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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州日报/滨州网讯（记者 郭刚
张子强 通讯员 贾海宁 宋培毅 报道）
9月27日，由中共下洼镇委、下洼镇
人民政府主办，山东和富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协办的下洼镇第五届沾化冬
枣争霸赛成功举办。

8名专家组成的两组评审团，对
来自全镇56名枣农报送的参赛冬枣
进行了评选。评选出“大棚沾冬 2
号”、“大田沾冬2号”和“大棚原生态
冬枣”一等奖各2名、二等奖各3名、
三等奖各5名。来自下洼镇石营村的
枣农石清秀和粉李村的枣农霍仲燕
获得“大棚沾冬2号”一等奖，来自宋
家村的枣农李秀华和西孙村的枣农
丁太平获得“大田沾冬2号”一等奖，
来自宋家村的枣农宋新峰和刘家下
洼村的枣农刘洪坡获得“大棚原生态
冬枣”一等奖。

参加赛枣大会的枣农，都是冬
枣生产管理中追求质量、注重效益
的楷模。本届冬枣争霸赛秉持着

“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严
格标准、科学评判，真正让抓质量、
重品质的枣农有荣誉、得实惠。对
于通过比赛脱颖而出的枣农的冬
枣，下洼镇积极协调依托山东和富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获奖枣农签订
保护价采购协议，对获奖“沾冬2号”
冬枣以每斤30—50元的价格、获奖

“大棚原生态冬枣”以每斤8—12元
的价格进行保护价收购，其中“大棚
沾冬2号”一等奖冬枣最高收购价格
为每斤80元。

品牌和质量是做优冬枣产业的
根本保证。今年，下洼镇吸引山东和
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入园经营，提高
枣农的组织化程度，实现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跨界融合、小市场与大产业有
机衔接，并联合培育出“和富”这一特
色鲜明、底蕴丰厚、附加值高的商业
品牌，叫响了沾化冬枣名片。

“这次的冬枣争霸赛，我们联合
山东和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意在充分发挥企业对冬枣产业发
展的助推作用，通过对优质枣园采取
保护价采购的措施，进一步激励全镇
枣农增强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和品牌
意识，坚定发展设施农业和新品种改
良的信心，不断提升我镇沾化冬枣品
质和原产地品牌影响力，推动我镇冬
枣产业高质量发展。”下洼镇党委书
记姜竹凯说。

下洼镇第五届冬枣争霸赛成功举办
获奖枣农的枣园冬枣由企业以最高80元/斤的价格收购

冬枣专家评委用仪器测量冬枣糖度。

冬枣专家评委对冬枣的果型、口感、色度进行品评。

比赛现场，冬枣专家评委依次对参赛冬枣进行认真评比。

山东和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获奖枣农签订收购合同。

沾化区下洼镇是沾化冬枣的原产
地、主产区。冬枣嫡祖树位于下洼镇于
一村西南1000米“沾化冬枣研究所”院
内，树龄300多年，树干高1.5米，直径45
厘米，老干新枝错落其间，生长旺盛。至
今仍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沾化冬枣是
大自然对下洼镇6万人民的恩赐，全镇共
有耕地面积10.3万亩，其中冬枣种植面
积9.8万亩。

今年，沾化区提出冬枣产业“双增双
提”工程，下洼镇借助冬枣产业“二次创
业”的春风，坚持党建引领、率先垂范，做
好示范引领。截至目前，该镇新建设施
大棚7000亩，嫁接沾冬2号4200亩。今
年全镇冬枣长势良好，坐果率均匀，丰收
在望，预计产量可达2.1亿斤，冬枣品质
有了显著提升，今年可实现枣农人均增
收2500元以上。

构建冬枣产业“一河四
区”规划布局，形成一二三产+
科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2021年初，下洼镇根据自身实际情
况制定“点、线、园、区”的发展格局。点，
就是全镇 62个村，村村建设大棚示范
点。线，就是抓好全长27公里永馆路、东
滨路旅游采摘线路建设。园，就是建设
10处高标准示范园。区，就是重点构建

