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牌电商缘何看上海南“妃子笑”?
一版纵深·京东商城包销文昌2000亩荔枝

吃粗粮
喝温泉
肉香不腻
营养丰富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
来”，千年前的开元盛世，杨贵妃为了能
吃到新鲜的荔枝，不惜让骑士不远千里
运送而来。 如今， 又到了荔枝收获的季
节， 身居内地的人想吃到新鲜的海南
“妃子笑”荔枝，不用再“授意”骑兵八
百里加急，只需在电商平台上动一动鼠
标，48小时内即有火红的荔枝送上门。

记者了解到， 自今年 5月荔枝上市
后， 京东商城即包下文昌 2000 亩荔枝
园，利用航空速递服务，在两天内就能将
新鲜荔枝送到消费者手中。 海南荔枝究
竟有什么魔力， 能使国内数一数二的网
络电商如此垂青？

电商助力荔枝出岛

“今年收成好！简直好得不得了！要
是你早来几天， 一眼望去全是火红的荔
枝和大大小小的货车！ ”东路镇荔枝经
销商徐能笑着说， 今年东路镇的 1.5 万
亩荔枝喜获丰收，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

间里，全部销售一空。 不论是果农、经销
商还是果商，只要是在荔枝产业链上，都
赚了个盆满钵满。

“说起来，我算是东路镇第一个做
荔枝出岛生意的人了，10 多年前一直
做到现在， 也见证了荔枝产业的发
展。”徐能告诉记者，10 年前，东路镇就
是有名的荔枝产地， 但生意一直不火。
徐能和他的同行们意识到，着眼于岛内
市场，荔枝产业只会逐渐压缩自身的发
展空间，岛外的市场，则是一块崭新的
大陆。 徐能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
通过陆路运输，将荔枝运往北京、上海
等大城市销售，但运输价格高，虽然赚
到一点钱，但是规模却难以扩大。 一晃
几年过去，电商平台的崛起促使物流行
业迅速发展，也让荔枝的出岛之路变得
简单起来。

新鲜的海南荔枝开始大规模出现在
内地市场，甚至遥远的东三省，也能见到
颗粒饱满的“妃子笑”。 东路镇上开始出
现来自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也带来了
一种全新的水果销售模式。“每年荔枝成
熟前，就有收购商打来电话提前订购当年

的新鲜荔枝。 ”徐能说，今年荔枝成熟后，
每天从自己手上经手的荔枝超过 10 万
斤。 早上刚刚采摘的荔枝，当天晚上就能
登上货轮，3天内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

荔枝质量逐年提高

而做了多年水果生意的福建果商蓝
国亮， 更能够直观地看到海南荔枝的优
势。 每年在全国各地奔波收购水果，蓝
国亮对各地的优质水果产地如数家珍，
但决定在东路镇收购荔枝， 仅仅是四五
年前的事。 “荔枝产地很多、 品种也很
多，但见过了这么多的荔枝品种，我还是
要给海南的荔枝点赞！ ”蓝国亮赞叹道，
得益于海南的气候和地理优势， 每年荔
枝成熟季， 海南的荔枝必定是第一批上
市的，这也奠定了海南荔枝的市场优势。

“不仅上市早，东路镇的‘妃子笑’
荔枝卖相、口味都属一流，最让我感到惊
讶的，是其逐年攀升的质量。 ”蓝国亮告
诉记者。

“果农们有意识地提高荔枝质量、
产量，同时改善存储方式、服务意识。 且
由于不愁销路， 果农也不急于采摘荔枝
青果，而是等到完全成熟后采摘，这进一
步提升了海南荔枝在市场上的知名度，

继而接到更多的订单， 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 ”蓝国亮说，同时新鲜的海南荔枝最
短能在 24小时内送达消费者。“每年吃
的第一颗新鲜荔枝就来自海南， 消费者
当然会记住海南‘妃子笑’荔枝这个品
牌！ ”

