产有机作物
的企业表示，政府没有
提 供 发 展 种 植 的 政
策，此外还对出口有
机作物收取5%的预留
关税。

乌拉圭：有机羊毛产品成新宠
乌拉圭的农牧业在国民经济中

占重要地位，农牧产品大部分供出
口。2011 年农牧业产值1109.19
亿比索，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

农牧业从业人口16.7万，约占
总就业人口的10.5%。2009年全国
农业用地1486.4万公顷，其中可耕
地面积164万公顷，固定耕种面积
3.3万公顷，灌溉面积21.8万公顷。
牧业用地面积1319.1万公顷，牧场
50576家，肉类、羊毛、皮革等传统产
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1/3以上，是世
界第六大稻米出口国。

据国家有机农业研究中心统
计，乌拉圭2006年已经拥有900万
公顷有机认证面积。2013年全球有
机土地面积最大的十个国家中乌拉
圭仍然排名第九位，仅次于德国。

虽然我们从国际有机农业研究
机构还获取不到最新的相关数据和
统计，但从2006年的分析来看：乌拉
圭大部分有机认证面积为自然或人
工牧场，养殖牛羊。乌拉圭的有机
羊毛产品近年来在国际上成炙手可
热的新宠。

乌拉圭国内市场对有机食品的
需求与阿根廷或秘鲁等地一样，快
速发展。消费者大部分从有机食品
专营店或是大型超市购买有机食
品。当然，城镇集市或小型非正式
市场可能是最普遍的有机食品贸易
形式，政府支持这种由农户直接出
售给城市居民的方式，往往免费提
供运动场或停车场供集市使用。大
多数有机农产品都是出口到欧美国
家为主要目的地。

湖西岛

瑞典食品网购
快速增长

据悉，瑞典5月份的食品
网购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
增长了 107.8%，这是自 2017
年以来开始电商销售记录的
最高涨幅。瑞典日用品零售
协 会 首 席 执 行 官 Karin
Brynell 在一份新闻稿中表
示：4月份强劲的电子商务增
长并不是昙花一现，5月份的
在线食品销售继续创下新的
纪录。与去年相比，商店的订
单增加了198.4%，送货上门服
务增加了62.9%。包括实体店
在内，食品杂货零售额增长了
8.2%。

商务

坦桑尼亚谋求
更多鱼肉出口渠道

坦桑工程、交通和通信部
负责人表示，自今年5月以来，
已有147吨维多利亚湖鱼片
通过姆万扎机场出口国外。
此次，政府就是要讨论如何进
一步扩大鱼片出口，寻找更多
可降落在姆万扎机场的航空
公司来运输鱼片。除了鱼片，
还可以探讨其他产品出口，如
肉类、鳄梨和蔬菜等，为农民
争取更好的价格。目前，卢旺
达航空已同意来此运输鱼
片。

商务

塔吉克斯坦
早熟农产品上市

据悉，塔吉克斯坦已迎来
了蔬菜水果收获季，部分产品
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
坦出口到了俄罗斯。塔农业
部称，尽管受疫情影响，今年
水果、蔬菜、土豆和粮食仍将
丰 收 。 塔 现 有 温 室 面 积
100.54 公 顷 ，今 年 已 收 获
1500吨早熟蔬菜，包括900吨
西红柿和300吨黄瓜。塔已建
成 394 座冷库，库容约 15 万
吨，目前储存有1万多吨农产
品。塔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
已开始下降，目前西红柿价格
为每公斤5-6索莫尼，土豆4
索莫尼，黄瓜3-5索莫尼。

塔经

乌克兰葵花油
出口价格大涨

乌克兰农业咨询公司表
示，由于海外需求激增，上周
乌克兰葵花籽油出口价格每
吨上涨了 20-23 美元。乌克
兰是世界上最大的葵花油出
口国。截至6月22日，乌克兰
葵花油在黑海港口的 FOB 的
买家报价上涨到了每吨 770
到780美元，7月至8月交货，
高于一周前的每吨750到760
美元。卖方要价从765到772
美元上涨到了每吨785到795
美元。APK-Inform预测2019/
20 年度乌克兰将生产 670 万
吨葵花油，2020/2021 年度产
量可能增至近690万吨。

博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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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佳倩

