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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湘西州柑橘产销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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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介绍了 2018 年湘西州柑橘生产与销售情况及采取的主要措施袁分析了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袁并提出了发展对策袁以期
为湘西州柑橘产业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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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州地处湖南省西部袁地理气候尧土壤环境适宜袁是
中国最适于发展柑橘种植的区域袁被农业部列为野全国优势
柑橘产业带冶遥湘西州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发展柑橘产业袁

主栽品种为温州蜜柑曰到 80 年代袁随着消费者对柑橘及其

加工品口感的改变袁湘西州转换思路袁确定了以椪柑为主栽

三是销售价格低遥2018 年袁椪柑平均价格为 1 元/kg 左右袁55~

60 mm 光头果 0.8~1.2 元/kg尧70 mm 以上精品果 1.6~2.0 元/kg曰

而 2017 年袁55~60 mm 的椪柑果实售价为 1.6~2.4 元/kg袁最
高价达到 6 元/kg袁平均价格 2 元/kg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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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遥经过近 50 年的开发袁柑橘产业已经成为湘西州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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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支柱产业遥
1 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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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袁椪柑面积 4.784 万 hm 袁产量 48.92 万 t曰脐橙 9 570 hm 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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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量 13.18 万 t曰温州蜜柑 0.407 万 hm2袁产量 3.23 万 t渊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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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 年湘西州柑橘不同种类生产情况

种类
温州蜜柑
椪柑
脐橙
柚类
其他
合计

面积/万 hm2
0.407
4.784
0.957
0.325
0.191
6.664

产量/万 t
3.23
48.92
13.18
2.68
1.11
69.12

2 销售情况
湘西州柑橘销售期短袁主要集中在元旦至春节袁一般

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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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袁湘西州柑橘总面积 6.664 万 hm2袁产量 69.12 万 t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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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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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西椪柑销售情况
3

采取的主要措施

3.1 积极宣传推介
适时发布柑橘供求信息袁扩大宣传力度遥利用湖南卫视尧

85%~90%销往州外遥其中袁长沙尧株洲等省内市场占 8%~10%袁

湖南日报尧红网尧今日头条尧抖音等传统和网络平台袁发布湘

北为主的华北市场占 12%~15%袁以陕西尧山西尧内蒙古和新疆

西州农委组织企业尧大户到北京尧济南尧长沙尧郴州等地参加

以黑龙江尧吉林为主的东北市场占 40%~60%袁以北京和河
等为主的西北市场占 10%~15%袁以河南为主的华中市场
占 5%~8%袁以上海尧广州为主的沿海城市占 5%~7%遥

从柑橘品种看袁湘西蜜橘产量不大袁主要销往本地市

场曰2018 年江西赣州渊全国最大的脐橙产区冤脐橙预计减产
30%左右袁市场上脐橙明显供应偏紧袁带动了脐橙整体价格

西州柑橘的相关活动新闻袁扩大湘西柑橘的品牌知名度遥湘
柑橘产销对接活动和年货节会袁湘西州柑橘办举办柑橘擂
台赛袁提高湘西柑橘知名度曰各县尧市也组织举办柑橘对接
活动袁直接和客商签订订单遥
3.2 积极引进客商
积极对全国重要市场袁如新疆尧内蒙尧东北尧上海尧云南

的提升袁湘西脐橙平均价格为 4.3 元/kg曰受 10要11 月持续

等地进行了回访袁签订订单曰永顺县举办了野以品质创品牌尧

摘进度减慢袁果实含水量较大袁果品保鲜难度提高袁不易储

高等多家客商和省尧州尧县 8 家媒体来到里耶镇袁为滞销柑

低温阴雨天气影响袁椪柑糖分转化积累和着色欠佳袁同时采
藏袁烂果率增大袁客商处于观望状态较多袁各产区客商上门

以品牌创市场冶产销农商对接活动曰龙山县组织长沙市步步
橘的销售野支招冶遥

收购的少袁湘西椪柑销售形势较为严峻遥湘西椪柑销售具有

3.3 野互联网+冶销售袁打通线上线下渠道

15 d袁在 11 月底尧12 上旬才开始下树遥二是前期销售进度

发挥网络优势袁为湘西州柑橘销售精准发力遥永顺县 40 万

量已达 17.2 万 t曰12 月 30 日至 1 月 4 日湘西州普降大雪袁

发 4.5 h 热销 33.7 万单曰泸溪县举办首届电商产品展示推介

以下 3 个特点遥一是开园时间晚遥开园时间较往年晚 10~

慢遥12 月 28 日袁椪柑销售量为 8.1 万 t袁而 2017 年同期销售
道路交通不畅袁导致椪柑销售形势更加严峻袁至 1 月 4 日销
售量仅为 8.5 万 t袁而 2017 年同期销售量为 23.6 万 t渊图 1冤遥