“一河四区”规划布局，推动实现一二三
产+科研融合发展新格局。

目前，万亩设施引领区已完成设施
大棚建设2600亩，改良沾冬2号 1200
亩，待今年冬枣销售结束后，将继续加
快片区建设进度；在企业基地创新区，
引进科达集团和冬枣品牌管理公司，
建设电商物流园区和综合培训中心，
实现产业运营、智慧农业、线上销售、
产业工人培训于一体；在三产融合文
旅区，不断增加景区内部旅游采摘园
面积，从原来的200亩，发展到现在的
1500亩，进一步带动群众增收升级改造
或重建。

同时，丰富景区内涵，开设网红直播
带货区、休闲垂钓区、娱乐餐饮区；在产
学研示范区，建设冬暖式大棚、棉被延熟
棚、钢架春棚、普通防雨棚、智能阳光温
室等多种形式实验棚，从而不断提高沾
化冬枣市场占有率。在大数据采集分析
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国家级设施农业智
能管理标准，牢牢把握冬枣产业发展话
语权。通过“一河四区”的规划布局，推
动冬枣产业实现二次创业发展，促进冬
枣增产提质，枣农增收。

发挥品牌建设和产业发
展示范引领作用，提升品牌影
响力和市场占有率

今年9月8日，市委书记佘春明到沾
化区下洼镇调研时，要求加快推动冬枣
产业转型升级，提高质量效益，构筑沾化
冬枣产业发展新优势。

在提升沾化冬枣品牌影响力和市场
占有率工作中，下洼镇党委、政府积极做
好品牌宣传、推广。狠抓冬枣商标注册
工作，创新枣花节、冬枣节等文化要素，
凸显“沾化冬枣原产地和主产区”品牌效
应。

先后吸引科达集团、傲农集团、龙滨
公司、农发公司入园经营，实现小农户与
现代农业跨界融合、小市场与大产业有
机衔接，并联合培育和富、怡致园、渤海
畔、岭地、岽鲜等特色鲜明、底蕴丰厚、附
加值高的市场品牌，靠企业创造品牌、开
拓市场，叫响了沾化冬枣名片。

山东龙滨农业有限公司实行“认养+
文化旅游+研学教育”商业模式，并推出

“岭地”品牌，今年，借助“枣花节”，现场
认养30年的十亩原树，每棵99999元，
供应10年冬枣，现场签了65棵。

山东和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下洼
镇冬枣争霸赛获奖枣农签订保护价采购
协议，对获奖“沾冬 2号”冬枣以每斤
30—50元的价格、获奖“大棚原生态冬
枣”以每斤8—12元的价格进行保护价

收购，其中“大棚沾冬2号”一等奖枣园最
高收购价格为每斤80元。

注重科技支撑，强化人才
保障，不断提升冬枣品质

重点突出冬枣产业科技支撑。沾化
冬枣研究所位于下洼镇，成立于 1998
年，是国内第一家冬枣专门科研机
构。研究所设立有办公室、质检部、基
地管理部、技术研发中心、博士后工作站
等部门，形成了“两楼、四园、一基地”的
科技服务格局，为专家服务沾化冬枣产
业提供了良好的办公和生活条件。

“两楼”即沾化冬枣实验综合楼和科
技培训信息交易大楼，实验楼内设实验
室、果品质量检测室、组织培养室以及辅
助实验设备等，培训楼内设多功能厅以
及物联网安全追溯生产控制中心。“四
园”即冬枣标准化种植核心示范园、种质
资源圃、中国枣树良种基因库、新品种试
验示范园。“一基地”指3000亩试验基
地，主要用于沾化冬枣高效栽培技术研
究与新品种技术推广，具有开展枣树育
种、良种繁育、丰产栽培等技术研发的平
台体系。

以沾化冬枣研究所为基地，下洼镇
建设沾化冬枣产学研示范区，进行新品
种、新技术、新模式研发及推广。示范区
建有冬暖棚、棉被延熟棚、钢架春棚、普
通防雨棚、智能阳光温室5种冬枣大棚，
示范推广设施栽培技术，沾化冬枣每年7
月份即可上市销售，持续采摘期可达5个
月。

