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竹筷如何产出
过亿产值？
———探访福建“竹筷第一镇”

姻 林超

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黄坑镇三峡村的一

处厂房内，48 岁的村民曹定金熟练地将半成品

竹筷一根根上漆、晾晒。这些竹筷的订单来自

韩国。她每上漆一把（200 根）大概需要 6 分钟，

收入 2.1 元，一天可以完成八九十把。

“原来在家种水稻，一年收入就几千元。在

这里加工竹筷，一个月四五千元没问题。”曹定

金说。黄坑镇流传的俗语“要温饱，下田搞一

搞；要致富，上山砍毛竹”，也反映出竹筷加工

产业在当地百姓心中的地位。

被称为“林海竹乡”的黄坑镇拥有毛竹林

17.2 万亩，是中国油漆竹筷最早的生产地之

一，也是福建省最大的竹筷生产乡镇。目前，黄

坑镇共有近百家竹筷生产加工企业，年加工毛

竹上百万根、生产竹筷约 5 亿双，产值过亿元，

全镇 1.3 万人中有近 5000 人从事与竹筷相关

工作。

“受独有的土壤、水质、气候等因素影响，

黄坑镇毛竹具有‘竹节长、竹壁厚、密度高’等

特点，最适合竹筷加工。”建阳区林业局副局长

陈军杰介绍，黄坑镇竹筷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

积累与发展，已形成品种齐全、式样繁多、技术

先进的产业体系。

“最开始得手工破竹、劈竹、削竹。现在全

自动化了，在机器前端把竹条伸进去，到末端

就变成一根根筷子，最后的热印花、激光刻字

都由机械配合电脑完成。”黄坑镇企业管理站

站长熊光辉说，黄坑镇的竹筷企业在激烈的市

场竞争中坚持科技创新，不仅大幅度提高了生

产效率，也凭借稳定的质量进入高端市场和海

外市场。

据统计，目前黄坑镇每年有 1.6 亿双竹筷

出口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作为当地最大的竹

筷出口企业之一，建阳春晖竹木业有限公司的

生产负责人王向阳说：“与内销的竹筷相比，出

口日本的竹筷图案更简洁、明快，对漆的光滑

度和质量要求也不同，平均每双竹筷的价格也

高出 0.2 元左右。”

建立竹筷博物馆、申报竹筷小镇、创建竹

筷产业园……建阳区政府仍在紧锣密鼓地行

动，推动黄坑镇竹筷产业升级。熊光辉说：“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相信竹筷的海外市

场会越来越大。黄坑镇正在探索成立联合出口

公司，统一品牌商标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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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本报记者 樊瑛 张建忠

近日，以“融合进取新时代，全球精选茅台

酿”为主题的茅台葡萄酒 2019 战略新品发布

会正式启动。茅台葡萄酒“老树农”春糖发布，

单品单次活动首期款成交量达 1570 万。

贵州茅台集团原董事长季克良，中国酒业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琦，河北省昌黎县县委书

