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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水果界中的“网红”，它是直播间里的爆款，它是馈赠亲友的佳品。如今，丹东草莓真的火了，火到了“坐”飞机飞上消费者的餐桌，
火到了品牌名声家喻户晓，火到了直播间里手慢都抢不到。应季时，不吃上一颗丹东草莓，都觉得是对这个季节的亏欠。

6月的丹东，草莓之香尚未散去。在东港市十字街镇赤榆村圣野浆果专业合作社草莓大棚，工人们正在进行土壤消毒、制肥以及育苗
定植等前期工作。“今年受疫情影响，草莓产值稍逊去年，不过温室草莓一亩地毛收入也在六七万元左右，也算收入不菲了。”合作社负责人
马廷东说。

万物生长，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眼下，很多莓农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新一轮草莓生产。8月，今年的第一批草莓苗将定植入棚。10月下
旬，新一茬丹东“九九”草莓就又会出现在市场上，一颗颗令人垂涎欲滴的草莓将满足那些等待已久的消费者们的口腹之欲。

黄海北岸缘何“莓”香扑鼻？丹东草莓为何红遍全国？跟着本报记者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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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棒百年产业,跨入百亿产值”，这是
丹东市提出的草莓产业发展新目标。对产
业的执着，对发展的理性，对求成的稳健，可
视为丹东草莓香飘全国的秘诀。

草莓从产地到餐桌所要走的路远比想
象中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丹东草莓种
植仅限于露地生产，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
当地农民才开始尝试日光温室和早春大
棚。彼时，草莓鲜果于每年春节前后上市。
近年来，通过采用预冷促花等办法，使草莓
提前开花结果。技术上的不断突破，大幅度
提升了草莓的销售时长。目前，最早的鲜果

在10月下旬就可以上市了。
丹东对草莓产业的执着不仅限于技术

上的创新。产品结构上，过去丹东农民栽植
的草莓品种很多，有“章姬”“红颜”“甜查理”
等。在生产实践中，通过品种对比试验和区
域生产示范以及市场反馈，草莓品种逐渐由
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种植户大部分种植

“红颜”（即“九九”）；经营模式由过去的一家
一户到现在大家抱成团联手合作经营；销售
上也从坐在家里等小贩上门收购，最远只能
卖到沈阳、大连等省内城市，到如今利用互
联网，搭上电商快车，可以直接端上各地消

费者的餐桌，红遍全国。
久久为功，才能成功。看丹东草莓的历

史沿革及今昔之变，的确让人感叹。雄厚的
产业基础，成形的强健供应链，立足市场的
商品口碑……所有这些，既得益于丹东立足
资源优势打造特色农业全产业链的尝试，又
得益于他们目光长远、不求毕其功于一役的
坚持，还得益于他们以科技为本追求创新的
勇气，看似动作不大，却胜在步步稳健。想
打造长期而有效的富民产业，唯有久久为功
的定力，持之以恒的决心，勇于探索的精神
和勇毅笃行的行动，才能收获满意的成果。

久久为功 方能成功
蔡晓华

观与思

丹东草莓为何红遍全国
本报记者 黄宝锋 蔡晓华

2022 年 1 月 1 日，迎着新年的第
一缕阳光，中国邮政航空 B737-400
飞机飞 抵 辽 宁 丹 东 浪 头 国 际 机
场，南京——丹东——南京货运包机
直航业务正式启动，以草莓为主的丹
东名特优产品搭乘邮航飞机飞向消费
者餐桌。

在丹东，草莓坐飞机不是新鲜
事。此次中国邮政航空开通的货运新
航线看重的正是丹东草莓、蓝莓等特
色农产品的市场口碑。

作为一种“娇贵”水果，草莓保质
期短、运损大，对物流体系的要求非常
高。

早在2019年，顺丰快递就在东港
市推出了草莓寄递行业解决方案，从
产地采包、物流配送、产销对接等方面
对东港草莓寄递进行革新升级。

同年，京东快递也发布了京东物
流丹东草莓供应链解决方案，为草莓
提供了“商流+物流”全方位运输方案
和厂直优品计划，融合线上线下优势，
彻底解决运输途中温差变化、碰撞等
造成草莓破损的问题。

这些物流巨头纷至沓来，足见丹
东草莓的市场影响力。而从产地采
包、物流配送、产销对接等方面对草莓

“出行”革新升级，让丹东草莓“飞”得
更远，更好。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
里。”丹东草莓之所以能够被人高看
一眼，从而“飞”得远、“飞”得好，绝非
偶然，这其中，政府给予了大力扶
持。近年来，丹东先后出台《关于加
快丹东市电子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

