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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拥有地理气候条件等热区资源优势。云
南省已经成为中国咖啡的主产区。目前，云南全
省咖啡种植面积已近1130万亩，年产咖啡生豆超
过6万吨。咖啡种植面积、产量占全国的98％以
上，成为全国最大的咖啡生产基地。而在云南咖
啡版图中，普洱咖啡又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普
洱市地处云南省中南部，辖9县l区，103个乡
镇，总人口256万。土地面积4．5万平方公里，占

全省总面积的八分之一，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州
市。普洱境内居住着26个民族，其中世居民族有
汉、哈尼、拉祜、彝、佤、傣等14个，少数民族
人口155万人，占总人口的61％。普洱市森林覆盖
e967％，热区资源丰富，热区面积占云南省热区面

积的28．6％。普洱市的地理气候环境非常适宜发展
咖啡种植，是北回归线附近最适宜咖啡生产的土

地，是绝无仅有的一块绿洲。
2011年，普洱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43．9万

亩，产量达约为3万吨，产值8．5亿元。种植面积

和产量均达到中国咖啡总面积和总产量的一半以
上，普洱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咖啡产地及贸易中
一b。

普洱市政府也已经将咖啡产业确定为普洱市
的特色优势产业，将在政策、资金、人员等多方
面给与大力支持。在具体措施方面，普洱市将采

取组建咖啡农业合作社、引进龙头企业等多种手
段对咖啡产业进行扶植。争取尽快树立“普洱咖
啡”的品牌，打造“中国咖啡之都”。

1普洱市咖啡产业发展现状

1892年，法国传教士将咖啡带到中国，在普
洱市澜沧、江城等地区种植，开启了普洱市种植

咖啡的历史。迄今为止，普洱栽种咖啡已有一百
多年的时11可【“。然而，普洱市真正开始产业41：、规
模化种植咖啡还要从上世纪80年代末算起。经过
20余年的发展，普洱咖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的艰苦的创业历程。确立了自己在国内咖啡
产业中的领先地位。

近年来，普洱树立了“生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立
市理念，把发展特色生物产业和文化旅游养生产
业作为普洱城市建设的主攻方向。普洱市已经将
咖啡产业确立为普洱的优势骨干产业，意图将普洱
打造成为“中国咖啡之都”。普洱咖啡产业呈现出加

速发展的势头，国内国际品牌地位得到进一步提
升。

201 1年，普洱全市咖啡种植面积达43．9万
亩，分别占全国的65．6％和全省的65．8％；投产面
积19万亩，分别占全国的59％和全省的59．4％；
咖啡产量2．8万吨，分别占全国的55．6％和全省的
55．7％，咖啡产值8．5亿元，分别占全国的56．7％
和全省的57．4％。到2012年7月底，全市新备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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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强企业雀巢和星巴克，企业出口创汇达7427．9

万美元。

普洱市还把对农民的技术培训以及组织放在

很重要的位置上。迄今为止，一共组织了咖啡技
术培训270期，培训24477余人次；组建咖啡专
业合作社62个；进行“普洱咖啡”地理标志登记8
万亩。目前，普洱全市的咖啡产业从业人员已达3

万户，10万多人。

2普洱咖啡产业的优势

普洱市发展咖啡产业具有六大优势。

2．1政策优势
随着国家实施云南“桥头堡”战略和普洱国家绿

色经济试验示范区的建设，普洱咖啡产业迎来了
重要的发展机遇。普洱市政ff．f抓住EJ,l-机，迅速出

台了《关于普洱市加快咖啡产业发展的决定》。从咖
啡产业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展目标和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工作重点、保障措施等几个方
面制定了全市咖啡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和任务，

明确政府每年不少于2000万元的咖啡扶持经费。

该决定目前已经成为普洱市发展咖啡产业的指导
性!文件。

2．2地理优势

咖啡的生长对自然资源条件要求较高，咖啡
只能生长在热带低纬度地区[21。我国只有云南、海

南及广西的部分地区适合种植咖啡，而云南的咖

啡种植区又主要分布在普洱、德宏、保山、临沧、
西双版纳等州rh-。普洱地处北纬22。02’至24。50’、

东经990097至102019’之间，北回归线穿境而过。
全市海拔在1400米以下的热区面积达2．32 7i'-FTJ"

公里，合3480万亩，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2．2％，
是云南省面积最大的热区，特别适宜种植咖啡等