记刘学彬，河北省秦皇岛市葡萄酒产业发展促

进局局长王文杰，河北省昌黎县县长赵青英，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贵州茅台

酱香酒营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

理李明灿，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销售公司总经理马玉鹏，北京正一堂战略

咨询机构董事长杨光，茅台葡萄酒公司董事长

司徒军，茅台葡萄酒公司总经理冯铖，茅台葡

萄酒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范雪梅，贵州茅

台各省区联谊会会长、副会长及来自全国的经

销商、媒体嘉宾等出席发布会。

集中精力打造高品质大单品

季克良表示，茅台葡萄酒产品质量稳步提

高，品牌势能不断提升，管理基础持续夯实，呈

现欣欣向荣的态势。尤其是 2018 年实现销量

增长 46%以上，利润猛增 5 倍以上，进入行业

前十名，而且茅台葡萄酒公司被行业誉为增长

冠军，热度冠军。通过这两年的发展，茅台葡萄

酒公司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充分说明了葡萄

酒公司领导层的战略规划是正确的，集团的支

持切实有效，茅台在葡萄酒领域大有可为。

同时要求，做酒要对得起消费者的期待和

信任。一定要高度重视产品品质，永葆“茅台酿

造”的顶级水平。二是希望茅台葡萄酒传承匠

心，精益求精，集中精力打造高品质的大单品，

酿造更加符合消费者口感的葡萄酒。

赵青英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茅台

集团和昌黎县战略合作的拓展深化，让我们再

次感受到茅台集团与司徒军董事长的远见卓

识，在企业战略方向上做出了精准的定位与规

划。双方合作符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顺

应了高品质消费需求，可谓恰逢其时、前景广

阔，必将对葡萄酒行业发展带来革命性变化。

呼吁产区建设，政府主导，这是葡萄酒发

展的趋势，茅台葡萄酒作为行业的“黑马”，建

设昌黎地标文化和品牌标志是使命使然。这是

大一统的大格局、大视野，对深入实施“生态立

县、产业强县、开放活县、创新兴县”发展战略，

朝着“生态昌黎、实力昌黎、活力昌黎、美丽昌

黎”的目标迈进发挥着重要的推进作用。

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王琦表示，茅台葡萄

酒作为茅台集团的子公司，拥有得天独厚的品

牌和技术资源条件，作为一家有规模的、有强

势品牌力、有远大抱负的企业，茅台葡萄酒应

该承担起推动行业竞合发展的责任和义务。只

有抱团取暖，才能通过这股合力更深、更快地

推动整个产业的繁荣。

中国葡萄酒市场的未来，企业联合共建、共

进，势必是突破现状走向更好的坚实力量。茅台

葡萄酒有义务在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产业

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创造更多的收益。

茅台葡萄酒
要承担使命引领行业新格局

杨光表示，葡萄酒行业千亿时代即将来

临，势必崛起百亿头部。中国葡萄酒迎来新的

发展机遇，茅台葡萄酒这样的新头部企业需要

承担起行业使命，改变行业碎片化局面，引领

行业新格局。

茅台葡萄酒公司在 2019年如何抓住机遇？

司徒军在现场发布了《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昌
黎葡萄酒业有限公司发展战略及 2019 年营销

规划》，从宏观到细分，对茅台葡萄酒的 2019年

战略提出九字方针，即“树品牌(以品牌文化为

引领)、定模式(定可复制共赢模式)、建机制(建
标准化管理机制)”，推动企业快速发展。

司徒军明确表示，茅台葡萄酒今年要在

“文化茅台”的引领下，树立文化茅台红品牌，

以品牌为品质做最强背书，以品质为品牌做最

好支撑。

司徒军思路明确，提到了四化同频和四会

工程。四化同频即“高端化--凤凰酒庄、国际

化--海马酒庄、精品化--茅台酒洞、特色化--
葡萄小镇”，四会工程是“品鉴会———尊享品质

新时代巡回品鉴会，凤鸣会———茅台葡萄酒粉

丝交流会，培训会———文化茅台红体验式培训

会，游览会———茅台葡萄酒凤凰庄园游览会”。

茅台葡萄酒“老树农”
成为大众首选

冯铖发布“致柒零”干红葡萄酒，冯铖表示，

今年茅台葡萄酒实现了开门红，1月销量和利润

同比双增长 30%以上，如今茅台葡萄酒走向了向

新、向好的市场局面，要感谢集团的支持和鼓励，

感谢在座朋友们的帮助，更要感谢祖国。

老树农一生守候一片葡萄园，细心呵护、

精心照料；我和我的团队日夜坚守，对孕育着

的每一滴酒充满敬畏，我们都只为一瓶好酒。

范雪梅发布老树农干红葡萄酒，范雪梅表

示，对于老树农的市场运作，要坚持深耕市场

与经销商共赢。公司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市场支

持，采用政策性亏损的方式，总支持力度超过

了 100%。值得特别介绍的是，葡萄酒公司特别

为今天现场签约的经销商客户追加价值 1 万

元的茅台庄园酒。

记者现场感受到，茅台葡萄酒公司开展大

单品，一体两翼战略是正确的。茅台葡萄酒作

为茅台集团的特色产品，通过打造形象单品，

抢占市场先机，茅台葡萄酒在“老树藤”系列基

础上延伸出了“老树农”系列，成为大众消费者

的首选产品，提高了茅台葡萄酒在整个行业中

的口碑和份额。

姻 新华社记者 何春好 曾维

一百多年之前，法国传教士把第一粒咖

啡种子带到云南普洱种植。如今，云南咖啡的

一举一动吸引着世界的目光。这“一粒咖啡”