《关于鼓励大众创业支持小微企业加
快发展实施意见》等相应的扶持政
策，对农村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电商人才培养、涉农电子商务企
业注册等多方面提供了诸多支持与
便利。同时，丹东还不断加快建设农
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网络体系，打造
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村级服务
社），解决了农村电商由乡镇到村“最
后一公里”的瓶颈问题。

产 地 采 包 、物 流 配 送 、产 销 对
接，借助“互联网+”，丹东草莓微商、
电商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崛起，通过

“航空+高铁+陆运”组合拳实现鲜果
保时、保鲜送达。如今，全国绝大多
数地区实现了72小时内送达。

智慧物流

让丹东草莓
抢得“鲜”机

丹东市草莓栽培历史悠久，已有百余年
时间。得益于地处北纬40°的国际公认优质
水果区域带的先天优势，肥沃的土壤、充沛的
降水，及恰到好处的昼夜温差，成就了丹东草
莓色香味俱全、口感极佳的特点，这也是其能
够“飞”向全国，并深受国内外消费者欢迎的根
本所在。

“好水果是种出来的，它的背后离不开科
技的支撑。”辽宁草莓研究院副院长刁玉峰说。

在丹东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全国草
莓看丹东，丹东草莓看东港。以东港市为
例，作为“中国草莓第一县”，东港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就成立了东港市草莓研究所，专
门从事草莓技术研究工作。2013 年在财力
紧张的情况下，东港市积极筹措资金 2000 万
元，将研究所升级为辽宁草莓科技研究院，
成为集草莓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种苗生产
及草莓保鲜包装技术研发为一体的草莓专
业研发机构。

这些年来，研究院建立的草莓种苗脱毒组
培中心，年生产优质脱毒原种苗10万株，经扩
繁可满足上万亩设施生产用苗。建立占地近
10亩的草莓种质资源圃，收集国内外近170个

草莓品种资源，成功培育出“丹莓1号”“丹莓2
号”草莓新品种，引进、试验并大面积推广了20
余个国内外新优品种及推广30余项先进生产
技术，资源圃按照国际标准化建设，全程智能
化管理，为品种选育、技术研发等提供了技术
支撑。

2013 年，东港市又成立了草莓专家工作
站。依托工作站，7位专家定期前来开展草莓
科研与技术指导工作，来自日本、美国、意大
利、加拿大等国的草莓专家也常受邀前来讲学
交流。

引进来的同时，还坚持走出去。2017年，
东港市政府组织科技人员、草莓种植大户以
及育苗企业代表赴日本考察学习，并成功引
入了日本先进的草莓立体栽培槽装置及根茎
加热技术，现已在草莓研究院科研基地成功
转化。2018 年 7 月，东港市牵头联合了国内
18家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及骨干企业，共同成
立了辽宁草莓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加强
技术合作、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广。东港草
莓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消
费者欢迎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品牌价值
突破77.5亿元。

技术上的走出去和引进来，为丹东草莓的
高效发展提供了强大支撑，产品精品化水平进
一步提升。与此同时，丹东坚持走产业化发展
之路，出台优惠政策，对从事草莓精深加工的

“龙头”企业，不仅在土地出让、行政收费、税收
扶持等方面予以大力扶持，而且还优先考虑申
报上级“龙头”企业，积极争取上级资金扶持，
并协调金融部门，为企业解决资金难题，不断
壮大企业规模和提升市场影响力。他们先后
重点扶持起广天食品、永明食品、东大食品等
一批草莓深加工企业，形成了以广天食品、菀
丰食品为主的加工产业集群，精深加工产品达
16 个系列 30 多个品种，包括草莓罐头、草莓
酒、草莓酱、草莓雪糕、草莓铜锣烧、草莓饮料
及冻品颗粒等。

经过多年经营，丹东草莓设施建设规模逐
步由零星分散向集中连片发展，种植结构由过
去一家一户为主向专业化、特色化、集约化转
变。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单位，草莓生产实行统
一种苗、统一技术、统一监测、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策略，构建起了“公司+基地+农户”“企
业+农户+基地”“专业合作组织+农户+基地”
的生产模式。

科技为先 品牌价值突破77.5亿元

“拿起手机扫描大棚里的二维码，棚内
草莓从种植、施肥、用药，到采摘、出售，都
有监控、记录，草莓的质量全程可控。”在圣
野浆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马廷东介绍。
近几年，他带领合作社社员们先后配套建
设了物联网、农业环境智能监测控制等系
统以及农产品质量追溯、新品种新技术试
验推广等体系，按照出口农产品和绿色农
产品质量标准生产要求，对合作社社员进
行“统一管理”，实现草莓“从田间到消费终
端”全程可控。