而另一位荔枝收购商刘艳芳的选
择，则更能体现海南荔枝的受欢迎程度。
她的家乡廉江，同样是荔枝产地，而她却
选择在海南开展自己的水果生意。质优、
新鲜、上市早，是刘艳芳对海南荔枝的评
价，也正是这样的原因，让她宁愿提高成
本，也要收购海南“妃子笑”。 当记者联
系她时，刘艳芳今年收购的 100 万斤新
鲜荔枝，早已通过各种物流渠道，送到消
费者手中。

海南水果备受追捧

其实不止是“妃子笑”荔枝，海南的
其他水果同样受到全国人民的追捧。 记
者在国内最大的电商平台上搜索发现，
不论是 “荔枝”“芒果”“莲雾” 还是
“水果”等关键词，搜索结果首页几乎是
一水的海南卖家，在物流发达的今天，消
费者似乎认准了海南水果。

“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发展战

略与创新创业研究所所长李伟铭说：
“当下的海南水果， 已经具有地理标识
品牌，例如泰国的榴莲、美国的苹果，消
费者会自然地将优质水果与海南联系起
来， 也有利于更多的海南水果远销岛
外。 ”李伟铭说。

不仅是地理标识品牌获得认可，初
具规模的海南热带农业同样促使海南水
果走红。 “得益于热带农业的规模效应
和集聚效应， 让人们能够有越来越多的
渠道了解海南， 也主动为海南产品打开
了销路。 ”李伟铭告诉记者，从向岛外拓
展销路到产品主动走出岛外， 哪种方式
的效果更好显而易见。

“当下的市场环境，是海南农业产
业等待许久的机会。 ”李伟铭解释道，
经济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 消费
能力都得到明显提高， 同时对于绿色
健康食品的追求也愈加热烈。 而海南
独特的自然环境正好能够满足消费者
的这一需求， 因而对海南的农产品产
生更强的信赖感。“而地处热带的地理
优势，能够让海南水果率先抢占市场，
综合而言，时代优势、环境优势和地理
优势造就海南水果如今在市场上备受
追捧。 ”

（本报文城 6 月 16 日电）

国际旅游岛讲坛
6月 21日讲座预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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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忘国耻、圆梦中华”诗词、楹联征稿启事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69

周年、“七·七” 全面抗战爆发 77 周
年、“九·一八”事变 83 周年和南京大
屠杀发生 77 周年， 经中宣部批准，中
宣部《党建》杂志社、中国文联国内联
络部、中国楹联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
单位，在网上共同开展“勿忘国耻、圆
梦中华”诗词、楹联征稿活动。
一、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以 “勿忘国耻、 圆梦中
华”为主题，用古体诗词、楹联形式，表
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实现
民族伟大复兴的家国情怀， 为实现中
国梦凝聚人心、积聚力量。
二、征稿内容与要求

所征稿件应紧扣主题。 具体内容可
围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9 月 3
日）69周年、“七·七”全面抗战爆发 77
周年、“九·一八”事变 83周年和南京大
屠杀发生（12月 13日）77周年等方面
展开。

1.�楹联作品。 导向积极，立意新
颖，语言生动活泼，具有时代性、文学
性、实用性。 符合联律的基本规则，词
性对仗，声韵协调。 联语字数每比不超
过 15 字，必须为原创新作，每人作品
不限条数。

2.�古体诗词作品。 符合格律要求，

新旧韵均可，每首一般不超过 120 字，
须为原创新作。
三、主办单位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
中国楹联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

四、评委组成
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分别组成楹联

组和古体诗词组初评及终评委员会。
五、奖励办法

1． 楹联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
300副， 评出一等奖 5 名， 二等奖 10
名，三等奖 20名。

2.�古体诗词征集活动评选出优秀
作品 200 首，评出一等奖 5 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名。

3. �获奖者作品将作永久性展示，
并由主办单位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
其中一等奖奖金为 3000 元，二等奖奖
金为 2000 元， 三等奖奖金为 1000
元。