在政府引导下，企业和咖农联手奋力突围中，

努力摆脱单纯原料产地的境遇，实现了从“舶

来品”到“农产品”再到“消费品”的华丽转身。

种子，从种咖啡到懂咖啡

3 月 14 日，来自云南的佤族姑娘赵梅在

第二届普洱国际精品咖啡博览会专业论坛的

“对话新咖啡人”环节，代表当地咖啡人与哥

伦比亚等国的“咖二代”登台对话。

这位来自管理着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

治县 5000 亩茶咖基地家族的姑娘说，能与数

百名全球咖啡精英一同畅聊咖啡人生，既兴

奋又紧张。兴奋的是中国的咖啡越来越得到

国际认可，紧张的是觉得自己离品味咖啡人

生还有很大差距。

“家里种了近 20 年咖啡，但以前我们都

不喝咖啡，太苦了。”赵梅腼腆地说。

种咖啡却不懂咖啡，这与她的父亲———

信岗茶咖庄园主岩冷不无关系。在当地传统

的种植观念里，咖啡豆和稻谷、玉米这样的农

作物并没有多大区别，采摘、出售，价格随行

就市。“以前主要供给速溶咖啡产品，量才是

关键。”赵梅说。

直至 2014 年，咖啡价格持续走低，从最

高每公斤 41 元降至 13 元，粗放种植、粗浅加

工的原料供应模式让咖农们感觉到了巨大压

力。

2019 年一季度采季，在地处无量山麓的

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31 岁的秀山

村小伙王剑在驻村咖啡指导———美国俄亥俄

州州立大学农业学毕业的杰雷米·赫什伯格

帮助下，学会了使用糖分计、土壤探针、水分

测定仪等仪器，并在采摘、脱壳、日晒等加工

环节严格按照规范进行。

“这一采季出售的鲜果价格已经比上季

提高了 3倍。”王剑说。

普洱咖农们正在学习的不仅是种植技

术，还有来自国际市场的消费观念。无量山的

另外一头，岩冷家族也开始走出深山，参加专

业培训、参与国际展会和大型赛事，走上生豆

专业加工之路。

“要懂咖啡，当然先要学会喝咖啡，会品

尝咖啡中的风味和瑕疵。如今我在庄园每天

都要喝一杯手冲咖啡，这也是我在大山深处

看世界的媒介。”赵梅说。

豆子，从商业豆到精品豆

目前，云南省咖啡种植面积达 180 多万

亩，年产咖啡生豆 15 万吨以上，占全国 98%。

其中普洱市就有 80 万亩，面积和产量均居云

南之首。

为了改变云南咖啡产业长年技术落后、

品牌薄弱、市场认知度和占有率极低的局面，

在政府引导下，多方共同发力，产业开始突

围。“最重要的一个抓手就是引导咖农从杯测

评分 80 分以下的商业豆种植，转向 80 分以

上的精品豆。”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

心主任卢寒介绍。

短短几年，在进军全球精品咖啡市场的
路上，云南已有所作为。

近期，来自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9 个国家的品质鉴定师，在对云南六大咖啡

产区的 133 支豆子完成杯测品评后，发布了

比赛结果：最高 85.725 分，精品率 95.49%。

“云南产区的咖农已经开始掌握如何将

咖啡果实中的优质风味成功地传递到味觉

中。”美国精品咖啡协会（SCAA）前执行董事

特德·林格尔分析，本次平均分达 82.64 分，

83 分以上有 15 支，这些成绩足以证明中国

咖啡业精品率正稳步上升。

日本精品咖啡协会（SCAJ）执行总裁上岛

隆夫表示，由于云南咖啡品质日益进步，中国

有望成为日本精品咖啡一大新的供应商。

德国咖啡商埃里克·巴登致力于打通云

南咖啡与欧洲烘焙商之间的联系。他说，只要

经过成熟的工艺，云南卡蒂姆甜度高、口感醇

厚、带有坚果和花香味的特点，在欧洲市场发

展空间很大。

特色既出，全球咖啡巨头纷纷闻香而来。

越来越多的国际咖啡企业在云南建立生产基

地。云南咖农根据纽约期货价进行交易，向着

杯测评分 86+顶级精品奋进。

杯子，从农产品到文化消费品

“历经百年的发展，普洱咖啡完成了从种

子到杯子的嬗变。”普洱市委书记卫星认为，

从“种子”到“杯子”，一字之变也是云南咖啡

从初级农产品种植到文化消费品加工之变。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副主任安宝军

说，咖啡是我国继茶之后的第二大饮品，消费

量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中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咖啡消费大国。

请进来传经论道，云南为了对接国际消

费市场举办咖博会，搭建了国际、国内探讨研

究全球咖啡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此外，云南

还建成国际咖啡交易中心、国家咖啡重点实

验室、咖啡创新中心等平台，积极筹办 2019
年 PCA 咖啡拉花大师全明星赛、2019 云南杯

咖啡烘焙师全能赛等赛事。

“走出去参加国际型赛事，能最直观地让

咖农们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品质的咖啡。”卢寒

说。

据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统

计，2017 至 2018 年采摘季，普洱市咖啡产量

6 万吨，综合产值 24 亿元，其中工业产值 9.8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5.3 亿元。