这家生态园名叫“优渥田家”，由上海名钥
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一手打造，是今年新晋
博士农场。多年来，数名像曹金兴这样的农业
专家，来到“优渥田家”，“坐诊”田头。目前，该
农场种出了“世界米王”，大棚内的小番茄尽管
售价50多元一斤，仍供不应求。

动动手指就能操控
除了农业“大咖”的指点，农场里更有智能

科技。
大棚内，“优渥田家”创始人姚铭，领着记

者走进一片番茄林。“这都是有机果，摘下就可
以直接吃。”姚铭一边介绍，一边悉心查看枝藤
上的小番茄。远处的一休黄瓜，绿油油的压低
了枝头，田地里的九条葱已经十分肥厚……

“这些蔬果的生长情况，点点手指就能掌
握。”据姚铭介绍，农场内设有气象站，分布在
各大棚内。气象站可以测试出土壤的水分、养
分，及空气温湿度、光照等数据，通过自带的通
信设备，上传到手机或电脑里。

“即便漂洋过海的农业‘大咖’不在这，同
样可以用手机查看植物的生长情况，并能实时
地提出灌溉、施肥、杀虫等措施意见。”

姚铭说，有了技术支撑，农业可以很“酷”。

目前，“优渥田家”引进了多种日本先进的
农业生产设施，有自动施肥机、小型拖拉机等。
此外，雨水循环灌溉、自动控温储藏等在内的系
统，能够实现精准作业，降低农业投入成本。

受到顶级主厨认可
为何会相中竖新镇大东村？据了解，姚铭

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参加过浦东开发建设，在
事业巅峰期，他选择下地做新农人。理由仅仅
是，想在上海吃到和日本一样美味的米饭。多
番考察后，姚铭发现，崇明有得天独厚的地理
优势，特别适宜种植。

经过研究和试验，“优渥田家”种出了一款
“高级大米”——越光米。越光米，原产自日本
新澙，因其极佳的品质和上好的口感，被誉为

“世界米王”。这款崇明产出的越光米，其品
质、口感均不亚于原产地日本，受到了包含
SHARI、橼舍鮨青木在内的不少上海顶级日料
店主厨的认可。

现今，“优渥田家”产出的越光米已成功进
入环贸、国金中心等多家百货商店内的高端超
市 city'super，为人均消费近 4000 元的鮨青
木、SHARI等上海一流的日料店供货。不仅如
此，在这块耕地种植面积达600多亩的农场，
还成功种植了“两无化”农产品，一休黄瓜、有
机小番茄等长势喜人，订单接踵而至。

田野来了新青年
“做出产量，更要注重质量。”采访中，在农

场办公室里，郝帅帅和张宏路正在围绕轮作图
进行讨论，什么时候在哪块地种植哪种作物，
都在小黑板上写得清清楚楚。郝帅帅和张宏
路有着同样的身份：扬州大学农学院硕士研究
生毕业，一年前，先后来到“优渥田家”，是农场
管理团队的一员。

与科研院所的研究生不同，两个90后小
伙大多工作在田间，以土地为实验室，把研究
成果应用于田间和作物。在他们看来，农民是
一种新型的职业选择，现代农业需要有懂技
术、会营销的新型农民去经营。他们希望自己
的选择能影响更多的同龄人，回归土地。

目前，“优渥田家”工作团队有10多人。
根据分工，他们分别专注于有机蔬菜栽培、机
械操作与管理等领域。“随着一批有知识有活
力的年轻人加入，依托先进科技，现代农业大
有可为。”姚铭笑着说。

未来，团队还将致力于技术研发，孵化新
品种，姚铭打算与水稻专家进一步合作，比如
将国内外的水稻种植技术相结合，开拓更大的
市场。“现代农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
在这片热土上继续耕耘。我们有信心，能够闯
出一条路，做现代农业的‘崇明样本’。”

仲夏六月，上午10时多，70多岁的水稻专家曹金兴，正在竖新镇大东村一家生态园的育苗大棚里，与一群90后新农人探讨水稻

种植技术。他抹了把脸上的汗，心满意足，“长势不错，今年肯定又是好收成。”说罢，他们又走向下一个试验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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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玫瑰

开出致富“花路”