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和经济林木。纬度低、海
拔高，热区资源丰富，使普洱成为发展叻11啡生产
最为适宜的区域，属咖啡种植的黄金地带。

2．3气候优势

普洱属南亚热带山地湿润季风气候，全市森

林覆盖率67％，是北回归线上保存最完整的一片绿
洲和“动植物王国”。全rb-年平均气温18．9。12，年无

霜期315天以上，年降雨量1100—2780mm[31。冬无严

综述与述评

寒，夏无酷暑，气候宜人，负氧离子浓度高于世界

最高的七级标准。被誉为“春天中的春天，春城

中的春城”，是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优越
的气候条件有利于营养物质的积累，非．g-适宜咖

啡的种植和生长。

2．4品质优势

普洱因其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所产出的咖
啡具有一流的品质。自2004年起，普洱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每年从全市咖啡产品中抽样送国家农业

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进行检测。在历次
送检中均未检出BHc(六六六)、DDT等有害物质，

卫生指标优于绿色食品标准。自2006年起，东莞

雀巢有限公司每年从普洱收购的咖啡中抽样送云
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进行检测，均未检出日本“肯
定列表制度”中禁用或限用的农业化学品。雀巢公
司推出的精品咖啡(Limited Edition)，原料豆即为普
洱咖啡。日本达依那姆株式会社独立制作的“思茅咖
啡”品质可与世界著名的蓝山叻II啡相提并论。

普洱咖啡因其优秀的内在品质而被国际咖啡

组织(ICO)认定为一类产品。2006年美国特种咖啡
协会公布了连续三年的普洱叻11啡与哥伦比亚咖啡
的杯品比较结果；普洱咖啡的综合评分88．75分，
高于哥伦比亚咖啡的85．88分。2012年1月星巴

克首席杯品师再次为普洱叻II啡打出了81．5分的高
分。众多测试与评比都证明普洱咖啡的品质可以
跻身于世界顶级咖啡的行列。
2．5技术优势

普洱种植咖啡时间较长，咖农对种植咖啡有
着较为丰富的实际经验。而且，普洱市拥有完整

的农技服务系统以及一大批有经验的农技服务人
员。通过对咖农进行广泛、深入细致的技术培训

及农技支持，咖农的种植水平得到了进一步的提
Yt-。在咖啡种植实践的基础上，普洱农技部门总

结出了一整套小粒种咖啡丰产栽培技术措施，编

制了《云南小粒种咖啡高产优质栽培规程》。该规程

从咖啡田选择、咖啡育种、施肥、病虫害防治、

初加212等多个环节x,l咖啡生产进行了总结和规范，
已经成为普洱咖啡优质高产的重要技术保障。

2．6效益优势
普洱优越的自然条件为叻II啡生长提供了最佳

的气候、土壤和矿物质条件，在初加工环节又全
部采用湿法加工措施。目前，思茅小粒种咖啡商

品米的平均亩产量达到150kg以上，一级品率达到
80％以上，咖啡产量和品质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广

泛认可[41。相对于其它经济作物来讲，种植咖啡能
够给农户带来更大的收益，农民种植叻11啡的积极
性很高。普洱叻11啡产量、产值连年增长，已经成
为全国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咖

啡主产区和咖啡贸易的主要集散地f5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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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普洱咖啡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普洱咖啡达到了相当

的规模，取得了非凡的成绩。但是毋庸讳言，普
洱咖啡仍然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和不足。这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m。

3．1管理服务机构不健全，科研技术力量较薄弱
虽然普洱市已经建立起管理咖啡产业的专门

机构、配备了专职的工作人员，但咖啡产业发展

办公室的机构和人员都还需要进一步充实。下属
各区县的咖啡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也同样

不同程度的存在人员和经费配备不足的现象。同
Ij．-j-，全市从事咖啡产业发展研究的农业科技人员
和技术骨干严重短缺及老化，科研技术服务难以
满足咖啡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3．2咖啡种植基地产权不明晰

在“公司+基地+农户”的管理模式下，普洱市

逐步形成了公司投资，农户投劳、出土地的咖啡

产业发展格局。这一模式能够调动公司和农户双
方的积极性，在咖啡产业发展初期发挥了巨大的
促进作用。但这种模式同时也造成了咖啡基地产

权不明晰的问题，公司和咖农之间的利益分配存
在矛盾。目前，很多咖啡园承包合同已经到期，
农户不愿意再将土地承包给企业。企业与农户的
矛盾日益凸显，甚至出现了农户偷卖、强卖咖啡