如今，一百多年前种下的这粒咖啡种子，

已经成为中国农产品接轨国际的主要品种之

一。云南咖啡走向世界的新征程，也是山区咖

农脱贫致富、开阔视野、在国际市场中磨砺成

长的进程。

姻 郝多

黄土高原上，一座座窑洞，老百姓们用毛

巾裹着头，唱着陕北的民歌……这是 80 后小

学时课本中描绘的陕北，或许很多人认为现在

的陕北也是这样。实际上，随着退耕还林政策

的实施，如今的陕北已大变样……

目标：青山伴绿水

持续 20 多年的退耕还林、封山禁牧，让陕

西省延安市吴起县的冬季不再是灰白色，站在

山坡上可以看到远近山岭草木层叠，松柏历严

冬而不衰 。“退耕还林后的吴起县山变青了，

天变蓝了，空气指数上去了，城市美了，人民尝

到了甜头，作为政府想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获得

感，想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青山绿水的滨河城

市。”吴起县常务副县长张宏江介绍。

为了对洛河流域进行综合整治，实现“绿

水”目标，吴起县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在

2016 年确立“吴起县城乡综合治理和发展 PPP
项目”，2017 年 12 月选定龙元建设集团作为

社会资本方联合体牵头人，开展项目建设。

据张宏江介绍，项目实施有三个目标：一

是要解决城区的“水少、水浑、水脏”的问题，先

让城区内有绿水；二是提升城市品味，现有的

城镇景观品质尚待提高，需要借助先进设计理

念体现山区小城独有的特色；三是吴起的产业

结构较单一，红色资源、历史文化、本地特色农

产品等资源利用不够，亟需充分挖掘现有的资

源，拓展旅游业，实现产业多样化。

尝试全新运行形式

据吴起县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刘瑞伟介绍，

城乡综合治理项目是吴起县第一个 PPP 投资

项目，涉及小流域综合整治、市政基础设施建

设、红色旅游发展等建设内容。项目总投资

14.43 亿元，合作期限为 13 年，其中建设期为

3年，运营期为 10 年。

项目采用 DBFOT（设计—建设—融资—

运营—移交）形式，由县政府授权吴起县经济

发展局为项目实施机构，开展相关建设管理工

作；授权城市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政府

方出资代表与中标社会资本———龙元建设集

团以 1:9 的股权比例共同组建项目公司，对项

目进行融资、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及最后移

交给政府。

其中，中国 PPP 基金拟通过陕西子基金以

股权形式出资 1.0252 亿元，从而持有项目公

司 30%股权。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中国 PPP 基

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切实解决民营企业“融资

难、融资贵”问题，增强了金融机构向民营企业

融资的信心。建设银行延安分行副行长罗旺东

表示，“中国 PPP 基金投资本项目，有力支持了

陕北革命老区的城市文化建设和环境治理，为

当地红色旅游产业发展助力。”

PPP模式好处多

“吴起县产业结构单一，需要快速调整，旅

游就是其中一个方向。”张宏江说，龙元建设集

团对文游项目具有较好的运营经验，相信通过

红色小镇的运营能给吴起的旅游业带来生机。

之所以选择 PPP 模式，一是为了缓解眼前

的财政压力，二是因为 PPP 模式能减轻政府的

管理压力。“像这样大型的工程找一家专业的

建设管理公司全程负责设计、建设、融资、运

营、移交管理可以有效缩短工期、增强服务、提

高产效。”张宏江表示，PPP 模式在通过绩效付

费、使用者付费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方提供优质

服务的同时，还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学习先进经

验，改变工作作风，全面提高服务质量。

张宏江补充说：“PPP 模式不仅能在短期内

做成一些大型工程，更重要的是可以促进消费拉

动地方经济。”这样一来，旅游资源的优势就可以

得到充分发挥，对基础设施建设、管理水平的提

高和就业岗位的增加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一粒咖啡种子的成长
———云南咖啡寻求突围走上世界舞台

茅台葡萄酒战略新品“老树农”首秀首单 1570 万

PPP 模式为陕西吴起实现青山伴绿水“加油”

荫云南省普洱市镇沅彝族哈尼族拉祜族自治县秀山村咖农王剑在采摘咖啡鲜果（3 月 18 日摄）。

新华社记者 何春好 摄

荫在第二届普洱国际精品咖啡博览会上，云南

省普洱市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的佤族

姑娘赵梅展示自家种植、加工的精品咖啡豆（3
月 15 日摄）。新华社记者 何春好 摄

荫发布会现场

荫发布会现场 荫 2019 茅台葡萄酒战略新品“老树农”春糖上

市发布

热点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