收稿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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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京东尧淘宝尧拼多多和楚楚推尧鲜满多等平台充分

单柑橘于 1 月 17 日 10院00 在野环球捕手冶平台正式上线袁首
会袁现场产品交易额达 10 万元以上遥

3.4 湘西州各职能部门为柑橘销售营造环境
完善柑橘绿色通道政策袁帮助解决产销对接过程中遇

蔡 姣院2018 年湘西州柑橘产销调查与分析
到的问题袁交通尧城管部门保障柑橘运输通畅和车辆停放有
序曰公安部门加强社会治安管理袁确保外来客商人身财产安
全袁加大对柑橘销售中发生纠纷的调处力度袁各县引导果农
抓住时机销售遥

4.5 不适应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
一是国内柑橘丰收袁总体上供过于求遥全国柑橘丰产袁

湖南尧湖北等地大幅增产袁广西柑橘产量有望突破 700 万 t袁
四川省近几年大面积扩种尧2018 年为上市高峰期曰整体市场

3.5 整合资源力量袁拓展销售渠道

行情不佳袁果品普遍积压尧跌价曰2018 年蜜橘价格较低袁较

湘西州是深度贫困地区袁整合扶贫资金袁通过在农产品
批发市场尧零售企业和电商平台设立湘西柑橘销售专档尧销

2017 年降低 1 元/kg 左右曰湘西州椪柑同期上市袁销售不畅遥
二是国内居民需求升级袁低端农产品普遍出现滞销遥随着我

售专柜等方式袁建立贫困地区农产品出村直通车遥发布野爱

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袁人们消费力不断升级袁对于基本消费品

心倡仪书冶袁鼓励政府机关尧企事业单位尧学校等在同等条件

特别是农副产品的品质愈发重视袁对高品质尧健康的食品需

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农产品遥湘西州直单位尧龙山县尧永顺

求越来越大袁高端农产品市场逐步扩大袁优质优价趋势进一

县均发起干部职工爱心购活动袁人均购买柑橘 50 kg 以上遥

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袁湘西州柑橘销售进度加快袁1 月

4要11 日 7 d 内销售椪柑 8.4 万 t袁11要18 日销售 11.6 万 t遥
截至 2 月 1 日袁椪柑销售 42.2 万 t袁与 2017 年销售量齐平遥
4 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品种单一袁上市时间过于集中
湘西州柑橘主栽品种十分单一袁椪柑种植面积占柑橘

总面积的 79.1%袁而市场好尧价格高的脐橙种植面积只占
14.3%遥椪柑成熟上市时间集中袁主要集中在元旦至春节期
间袁正值国内柑橘集中上市期袁竞争压力大袁很容易出现滞
销情况遥2018 年连绵阴雨造成成熟时间延迟尧采收时间较往

步明显袁优质高端柑橘供应不足袁低质低端柑橘出现销售缓
慢甚至阶段性滞销现象[3]遥三是出口增长降速袁进一步加剧
了国内销售形势的紧张遥
4.6

生产规模小袁品牌分散
一是果园分散袁管理水平低遥湘西柑橘园多在丘岗地袁

且多为分散经营袁生产规模小袁全州 67 hm2 以上集中连片的
果园比例不到 20%遥交通不便袁信息闭塞袁柑橘生产管理水
平低下袁新品种尧新技术没有得到广泛推广应用袁从而导致

品质不稳定袁且单产低渊仅 10 350 kg/hm2冤袁而全国柑橘平均
产量保持在 13 500 kg/hm2 左右遥二是品牌分散袁影响力不
够遥主要品牌有湘西椪柑尧里耶脐橙尧泸溪椪柑等袁均为区域

年缩短袁上市时间更加集中遥

性品牌袁知名度不高袁影响力不够袁且没有响亮的企业品牌遥

4.2 冷链仓储条件不足

三优质不能优价遥因品牌影响力不够袁不少优质果源被外地

柑橘采后保鲜贮藏设施缺乏袁主要分散储藏在种植户
家中或者果园搭建的简易覆膜大棚中袁有些果农索性将椪
柑留树保鲜曰而 2018 年的雨雪冰冻天气导致不少果实受冻
失去商品价值袁其中泸溪县有 1 933 hm 椪柑受灾袁严重受
2