的事件。寻找适应新形势的咖啡产业模式、协调
咖啡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成为目前亟待解决的
I'-q题。
3．3咖啡产业发展与劳动力匮乏之间的矛盾日益
突出

由于农村劳动力夕t-流转移较多，劳动力匮乏

成为制约普洱咖啡产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以思茅区南屏镇大开河村为例，全村共有有213
户819人，种植咖啡5000亩，平均每户有咖啡

5．9亩，每户每年大约需要招聘150个劳动日。
2012年普洱全市新种植20万亩咖啡，按照目前的
管理方式需要新增农村劳动力近2万人。工价高、

招工难成为许多咖啡企业和种植大户面临的重要
问题。
3．4产业与环境协调发展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使用和开发、协调咖啡
种植与其它经济作物的关系、保护森林资源，是
咖啡产业面临的现实问题。有的农户在林下种植
咖啡时，存在砍伐、毁坏森林的现象；有的咖啡
初加工厂未建设或未使用污水处理池，咖啡加工
污水沿河排放，对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
响。为了保证咖啡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保护普洱
的自然生态环境，必须把环保工作提升到重要的
地位。

3．5部分地区咖啡规划、管

啡产量和品质

由于咖啡市场前景看好
户的叻II啡种植区域向次适宜区甚至非适宜区域迅

速扩张。同时咖啡种植管理比较粗放，咖啡树老
化、退4-L比较严重。在种植环节，部分咖农生态
安全意识淡薄，农业化学品投入控制不严格的现
象时有发生；在采摘环节，没有按照规程进行采

摘和加_32，一些还不成熟的咖啡果被过早采摘；

在加工环节，咖啡加工的环境、过程以及有机物

的处理不符合环保及卫生要求，咖啡质量不稳定；
在仓贮环节，缺乏咖啡仓贮物流中心的规划和建
设，农民自行存贮的咖啡容易变质【81。所有这些因
素都会导致部分地区咖啡单产不高、品质下降、
销售困难。

3．6咖啡产业链短。咖啡产业整体效益亟待提升
普洱现．fi-的大部分咖啡企业主要以收购原料

为主，“弱、散、小”情况严重。少数进行咖啡深加
工的企业也存在技术落后，设备简陋的问题。再
加上缺乏必要的质量标准和监督机制，造成普洱
咖啡产业链短，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值低，品牌
效应不明显。目前，普洱咖啡的销售主要依赖雀
巢公司，国内的销售队伍多为非专业的咖啡企业，

不能直接面x．1-国际大市场19’“。普洱咖啡产业受国际
市场因素制约很大，抗市场风险能力弱。因此，

普洱咖啡产业的整体效益不高，品质优良的“普洱
咖啡”却没有取得应有的经济收益。

4今后普洱咖啡产业发展的目标和措施

针x,1-普洱咖啡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普洱
市制定了详细的、有针x,l-性的咖啡产业发展目标
与规划。在未来5到10年里，普洱将继续以现代
农业理念谋划咖啡产业发展，坚持走特色化、规
模4t=、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国际化的发展
道路，做大、做强、做精咖啡产业，把普洱建设
成为世界优质咖啡豆原料基地、全国最大的咖啡
精加工基地和咖啡物流中心、贸易中心；把普洱
打造成为“中国咖啡之都”、国家出口农产品(咖啡)
质量安全示范区。到2016年，普洱全市咖啡种植

面积将发展到100万亩以上，平均亩产咖啡米150
千克以上，咖啡米年产量9万吨以上，实现产值

100亿元以上。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普洱市将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工作：
4．1加强领导、加大投入。为咖啡产业发展提供
保障

首先是成立了专门的普洱市咖啡产业发序领
导机构和工作机构。成立了以市长任组长，发改、
工信、财政等部门为成员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
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咖啡办，刖可，普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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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和资金。编制并向省中低改办上报了《普洱市中
低产咖啡园改造规划》，争取将24．9万亩咖啡园列
入云南省中低产田地改造建设项目。三是按照“生
态立市、绿色发展”的理念，制定了《普洱市2012年
咖啡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提出紧紧围绕打造“中
国咖啡之都”的目标，打响普洱生态咖啡品牌，加
快生态咖啡基地和国家咖啡质量检测中心建设，
全面推进与雀巢、星巴克等咖啡知名企业的战略
合作，培植壮大咖啡产业，突出抓好咖啡种植的
区域布局，目前，市财政已安排专项资金2400万
元，主要用于咖啡种植、咖啡初加-1-技术规范、
咖啡专业合作社建设[11．1习、咖啡科学研究、咖啡种
质资源库建设、咖啡示范园建设及品牌打造等方
面。