4.�优秀作品获得者赠送《党建》
特刊一册（内含上述活动全部优秀作
品）， 赠送征稿活动优秀作品集 （图
书）一册。

5. �所有获奖作品在党建网公示，
一旦发现抄袭，即予以取消。

六、时间安排
1.�6 月 5 日开始征稿，7 月 1 日截

稿。
七、投稿方式

1.�党建网开设专门网页和投稿链
接。 党建网网址：www.dangjian.com
������2. �党建网微平台开设投稿链接：
在公共账号搜索 “党建网微平台”六
个字并加关注， 或搜索 "zxbdjw",点
击关注。

3.�纸质作品请寄：北京市东城区
珠市口东大街 10 号东段《党建》杂志
社收，信封请注明“征稿”字样。 纸质
作品截止日期为 6 月 25 日，以邮戳为
准。

4. 电 子 邮 件 请 寄 ：
kangzhanzhengji@163.com
���� 5.�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地址、
邮编、身份证号、联系电话。
八、推介宣传

在党建网开设网上展览馆展示优
秀作品。 同时安排中央主要媒体和重
点网站选登优秀作品。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

中国楹联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

2014 年 6 月 5 日

诗词、楹联庆七·一，关于开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3周年

“把楹联写在党旗上”、“诗词飞扬党旗飘”活动的征稿启事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3 周年， 经中宣

部批准，中宣部《党建》杂志社、中国文联国内
联络部、中国楹联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单位，
在网上共同开展 “把楹联写在党旗上”、“诗
词飞扬党旗飘”征稿活动。
一、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3周年为
主题，通过楹联征集与诗词征文活动，广泛动员人
民群众运用楹联和中国古体诗词的文化形式，深
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唱响共
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伟大祖国好、全国人民好、改
革开放好的时代主旋律，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实现中国梦凝聚人心、积聚力量。
二、征稿内容与要求

所征稿件应紧扣主题，大力讴歌中国共产
党的光辉历程和丰功伟绩。具体内容可围绕以
下方面展开：党的建设包括政治建设、思想建
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
建设，党的历程及党史上重大事件、代表人物
事迹， 党的纪念地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时代楷模等优秀共产党员先进事迹，坚持为人
民服务宗旨、坚持群众路线，改进工作作风，培
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全面深化改
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等。

1.楹联作品。 导向积极，立意新颖，语言生动
活泼，具有时代性、文学性、实用性。符合联律的基

本规则，词性对仗，声韵协调。 联语字数每比不超
过 15字，必须为原创新作，每人作品不限条数。

2.古体诗词作品。 符合格律要求，新旧韵
均可，每首一般不超过 120字，须为原创新作。
三、主办单位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
中国楹联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

四、评委组成
邀请国内著名专家分别组成楹联组和古

体诗词组初评及终评委员会。
五、奖励办法

1.楹联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 300 副，评出
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名。

2.古体诗词征集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 200
首，评出一等奖 5名，二等奖 10�名，三等奖 20
名。

3.�获奖者作品将作永久性展示，并由主办
单位颁发奖金和荣誉证书。其中一等奖奖金为
3000 元，二等奖奖金为 2000 元，三等奖奖金
为 1000元。

4.优秀作品获得者赠送《党建》“七·一”
特刊一册 （内含上述活动全部优秀作品），赠
送征稿活动优秀作品集（图书）一册。

5.所有获奖作品在党建网公示，一旦发现

抄袭，即予以取消。
六、时间安排

1.�5月 26日开始征稿，6月 30日截稿。
七、投稿方式

1.�党建网开设专门网页和投稿链接。党建
网网址：www.dangjian.com
���� 2.党建网微平台开设投稿链接：在公共账
号搜索“党建网微平台”六个字并加关注，或
搜索 "zxbdjw",点击关注。

3.�纸质作品请寄：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
大街 10号东段《党建》杂志社收，信封请注明
“征稿” 字样。 纸质作品截止日期为 6 月 25
日，以邮戳为准。

4. 电子邮件请寄：dangjianzhengji@126.
com
� � � � 5.来稿请注明：姓名、单位、地址、邮编、身
份证号、联系电话。
八、推介宣传