灾面积 187 hm2袁未采摘椪柑面积 165 hm2遥

4.3 商品化处理率低

商贩收购作了原料果袁导致优质不能优价遥
5 对策
5.1

优化产业布局袁调整品种结构
在优势区域大力发展柑橘产业袁合理布局袁发展柑橘品

种多样化尧优质化遥优化柑橘生产结构袁调减部分椪柑袁调高
脐橙占比袁适当发展其他优质品种袁合理安排早熟尧中熟尧晚

一是分选能力不足遥很多地方缺乏基本的分选机械设

熟品种比例袁发挥互补优势袁错峰上市袁延长销售时期袁减少

备袁例如吉首市一家柑橘专业合作社的椪柑都是依靠人工

同质竞争遥适当发展适于加工的柑橘品种袁延长产业链条袁

目测分级尧包装遥二是加工能力不足遥全州柑橘以生鲜果实

不断开拓柑橘加工项目袁增加加工比例袁引进国内外大型

销售为主袁加工企业少袁加工能力不足袁优质加工产品更是

企业参与柑橘产业化建设曰对本地现有龙头企业进行引导袁

不多袁只有小部分送往加工厂做果粒橙袁低于全国柑橘加工

适当加以扶持袁给予优惠政策袁使其能更好地为柑橘产业化

率渊5%冤袁更是低于世界渊35%冤和美国渊70%以上冤的柑橘加

服务[4]遥

工率[1]遥

4.4 果品品质下降
一是收益下降导致管理粗放袁致使果品品质下降遥近年

湘西州椪柑价格总体呈下降趋势袁如 2012 年湘西州椪柑平
均售价为 1.6 元/kg尧2013 年为 2 元/kg尧2017 年为 1.5 元/kg尧

2018 年为 1 元/kg曰而生产成本不断上涨袁农村劳动力缺乏袁

5.2 推动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
调整发展思路袁改变野重数量袁轻质量冶的观念袁落实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部署遥唱响野质量兴农尧绿色兴农尧品牌强
农冶主旋律袁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袁不断提升农业
质量效益竞争力袁加快推进农业转型升级[5]遥一是引导和指
导实施中低产柑橘园改造袁提高技术含量袁下大力气抓培

人工工资和农资价格也不断上涨袁导致果农收益不高袁对果

管袁加强技术培训袁在野疏尧肥尧防尧熟冶等方面下功夫曰加大对

园栽培管理粗放袁果园老化严重尧病虫害发生加重袁造成果

郁闭园和密植园的间伐改造力度袁推广疏树尧疏枝尧疏果技

实品相下降袁市场竞争力也逐步下滑[2]遥二是 2018 年度不正
常气候造成果品品质下降遥湘西州柑橘主产区 7要8 月遭遇
了近 2 个月的高温干旱天气袁而此时正是柑橘的生长高峰

渊迅速膨大冤期袁严重影响了柑橘的生长发育袁导致柑橘偏
小曰后期 10要12 月又遭遇持续低温阴雨袁导致柑橘渊尤其是
椪柑冤果实糖分不足尧水分重袁出现大量野浮皮果冶袁果实口感
欠佳且不耐储藏遥

术袁大力改善光照条件曰多施生物有机肥尧复合肥和进行科
学配方施肥袁推广果园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病虫害专业化防
治[6]遥二是制定病虫绿色防控尧测土配方施肥和培管技术规
程袁为生产优质果提供技术支持袁提高果品质量袁突出增加
经济效益袁进一步提升柑橘产业核心竞争力袁适应消费升级袁
满足中高端需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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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爱红院板栗低产原因及低产林改造措施
而定遥如果山地的坡度小于 15毅袁则采取整梯栽植曰如果坡度

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袁必须采取综合防治措施遥一是加强冬

高栽植密度袁做好水土保持工作袁加强对土壤的施肥改良袁适

枝尧干枯的空栗蓬等清除干净袁沿着坡按从上往下的顺序将

当加厚土壤袁为板栗根系生长创造有利条件遥对于原有的适龄

板栗园内的枯枝尧病虫果等清理干净袁降低翌年板栗园内的

板栗园袁要按照建园时的要求做树盘袁一般在土壤解冻后开

虫口基数遥二是充分利用天敌遥保护好林间的有益生物袁如

超过 25毅袁则采取等高线挖鱼鳞坑的方式进行造林遥适当提

始平整树盘袁并在树冠下靠近内侧的位置挖长 1 m尧宽 0.8 m尧

深 0.4耀0.5 m 的锥形坑袁以更好地蓄水保肥袁具体的挖坑数
量根据板栗树冠的大小而定遥坑内堆放树叶尧杂草之后覆土袁

并在此基础上施氮肥 100 g/穴尧磷肥 30 g/穴尧钾肥 5 g/穴袁坑
内的填土高度以低于地表 20 cm 左右为宜袁以便于夏季储存
雨水遥每年秋末冬初时袁在树盘上培 20 cm 左右厚度的土遥
2.3 加强园间管理

板栗树生长年限长袁一般树冠过大袁为了提高产量袁
可以适当矮化密植遥土壤肥力差的地块袁初次栽植密度控制
在 1 675耀2 250 株/hm2曰土壤肥力好尧灌溉条件良好的地块袁
初次栽植密度为 900耀1 500 株/hm2遥之后随着树龄的增加袁