4．2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加快建设高品质咖啡
种植基地

普洱市将咖啡产业确立为全市六大优势骨干
特色产业之一，将普洱咖啡提升到能够和普洱茶
相提并论的战略高度，要像打造普洱茶产业那样
打造咖啡产业。在推动酱洱率先跨越发展的
“131 1 1”工程中，明确提出到2016年全市咖啡种植
面积达100万亩，产值达120亿元的目标。紧紧围
绕建设“中国咖啡之都”，以思茅、宁洱、澜沧、孟
连、江城、墨江六县(区)为重点，高标准规划建
设生态咖啡基地，做到产业结构合理搭配，土地、
劳动力、气候等资源综合利用；同时，普洱市委、
市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快普洱市咖啡产业发展
的决定》，在咖啡规划布局、tit．良品种推广、生态
咖啡园建设、中低产咖啡园改造等方面作了具体
要求。将把生态咖啡园建设和咖啡4C认证培训相
粘合，切实加快建设高品质的普洱咖啡种植基地。
"完善标准、强化科研．为咖啡产业发展提供
靛术支撑

随着普洱市咖啡产业的快速发展，普洱咖啡
与国碌国内的交往也越来越多，建立与国际接轨
的技术及产品质量标准变得尤为重要。普洱市将
充分利用农业科技服务体系、龙头企业以及大中

普洱市十分重视咖啡龙头企业的引进扶持和
咖啡专业合作社的组建工作，先后引进和培育了
雀巢、星巴克、爱妮、阿拉比卡星、北归、科飞、
曼老江、宏基、曼涯等一大批咖啡龙头企业。这
些龙头企业在普洱咖啡原料出口、精深加-I-、新
品种引试、咖啡文化建设及品牌打造等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今后，普洱市仍将按照“扶优、扶大、扶
强”的原则，积极引进和培育起点高、规模大、覆
盖面r'-、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认真落实扶持农
业龙头企业的各项优惠政策，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积极引进和扶持重点企业研究和开发咖啡新产品，
加强与国内外知名咖啡企业的合作与交流，扩大

咖啡产业链【“，生产新一代适销对路的咖啡健康饮
品；加快咖啡市场建设，开拓国内外咖啡市场，
搭建国内外咖啡交易平台及中国咖啡网络销售体
系，为生产企业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把普洱建
设成为“中国咖啡贸易中心”。同时，按照平等自愿
的原则，加快组建咖啡专业合作社等经济组织，

实现龙头企业与咖啡专业合作社按照统一的咖啡
综合标准协同发展。对组建咖啡专业合作社并积
极开展工作、开展咖啡新产品开发和精深加工技
术创新的企业，组织和出口业绩较好的企业，将
给予一定的资金补助和奖励。

4．5繁荣文化、打造品牌。树立“普洱咖啡”国际
品牌形象

普洱市将一如既往地为繁荣普洱咖啡文化做
工作，积极筹备建设中国咖啡文化博物馆。同时
通过举办咖啡展览、咖啡鉴赏、咖啡师大赛等活
动，宣传“普洱咖叫F”、扩大“普洱咖吗#”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积极实施咖啡品牌创建-I-_程，加快绿色
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步伐，争取创建一批国际
国内知名品牌；支持鼓励咖啡产业龙头企业实施
品牌发展战略，对获得中国驰名商标、云南省著
名商
牌产

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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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述评

5结论

普洱是我国为数不多的适宜种植咖啡的黄金

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普洱咖啡已经奠定

了坚实的产业基础，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特色优
势产业和重要的创汇农产品，具有良好的发展前

景。但是，由于历史发展和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原
因，普洱咖啡也同时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问题。从
总体上看，普洱咖啡产业仍停留在初级阶段，存
在着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市场培
育不足、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嘲。普洱市政府及咖
啡从业人员已经充分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
相应的解决措施。可以相信普洱咖啡必将迎来大
发展的历史阶段，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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