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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和问题及对策
张永志 1 张道宏 1 刘原 2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 四川苍溪猕猴桃研究所
DOI:10.12238/as.v4i1.2000
[摘 要] 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已成为当地重点发展的特色产业,目前猕猴桃种植规模达到 39.5 万亩,并且
种植规模还在逐渐扩大,加工技术不断提升。本文分析了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现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
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为苍溪县猕猴桃产业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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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Kiwi Industry in Cangx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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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kiwi industry in Cangxi County has become the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of loc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kiwi planting scale has reached 395,000 mu, and the planting scale and the processing technology
continuously improv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kiwi industry in Cangxi County,
points out some existing problems,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iwi industry in Cangxi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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