树冠越来越大袁需要对栽植密度进行控制袁最终以林间的密
度控制在 300耀450 株/hm 为宜遥
2

季管理遥每年收获板栗后及时清理板栗园袁将树上悬挂的枯

捕食性螨类尧瓢虫尧蜘蛛等袁发挥以虫治虫的作用遥三是林间
散养禽类遥在板栗园内适量散养鸡尧鸭等禽类袁一方面其粪
便可以为板栗树提供有机肥袁另一方面禽类可以啄食土壤中
的害虫袁降低其危害遥四是采用高效尧低毒尧低残留的农药或
者生物制剂进行防治袁不仅可以提高板栗品质袁而且可以改
善低产板栗林的种植效益遥
2.5

适时采收
板栗采收时间应根据其生长发育规律而定袁适时采收是

确保板栗产量及品质的关键遥宁国板栗收获时间一般在 9 月

下旬左右袁此时栗蓬颜色转黄袁15%左右的栗果开裂遥另外袁
板栗采收时还要采取适当的方法袁尽量减少对板栗仁的损
伤袁最合适的方法是振树拾栗曰但是宁国市栗园多建在山地袁
林间环境比较复杂袁振树拾栗的方法在实际生产中可行性

板栗为喜光植物袁因而对于新建的板栗园袁需要从幼树

期加强整形袁推行适合在山地应用的开心形树形袁避免树
冠过大尧树体过高曰夏季实施矮化栽培管理袁为板栗早实丰
产打好基础遥对于成年的板栗园袁可在林间进行清膛修剪袁
有效提高林间的通风透光性曰并逐年回缩树冠袁进行树体更
新复壮遥
2.4 科学防治病虫害
板栗园内环境复杂袁病虫害防治时单纯依靠化学防治
渊上接第 87 页冤

不强遥
3 参考文献

[1] 葛云军袁童振杰袁刘长明袁等.板栗低产原因及低产林改造措施[J].上
海农业科技袁2010渊5冤院96.
[2] 吴崇三.迪庆州板栗低产原因及增产措施初探[J].林业调查规划袁
2007袁32渊2冤院153-157.
[3] 杨映芬.罗平县九龙镇板栗园低产原因与改造对策[J].云南林业袁
2009渊6冤院63-64.
[4] 刘元香.山地板栗低产林形成原因及改造技术[J].内蒙古林业调查设
计袁2015袁38渊2冤院48-49.

示尧营销推广和线上线下平台融合等多渠道带动柑橘的宣

5.3 提高生产规模袁加大标准园建设力度

传销售袁加强与各大批发市场的合作力度袁整合市场采购资

一是鼓励土地流转袁扩大生产规模遥将分散尧零星果园

源尧整合产区产品资源袁实现产销精准对接遥积极推广野农超

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进行集中袁实行规模化经营袁降低生产

对接冶尧网络销售尧休闲采摘观光园等新模式袁以现代科技的

成本袁提高生产效率遥二是加大标准化柑橘园的建设力度袁

发展助力湘西柑橘产业做大做强遥同时袁充分利用湘西秀美

使新建标准化柑橘园达到野品种统一尧品质优良尧树形适中尧

的自然风光尧神秘的民族文化等优势袁与湘西旅游结合袁打

施肥以有机肥为主尧丘丘能进车尧操作机耕化尧防治专业化冶曰

造湘西柑橘品牌袁提升柑橘溢价增值遥鼓励生产主体进行柑

切实加大对果园道路尧水利尧果园耕作机械等基础设施的投

橘绿色产品尧有机食品和地理标志认证遥同时袁还要加大农

入袁增强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袁提高产品竞争力袁提升果

业宣传推广力度袁积极开展农产品品牌营销袁举办柑橘节尧

园综合实力袁增强果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遥

采摘观光游尧农博会尧展销会尧推介会等大型活动袁做好宣传

[7]

5.4 加大产后处理袁延长产业链条

在柑橘产区建立储藏保鲜库袁提高储藏尧保鲜尧运输能
力袁减轻储藏尧运输等环节对产业的影响遥提高柑橘采后分
级尧包装能力袁引进选果分级包装机袁保证果品等级质量遥对
贫困地区的优质农产品运输给予适当补贴袁促进贫困地区物
流运输业发展遥鼓励发展柑橘深加工袁增加柑橘附加值遥研
发柑橘系列产品袁增强柑橘加工企业的实际生产加工能力袁
确保加工企业的经营利益袁延长柑橘产业链条袁使柑橘产业
的总体经济效益最大化袁建立政府尧企业和社会中介组织共
担的投入和风险承担机制袁形成完整的创新价格增值循环袁
减少果农的入市风险遥
5.5 拓宽销售渠道袁加强品牌建设
发挥传统销售模式的优势袁充分利用产销对接尧推介展

促销工作[8]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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