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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李庆国
热烈欢庆的宴席上袁一颗颗通红硕大的桃子
惹人喜爱遥 在今年国务院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袁
平谷大桃再次身披野国庆礼桃冶荣耀袁代表 45 万
平谷乡亲为祖国奉上生日礼物遥
京东平谷袁大桃之乡遥 金秋时节袁从北京市中
心出发向东北行驶大约 70 公里就进入平谷区地
界遥 这里桃林似海尧生态优良袁20 多万亩大桃不仅
为平谷筑起绿色屏障袁 更成为 10 万名桃农增收
致富的金字招牌遥
新发展阶段袁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道
上袁平谷区正凭借大桃产业迈出铿锵有力尧充满
希望的步伐袁展现出野一果兴尧百业旺冶的乡村产
业振兴新气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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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北京市平谷区振兴大桃产业观察
要要

1

2

发挥区位和产业优势，
走出
“国际范儿”

实施
“互联网＋大桃”工程，
催生创业新模式

在平谷袁每一个村几乎都种大桃遥 行走
在平谷的山水田园袁桃林一片连着一片遥 一
颗颗色泽亮丽尧白里透粉的大桃挂满枝头袁
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遥
野平谷是北京市的农业大区袁产业优势
明显袁区位优势突出遥 平谷大桃种植规模现
在已达 22 万亩袁年产量近 20 万吨遥 冶峪口
镇大桃商户张亮告诉记者袁这里有白桃尧油
桃尧黄桃尧蟠桃 4 大类 200 多个品种的精品
大桃遥 经过不断调整品种结构袁实施野沃土
工程冶尧 绿色防控等科学措施提升果品品
质袁大桃种植实现早尧中尧晚熟品种的合理
搭配袁从 3 月下旬一直到 10 月底均有鲜桃
上市的栽培格局遥
乡村振兴袁产业兴旺是重点遥 叶北京市
野十四五冶 时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规划曳提
出袁聚焦小品种袁培育大品牌袁打造野北京水
果冶区域公共品牌袁建设樱桃尧大桃尧葡萄尧
梨尧 苹果等品种繁育和高标准生产示范基
地 50 个遥 这一重要战略部署袁为平谷大桃
产业发展进一步明晰了路径遥
新时期袁北京将做强野平谷大桃冶等
特色农产品袁大力发展功能蔬 菜 尧有 机果
品尧绿色杂粮尧蜂产业和中药材 等小 品种
特色产业袁依托野平谷大桃冶等一批特色
农 产 品 袁 发 展 100 个 全 国 野 一 村 一 品 冶 示
范村遥
一个产业的强大离不开长久的沉淀遥
40 多年来袁10 万桃农尧1000 余名农技员辛
勤耕耘袁近百项综合配套技术袁让平谷大桃
从一种果品发展成一项富民产业袁 也成长
为一个野国际范儿冶十足的世界级农产品品
牌遥
如今袁野平谷大桃冶 先后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尧中国和欧盟野10垣10 地理标志
国际互认冶产品尧全国农产品博览会金奖尧
中国百强农 产 品区域 公 用品牌 等众 多荣
誉袁还拥有野世界最大集中连片桃园冶野种植
品种最多冶两大吉尼斯世界纪录袁更远销东
南亚尧日韩尧欧美和俄罗斯等几十个国家和
地区遥

今年的平谷鲜桃季活动期间袁
身为北京绿农兴云果品产销专业合
作社社长的岳巧云异常忙碌遥 野鲜桃
任您选袁一键送到家遥 冶2020 年袁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袁 平谷大桃销售
面临一定风险和挑战袁野互联网垣大
桃冶 工程发挥了重要作用袁2020 年
鲜桃季期间袁电商大桃销售 4250 万
斤袁销售额 3.6 亿元袁促进农民增收
1.5 亿元遥
为拓宽大桃销售途经袁 平谷区
完善了电商尧野1垣15垣46冶市场尧实体
商超尧城市社区尧批发市场尧旅游干
路沿线尧 深加工等 8 大大桃销售渠
道袁构建起多维度的大桃营销体系遥