□于也童 李宇佳

“这批花再有三四天就能成了，
到时候希望卖个好价钱。”剪枝、打
药、套袋，沈阳市辽中区六间房镇马
三家子村一处玫瑰花棚里，年过六旬
的村民张大娘正侍弄自家种植的玫
瑰花。

张大娘种植玫瑰花已经十多年
了，家里三个花棚都栽满了娇艳的玫
瑰。这些玫瑰主要销往辽宁省内，平
均每年能为她一家带来近3万元的
收益。“用时髦的话说，玫瑰让我们一
家走上了致富‘花路’。”

沈阳市辽中区种植玫瑰历史悠
久、品种繁多，所产玫瑰花色鲜艳、花
姿优美、香气浓郁。张大娘一家所在
的六间房镇正是辽中玫瑰的主产
地。从最初简单的“支部+农户”经营
模式，到现在的“支部+合作社+电
商+农户”经营模式，六间房镇的玫瑰
花产业正不断发展壮大。

据六间房镇副镇长宋颖介绍，六
间房镇全镇现有花卉种植户200户，
设施内种植面积约500亩，年鲜切花
产量约3000万支，年产值可达3000
万元以上。近千人从事鲜切花的种
植和销售工作，平均每人每年可增收
2万多元。

“随着近年网络的兴起，我们的
合作社、花农开始尝试通过商城小程
序、新媒体线上平台推广销售玫瑰
花。尤其是疫情期间，线上销售帮了
花农们的大忙。”宋颖说。

“情人节本来正是玫瑰花最热的
销售节点，结果今年赶上疫情，不但
交通管制，花市也关门了，我们一筹
莫展，多亏村干部们帮着我们在网上
卖花。”六间房镇长岗子村村民张福
成说。

“当时我们在马三家子村村部建
立了一个电商平台销售中心，整个六
间房镇所有的玫瑰花都运送到了马
三家子村。”宋颖说。利用线上销售
平台，干部、花农齐上阵做包装，交由
专业快递公司配送。短短几天，大量
滞销的玫瑰花销售一空。

从一开始质疑“猪都不吃的带刺
花还能赚钱”到如今越来越多村民加
入玫瑰种植的队伍中，玫瑰花已成为
辽中区六间房镇村民名副其实的“致
富花”。

记者采访了解到，辽中区正把发
展鲜切花生产作为“乡村振兴发展战
略”的突破口，将观光农业旅游项目
融入玫瑰花产业发展中，并继续完善
发展电商平台，拓宽玫瑰花销售渠
道，延伸玫瑰花产业链，持续增加农
民收入。

“咱们的玫瑰种类多，花开得好，
以后这个产业的路肯定是越来越
宽。”张福成一边熟练地剪切着玫瑰
花一边说。花棚里，枝叶壮硕的玫瑰
正热烈地绽放着，火红的花瓣映照着
他幸福的笑脸。

［［新主体新主体··人物人物］］

拉丁美洲：有机农业蓬勃兴起［［异域传真异域传真］］

拉丁美洲有数十万人从事有机生产的管理，有机认证土地约有6800万平方公顷，这一面积约占全球有机认证面积的18%、占全拉

丁美洲大陆的农业耕地面积的1.1%。

其主要代表国家有：阿根廷（3600万公顷认证面积）、乌拉圭（900万公顷）和巴西（700万公顷）。最高有机农业耕地占比的国家为

马尔维纳岛（35.3%），法署圭亚那地区（10.6%），多米尼加共和国（8.9%）。

子 承 父 业 回 乡 栽 种 致 富 果
——记众力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车彦忠

“要是早点来，还能吃上黄
杏，今天已经卖完了。”指着合作
社果园实验基地的杏树，车彦忠
笑着说。

今年31岁的车彦忠是山西省
柳林县贾家垣乡下龙花垣村村
民。2016年父亲病逝后，便子承
父业返乡在村里领办了众力种养
专业合作社，和村民一起栽种果
树。

车彦忠的父亲车发俊是一位
地地道道的农民，也是乡里有名
的农技员、土专家，一辈子坚守土
地，以农为生，与果为伴，每个甜
蜜收获的背后，都有他一颗默默
耕耘的匠心。