不断强化人才保障，与中国枣业学
会领军人物刘孟军、河北农业大学二级
研究员刘平合作，签订人才引进和产业
发展科技合作协议，就冬枣特色小镇、鲜
食枣亚周年供应、冬枣标准制定、新成果
集成转化、攻关科技项目和产业发展项
目达成协议，不断寻找冬枣产业发展新
思路、新方向。

注重人才培养和高技术研发，从全

镇选拔12名冬枣专家组成“红旗专家团”
和30名土专家、田秀才、种植能手组成
的讲师团队，列支100万元作为专项培
训经费，并依托沾化冬枣研究所开展技
能培训活动，传授新的管理模式、管理理
念，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技术，带动冬枣
产业人才振兴。

确定与沾化区农业农村局和区总工
会合作，开展人才培育“千万计划”，即到
2025年全镇发展5万亩设施大棚和沾冬
2号，涉及1万户枣农，每培育1名新型
职业农民，奖补 1000 元，并结合数字
农业、农村电商等先进模式，培养现代
农业生产经营先进理念，把农民培训
成产业工人，让他们懂技能、懂经营，
成为现代农业先导力量，推动规模化
种植、标准化管理，致力于把沾化冬枣
产业做大做强。

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和“企业+合作社”运营模
式，实现适度规模统一经营

下洼镇在曹家庙村打造万亩精品示
范片区，涉及曹家庙村、张王一村、张王
二村等8个行政村，突出产业发展规模；
在“枣恋谷”休闲庄园，与科达集团合作
共建，并逐步实施深加工项目，突出“企
业+基地”运营模式。

积极领办创办合作社，采取“党支
部+合作社+农户”和“企业+合作社”的
运营模式，提高枣农的组织化程度，以
涉农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依托，
实现适度规模统一经营。全镇成立冬
枣专业合作社130余个，国家级示范合
作社 2个，省级示范合作社 1个，市级
示范合作社2个，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
区5个。

推广“五统一加一自主”种植管理模
式。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作为典型的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坚持“统一生产指导、
统一水肥管理、统一病虫防治、统一营销
分成、统一品牌宣传”和“自主技术管理”

“五统一加一自主”的管理机制，解决“碎
片化”种植问题，提高种植效益。同发专
业合作社推行疏密间伐，严格控制亩产
量，并使用诱虫罐、粘虫胶、粘虫板等“绿
色卫士”进行防治病虫害，减少用药次
数，降低农药残留；“开沟施肥”“果园生
草”“物理防控技术”“水肥一体化技术”
等一系列技术措施的应用，使冬枣质量
显著提升。

生源冬枣专业合作社、辉农冬枣专
业合作社为主要生产经营单位，被农业
农村部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
通过与龙滨农业、农发集团合作，政府负
责组织引导群众，枣农负责按照企业标
准生产高品质冬枣，企业负责出资建设
设施大棚或统一收购，只要加入合作社，
群众承担的棚款由企业承担，按照它的
标准种植，高出10％收购，并10年退还
大棚款，逐步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
转变。

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推行机械化
和智能化管理。以冬暖式冬枣大棚为
例，这种大棚跟其他水果、蔬菜大棚有一
个很大的相同点就是通过精细化管理，
使冬枣树提前发芽、结果，将冬枣上市时
间提前。

曹家庙村原支部书记陈元洪介绍：
“冬暖式大棚的管理主要体现在控温和
控湿上面。在冬季，通过大棚内的电
辐热制热设备提升棚内温度，并铺设
地膜使棚内温度保持恒定。湿度是影
响冬枣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重要因
素，湿度过大容易导致冬枣树生病，产
生病虫害，湿度过低会影响冬枣产量，
因 此 棚 内 湿 度 一 般 保 持 在 40% 到
50%。冬暖式大棚摒弃了露天冬枣园
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采用细水滴灌
的方式，不仅减少了水源的浪费，更有
利于控制棚内湿度。为了弥补连续阴
天导致棚内光照不足的缺陷，棚内还
安装光灯，在冬枣树结果时段加强光照
增加冬枣产量。”

规划“一河四区”布局 放大原产地品牌效应 科技创新提质增效

下洼镇创新推动冬枣产业转型升级
滨州日报/滨州网记者 郭刚 通讯员 贾海宁 宋培毅

冬枣专家评委用仪器测量冬枣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