野政府引导袁企业运营袁服务农
户遥 冶平谷区创新设立的野电商服务
中心冶袁构建起电商营销尧人才培训尧
产后供应等五大体系遥 该中心积极
与顺丰尧 京东尧EMS 等物流企业对
接袁打通了物流渠道遥 物流效率提高
了袁物流费用降低了袁获得实惠的果
农们心底里更加踏实了遥 电视平台尧
网络社交平台的直播带货袁 让后疫
情时 代的 平谷 大桃 有 了 销 售 新 渠
道遥
野蜜桃哺育我长大袁我让蜜桃放
光华遥 冶这既是返乡创业青年岳巧云
的创业座右铭袁 也是她立志奋斗一
生的梦想遥 野互联网垣大桃冶等系列工

程让岳巧云看到了全新的商机遥 野有
在城市工作的经验袁在种桃尧卖桃的
圈子里袁自己最懂得互联网曰从小和
父亲一起种桃卖桃袁 在互联网的圈
子里袁自己最懂得平谷大桃遥 这两个
的不相干的事情结合起来袁 就有了
突出的优势遥 冶于是袁野互联网垣大桃冶
成了岳巧云返乡创业的平台遥
如今在平谷区袁 像岳巧云这样
的返乡创业青年越来越多袁 他们带
来了新理念尧新技术尧新模式袁带领
乡亲们逐渐转变过去的种植尧 管理
和销售方式袁 为传统的大桃产业注
入了发展新活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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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高质量发展，奏响百业兴旺新乐章
休闲平谷袁桃花之都遥 22 万亩
桃园连绵不断袁绚丽桃花如云绽放袁
平谷春日处处是花海遥 每年的四五
月份袁 来平谷赏桃花的京津冀市民
络绎不绝袁 平谷桃园成为京郊最火
的网红打卡地之一遥
如今袁 平谷大桃串起了吃喝玩
乐袁 成为当地乡村旅游业新的增长
极遥
野白天看桃花袁 人面桃花相映
红曰晚上享美食袁农家美食特色多遥 冶
市民来此袁可驾车沿京平高速至崔
杏路出口驶出袁沿崔杏路至平关路
到达小金山花海袁居高临下俯瞰花
海美景袁一览桃林花海之壮阔遥 可
沿平关 路 尧胡 熊路尧密 三路到 达 老
象峰 尧丫髻 山风 景区 袁尽享 山 居田
园之秀美遥 还可以搜索农家美食袁
峪口镇洳口烙盒子尧南营村驴肉烧
饼尧 大华山镇挂甲峪村小锅饽饽尧

刘家店镇前吉山的 野萝卜丝干饭冶
噎噎各具特色的农家菜让 野吃货冶
大饱口福遥
产业强了尧 路子多了尧 腰包鼓
了尧乡村美了袁平谷群众的生活指数
直线上升袁幸福感自然愈加高起来遥
徜徉在花果飘香的平谷山水田园袁
景区尧餐饮尧采摘尧民宿等处处欢声
笑语袁互联网电商尧微商等新兴产业
创业创新景象热火朝天遥 一批批大
桃生产尧 运销和加工龙头产业群体
正飞速壮大袁交通 尧物流尧参 观尧培
训尧休闲文化尧农耕体验等产业链正
在快速生长袁智慧农业尧科研科教尧
数字乡村尧特色非遗噎噎一品兴袁带
动百业旺袁 大桃催生千条万条致富
路遥
织梦桃花源袁平谷画新篇遥 在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袁
平谷区委再次发出野动员令冶袁决心

在平谷高质量发展征途上跑出加速
度院
要大力支持发展特色食品尧
要要
特色手工业等乡土特色产业袁推
动 手工 艺创 意 产 品开 发 袁 支 持乡
村 手工艺 产 品 参 与 遴 选 野北 京 礼
物冶遥
要全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示
要要
范区建设袁建设野农业中关村冶袁打造
野农业中国芯冶遥
要加强与农业尧文体尧会展尧
要要
科技等领域深度融合袁 优化提升精
品民宿平谷升级版袁 积极引进休闲
旅游市场主体袁打造野横过来的五星
级乡村休闲度假酒店冶遥
征程万里风正劲袁 重任千钧再
出发遥 相信袁在平谷区广大干部群众
的齐心协力下袁 全区大桃产业一定
会更上层楼袁 平谷乡村全面振兴的
新征程也必将越走越稳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