6 月 27 日至 7 月 3 日， 在党建网开设网
上展览馆展示优秀作品。同时安排中央主要媒
体和重点网站选登优秀作品。

中宣部《党建》杂志社
中国文联国内联络部

中国楹联学会
中华诗词学会

2014 年 5 月 20 日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赛

海软捧回
动漫赛项一等奖

本报嘉积 6 月 16 日电 （记者蔡倩）在近日
举行的 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海南
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子林永生获得了海南省在该
大赛动漫赛项高职组的首个一等奖。

6 月 10 日 -12 日，2014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动漫赛项（高职组）在南宁举行。本次大赛
共有来自全国 28 个省区市代表队的 113 名选手
参赛， 海软学院数码设计系林永生代表海南省参
赛。经过 3天的激烈角逐，林永生荣获大赛高职组
动漫赛项一等奖， 填补了海南省高职院校在该大
赛动漫赛项上一等奖的空白。

据了解，201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由
教育部发起，联合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业和地方等
31 个主办单位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职业院校
学生竞赛活动，是目前我国专业覆盖面最广、参赛
选手最多、社会影响最大、联合主办部门最全的国
家级职业院校技能赛事。

据介绍， 海软学院先后与 50 多家企事业单
位建立了合作关系， 共建了 20 多个校企合作共
建基地。 此外，还探索由项目合作推进到订单培
养。

本报那大 6 月 16 日电 （记者易宗
平 通讯员夏佟） 记者今天从儋州市畜
牧部门获悉，该市积极培育黑猪等具有
儋州特色的农业品牌，扶持天湖、振风、
牧正等猪场饲养原土黑猪，年内将达到
30万头。

据了解， 着眼于本土化取向，儋
州市汇聚三大优势力量发展原土黑
猪：

发挥生态优势。 儋州原土黑猪多
采用放养模式， 吃的是粗粮杂草，喝
的是温泉水， 故又被称为温泉黑猪；

生长周期长，肉质香而不腻，口感筋
道滑润，富含优质蛋白质和人体必需
的脂肪酸， 骨髓中更是富含粘多糖、
钙、磷和多种维生素，是健康的有机
食品。

发挥品牌优势。 目前，该市已形成
“旱露温泉黑猪”、“儋耳黑香猪”两个
黑猪品牌，其中“旱露温泉黑猪”被评
为海南省冬季农产品交易会著名品牌
商标；该市已获评“中国儋州温泉黑猪
产业之乡”称号。

发挥政策优势。 拥有 4 家品牌猪

肉专卖店的兰洋镇兰洋村养猪户李
桂生说：“政府的补贴为我们降低了
成本， 加快了发展整个产业链的速
度。”据介绍，儋州市政府在养猪方面
的扶持，有补贴品牌专卖店方面的项
目。 此外，还包括栏舍建设、能繁母
猪、良种补贴和生猪调出大市奖励资
金等。

基于三大优势， 儋州市明确了发
展原土黑猪的目标任务：2015 年底，
建立温泉黑猪标准化示范养殖基地
10 个，建设标准化养殖小区，实现温

泉黑猪年出栏量达 60 万头，占全市生
猪出栏量的 1/3， 实现年产值 10 亿
元。

儋州市长林东表示， 将推动农业
向“集约化、设施化、精细化、生态化、
品牌化、标准化”发展，努力把现代特
色农业打造成为儋州经济的一张 “王
牌”。儋州市畜牧兽医局畜牧科科长关
瑞麟认为， 在原土黑猪产业上，“政府
补贴就是一种鼓励”，推动这个产业突
破性发展， 有效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
增收。

中华药业进军我省———

将打造海南热带特效
清凉药研发制造基地

本报上海 6 月 16 日电 （记者单憬
岗 ）“海南是我国唯一的全热带省份，
是国内清凉药品的兵家必争之地。 ”
昨天上午， 百年老字号上海中华药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家龙在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 他们将分三步进
军我省，从销售布局到新品发布，再到
建设研发与生产基地， 最终将我省发
展成为中华药业的热带特效清凉药基
地。