种得好，管得好，才能保证品质好，这
是丹东草莓的核心竞争力。

为了推动草莓走上品牌化发展之路，
东港市按照企业为龙头、基地为依托、标准
为核心、品牌为引领、市场为导向的“五位
一体”模式，积极发展绿色草莓产业，先后
制定了辽宁省地方标准《草莓脱毒种苗生
产技术规程》《绿色草莓生产技术规程》等，
草莓生产以合作社为单位实行统一种苗、
统一技术、统一监测、统一包装、统一销售
策略，形成了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紧
密而完整的产业化链条。2019年，丹东又
制定了全国团体标准《东港草莓质量等级
标准》，进一步规范了鲜果销售市场。对凡
是进入市场销售的鲜果草莓，必须按照相
关标准生产和销售，否则不予纳入平台统
一管理。同时，他们还整合农业、粮食、水
产检测机构组建市农产品质量检测检验中
心，乡镇成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站，构筑
起县乡村组四级联动监管格局。建设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将取得“两品一标”
认证的生产经营主体和农药经营单位全部
纳入平台管理，实现农产品质量全程可追
溯，通过在线监控、随机抽查、政府通报等
形式实行草莓生产全过程质量监管、安全
追溯、风险预警，确保草莓质量安全。

东港模式为丹东全市草莓产业发展树
立了样板。丹东各地不断加强草莓生产质
量监管，进一步规范鲜果销售市场，严格执
行相关生产和销售标准；定期开展草莓行
业从业者技术培训，组织行业专家对草莓
生产进行技术指导，提升从业者生产技术
水平；搭好文化台，唱好经济戏，不断深化
和拓展“丹东草莓”内涵，进一步推进农业
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扩大在国际国内
市场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全力打造和推
介丹东草莓这块“金”字招牌……

今年1月9日，安慕希AMX丹东草莓
新品发布会暨2022年东北·丹东第一届草
莓酸奶节盛大启幕，安慕希 AMX 丹东草
莓新品首发上市，伊利集团与丹东草莓展
开深度合作，丹东草莓的产业链条得以再
次拓展。

“作为全国草莓主产区，这些年来，丹
东在产业发展上通过采用先进的种植技
术，成熟的合作社模式和新电商直连消费
者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不断优化草莓产业
链条，实现一二三产深度融合，草莓产业
一直朝着生产标准化、经营品牌化、质量
可追溯、绿色全覆盖的全产业链条一体化
加速发展。”辽宁草莓研究院副院长刁玉
峰如是说。

产业链的延伸、价值链的提升、品牌影
响力的扩大，让丹东草莓成了丹东市的一
张绿色名片，一块金字招牌，越来越多的农
户共享发展成果。如今，丹东草莓已成为
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全市草莓生产
面积达到20万亩以上，年产量23.3万吨，
分别占全国草莓种植面积和产量的 6%、
13%，总产值达46亿元。有7万农户、2000
多名经纪人以及百余家企业从事草莓种
植、加工和商贸流通。产品出口欧洲、亚洲
等多个国家，深加工产品出口额占全国
90%以上，每年加工草莓制品近4万吨，出
口 创 汇 3500 万 美 元 。
在带动农民脱贫致富的
同时，秸秆生物反应堆
等农业新技术还促进了
城市的绿色发展。仅在
东港一地，秸秆综合利
用率就达到 90%以上，
空气质量达标率达到
99.7%。

智能管护

“从田间到消费终端”
全程可控

辽洽会上，草莓成为丹东市最亮眼的名片。

十字街镇赤榆村农民正在对棚栽草莓苗进行修剪作业。 本版照片由本报记者蔡晓华摄

圣野浆果合作社社员正在对草莓进行分级称重。

主播在草莓大棚里直播卖货。

知识帖

椅圈镇吴家村农民在大棚里采摘
草莓鲜果。

草莓又叫红莓、洋莓等，是对
蔷薇科草莓属植物的通称。草莓
外观近似心形，鲜美红嫩，香气浓
郁，果肉酸甜多汁，色、香、味俱佳
且营养价值丰富，是名副其实的

“水果皇后”。
丹东地区属辽东山地丘陵的

一部分，是长白山脉向西南延伸
的余脉，有丰富的水资源，气候湿
润，降水充沛，光照有余，适合草
莓生长。丹东草莓果实呈圆锥形
或长圆锥形、椭圆形等，外形美
观、色泽亮丽，芳香浓郁，酸甜适
口。如今，丹东市已经成为我国
草莓生产和出口的重要基地。

“水果皇后”——草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