“30多亩果园，全部是父亲生
前近20年精心管护的成果。”车彦

忠说。
2018年，原本在煤矿上班的

车彦忠辞去了工作，回到村里成
立了柳林县众力种养专业合作
社。他想要继承父亲的遗产，蹚
出一条水果飘香的致富路。

合作社在成立之初，虽然种
植规模已初步形成、种类品种较
多，但仍遇到土地流转、人力劳
动、资金运转、广告宣传等诸多问
题。车彦忠说：“初期合作社起步
太难，只有5户入股，且多为自家
亲戚。村民们看不到收益，自然
不会加入，曾想鼓励村民加入合
作社，可村里现状不一，多数年轻
人外出务工，居家的老人又不懂
行，之后两年经济慢慢发展起来
了，才逐步增加到现有的30户。”

产品好不好还得看市场要不
要。他在自家10亩果园里做起了
实验，尝试种植不同品种。几年
下来，不见钱进账，只见果树栽了
砍、砍了栽。目的就是为寻找口
感好的品种。

目前，众力种养专业合作社
已成为融合纯天然无公害的水果
种植、蜂蜜养殖及蜂蜜销售的生
态园区，占地30余亩，其中杏树现
有800余株、苹果树400余株、桃
树 200 余株等优良品质，蜂场有
160箱，通过利用专业技术和当地
独有的气候环境，实现农产品增
产与农户经济效益增收双赢。

时下，正是杏果挂枝的时
节。一棵棵杏树上挂满了果实，
一个个黄灿灿的果实压弯了枝

头，车彦忠种植的杏果甜度高、品
质好，不仅在柳林本地小有名气，
还吸引了离石、中阳的游客采摘
游玩，老客户更是提前电话、微信
预定。

“今年开春遭遇倒春寒，杏花
冻了，但坐果的情况还可以，如今
销售了一万多斤，今年光杏就能
挣六万元左右。”车彦忠说。

“接下来想建个大棚，种点时
令蔬菜，再办个农家乐，为采摘的
游客提供农家饭，把合作社打造
成特色种植和观光旅游为一体的
生态园，把旗帜树起来、标杆立起
来，带领众乡亲走上脱贫致富之
路。”展望将来，车彦忠信心满满。

马玉 李勤

安徽牌坊乡小杭椒托起群众致富梦
□彭红玲 桑亚松

眼下正是杭椒上市的季节，位
于安徽省肥东县牌坊乡许井社区的
蔬菜扶贫产业园内，农民工人们正
在加紧采摘杭椒，分拣、打包、装
车后，运往全国各地进行销售。

牌坊乡是全国三大杭椒生产基
地之一，这里的杭椒种植技术成
熟，一棵棵杭椒秧苗长势茂盛，没
过膝盖，一个个或红或绿的杭椒泛
着惹人喜爱的光泽，一朵朵白色小
花点缀在绿叶之间，煞是好看。

走进肥东民丰蔬菜种植专业合
作社承包经营的扶贫产业园内，只
见一座座杭椒种植大棚比邻而立，
就像等待检阅的部队，在蓝天白云
映衬下蔚为壮观。该合作社杭椒种
植面积达 112 亩，共有 76 座大
棚，“每天产杭椒5000斤，运往周
谷堆批发市场，今天的这批杭椒刚
刚才拉走。”合作社负责人许伟自
豪地说，“我们的杭椒不愁卖，一
年两季，每季平均上市期为两个
月，跟周谷堆市场签下订单，每天
定量300箱，剩下的由乡里统一收

购，运往上海、杭州、南京等地销
售。”

许伟表示，目前在他的合作社
内，每天采摘的工人大约有一二十
个，都是家住附近的村民，平均一
天工资70元钱左右，加班另外计
算，也有不少贫困户在这里打工。

今年55岁的贫困户张武珍就在
许伟承包经营的大棚内从事杭椒采
摘工作，现在她光是在扶贫产业园
的工资一项，一年就有一万元左
右。

据了解，牌坊乡许井社区蔬菜

扶贫产业园生产经营模式主要采取
“合作社（家庭农场）+贫困户”模
式运营，通过土地流转、务工就
业、入股收益分红等方式，辐射带
动本社区贫困户增收脱贫。去年，
许井社区蔬菜扶贫产业园带动贫困
户69户，户均增收3494元。

现如今，肥东县牌坊乡的小杭
椒，不仅是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幸
福椒”，更是肥东县着力打造的蔬
菜品牌，是助力乡村振兴、打赢脱
贫攻坚战的“主力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