“中华药业在海南有广阔的发展天
地。 ”丁家龙表示，清凉产品是热带地区
人民生活的必需品， 而中华药业在研制
生产清凉健康产品上有着很强的优势，
例如中华药业特制的棕色清凉油深受非
洲消费者欢迎， 这也是为什么中华药业
的产品牢牢占据非洲数十个国家市场领
先地位的原因。因此，他们今年决定在巩
固并强化华东、 西南等传统优势区域市
场之外，中华药业开始发力海南、广东等
市场，成为其发展战略的重要布局。特别
是海南市场，由于属热带气候，对于清凉
健康产品有着旺盛需求； 而对于中华药
业来说， 这是一片值得开拓的巨大潜力
市场。

但中华药业的海南战略远不止销售
产品而已。丁家龙表示，由于海南的热带
特性， 他们下一步准备将我省作为面向
热带研发的各类新产品的发布基地。 通
过在海南市场的示范效应来拓展整个华
南、东南亚、非洲和南美洲市场。

“在巩固海南市场后，我们将在海南
建设热带清凉健康产品的研发和生产制造
基地。 ”丁家龙说，考虑到市场的近似性，
加上海南环境气候资源优良， 在海南进行
热带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非常合适。 因此
他们将尽快着手建设基地的工作。同时，秉
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宗旨的中华药业，
对海南特有的黎医黎药、 苗医苗药资源非
常感兴趣，丁家龙表示，他们将深入考察海
南的民族医药资源，研发立足海南、面向全
球的民族医药新产品。

海口商场热推
“世界杯经济”

随着 2014年巴西世界
杯的开赛，海南各地的商场
超市和各商店都借着世界
杯，推出了五花八门的促销
方式，吸引顾客。

日前，海口市海府路南
亚广场的一家超市推出的
世界杯实物广告。

见习记者 陈元才 摄

时 间：6 月 21 日 （星期六） 上午 9:00-
11:30

主讲人：陈家琪（同济大学政治哲学与法
哲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讲座主题： 国际旅游岛发展与公民道德
建设

讲座地点： 海口市国兴大道省图书馆 1
楼报告厅

报名取票：1.短信报名，编辑“订票”加姓
名，发送至 089865202275

2.登录海南社会科学网（http://www.hn鄄
skl.net）订票

3.海口市海府路 49 号大院第二办公楼三
楼取票，电话：65202275

4.省图书馆 1 楼咨询台
取票时间：6 月 18 日（星期三）9：00 开始，

取完为止，欢迎集体组织听讲
海南特色 世界眼光 公益讲座 免费听讲

儋州扶持猪场饲养原土黑猪，年内将达到 30万头

“土猪”也走“高大上”
原土
黑猪

荨上接 A01 版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做好安全工作，要靠大

家积极参与、齐抓共管。 全省各级机关、企事业单
位、广大居民朋友是安全生产的主体，要牢固确立
“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共同唱响“关爱生命、
关注安全” 主旋律。 认真学习和宣传安全法律法
规和安全知识，凝聚安全共识，提升安全素质，由
“要我安全”、“不懂安全”、“不会安全”向“我要安
全”、“我懂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强化安全基础
工作，加强安全文化建设，积极推行安全标准化生
产，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自觉从我做起、从现
在做起、 从岗位细节做起， 严格遵守安全规章制
度、管理标准和操作规程，使每个人都成为安全生
产的有效防线；依法接受各级政府和安全监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推动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落实，真正做到警钟长鸣、隐患常查、建设常抓，以
一万的努力防止万一的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命关天，要始终把人民
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广大居民朋友们， 你们的平
安是社会最大的财富， 也是党和政府最大的责任
与愿望。 安全责任重于泰山， 安全生产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 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重视安全、关注
安全、宣传安全、参与安全，大力营造和谐稳定的
安全生产环境，创造海南人民无比幸福美好的生
活。

谢谢大家！

致全省人民的
安全生产公开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