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中绿橙是琼中于1988年从广东廉江引进的改良橙，广东称“廉
江橙”或“红江橙”。引到琼中地区栽培后，由于光温条件充足，成熟期
比大陆提早20天至30天，加上成熟时气温较高，光照充足，影响果皮中
叶绿素的分解和类胡萝卜素、花青素的合成，因此成熟时果皮中叶绿素
含量高，仍呈绿色，因而得名。

琼中绿橙得名由来

琼中绿橙，1988年从广东廉
江引进至今已有26年。保护品牌
对琼中绿橙已不再是新鲜事，早在
今年8月，也就是离绿橙上市还有
两个来月，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组
成专项整治小组，开展了声势浩大
的打假行动，为琼中绿橙维权的声
音从琼中喊遍全省。简单地说，

“假”琼中绿橙，其实就是产地不在
琼中，或者农药残留、酸甜度达不
到标准的绿橙。

拉低市场价格
真的卖 6 元，假的卖 3 元，消
费者难免“舍贵买贱”

10月17日，琼中绿橙开摘上
市，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左右。然
而，在琼中绿橙上市之前，在海口
等地就已经有琼中绿橙销售，琼中
县有关部门和果农都知道：“李鬼”
又来了。

琼中绿橙是琼中经过多年培育
出来的品牌。近年来，随着绿橙知
名度不断提升，市场上“李鬼”连连
跳。为了维护“琼中绿橙”品牌信
誉，琼中县成立“打击偷盗绿橙专项
整治和保护绿橙品牌行动领导小
组”，以期保护果农的合法权益。

“李鬼一年比一年多，而且一年
比一年难打。”琼中农技中心主任廖
孝文说，近年来，海口、三亚等地出
现了销售假琼中绿橙现象，他们虽
然打的是“琼中绿橙”旗号，但所销
售的绿橙并不是正宗的琼中绿橙。

“‘李鬼’造成的最直接的危害
就是影响琼中绿橙的市场价格。”
廖孝文介绍，历年来的打击发现，

“李鬼”多为产地在别处或者是从琼
中绿橙园中提前采摘、偷盗而来，这
些橙一般价格低，有些提前采摘、偷
盗来的绿橙酸甜度达不到标准。“大
批的‘李鬼’提前出现，抢占琼中绿橙
市场，有些品质低下的绿橙无疑会
影响琼中绿橙的口碑，给消费者留
下不良印象。但算起来，受影响最
大的还是果农。”廖孝文说。

“今年的绿橙地头收购价是5
元每斤，市场价约6元，而假琼中
绿橙的市场价仅3元左右。”廖孝
文说，这就导致消费者嫌正宗的琼
中绿橙贵了，影响销路。

一直以来，琼中县政府十分重
视绿橙品牌的保护，今年8月初，
琼中召开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
会，决定从8月15日开始至年底
组织开展打击偷盗绿橙违法行为
专项整治和保护绿橙品牌行动。

然而，打假行动没能镇住“李
鬼”。9月2日，琼中工商局执法人
员在营根镇、湾岭镇沿路绿橙经营
点进行专项检查，取缔的路边经营
绿橙摊点就有17个，查扣不合格
绿橙1100公斤（含农药残留），没

收涉嫌侵犯“琼中绿橙”商标包装
箱250个。

今年琼中授权给淘宝、天猫6
家公司8个店铺销售绿橙，然而目
前在淘宝等网站就有100多家店
铺正在销售绿橙。

影响绿橙品质
真的要检测合格才上市，假
的提前采摘私自卖

9月底，记者在琼中湾岭镇看
到，道路两侧摆放着绿橙销售。据
了解，这些琼中绿橙还不到上市时
节，但为了抢得先机，果农们摘了
部分绿橙销售。这些绿橙口感有
些酸涩，而真正的“琼中绿橙”仍然
挂在枝头，储存着糖分，静候采摘。

果农种植的绿橙在上市之前，
都会被要求将绿橙送到琼中农技
中心进行检测，琼中绿橙的可溶性
固形物、酸甜度与可食率等指标需
要达到一定标准后，琼中县农技中
心会再次组织技术人员深入果园
进行抽检，抽检合格后琼中农技中
心与果农签订《琼中绿橙商标使用
授权书》，果农便可以使用琼中绿
橙商标进行销售，而且使用统一印
制的包装箱，每个包装箱上贴有条
码和二维码。

“很多消费者不懂辨别真假，
以为真正的琼中绿橙就是这么酸
涩，大家觉得不好吃，就不会再买
了。”绿橙果农颜辉远说。

危害果农利益
以次充好在市场上卖不动，
收购商拒收，果农欲哭无泪

市场上“李鬼”大行其道，最受
影响的还是绿橙果农。

“这两年打击偷盗绿橙最直
观的变化就是挂果时候看园变得
轻松了，治安环境变好，让我们管
理起来也容易。”颜辉远2000年
从广东来琼中种植绿橙，种植面
积有500多亩，是绿橙种植大户，
说起这些年绿橙的偷盗，他认为
自己最有发言权。“往年我们晚上
要安排七八个人看管果园，分别
安排在果园几个角，整夜巡逻，尤
其是绿橙要成熟的那段时间，看
管果园的人几乎一晚上不合眼。”
颜辉远说，偷盗最严重时，一夜之
间能被偷一两千斤，颜辉远猜想，
这些被偷盗的绿橙会被提前在市
场上售卖，“卖的价钱低，扰乱了
我们的市场价，一想起来就头
疼。”

“以前用次绿橙或者是其他地
方出产的橙来冒充琼中绿橙，除了
影响销售价格外，还会影响到琼中
绿橙的口碑，直接影响到绿橙的销
路。”颜辉远说。

4年前，正当“琼中绿橙”声名
越来越响的时候，一些外地果农借
其名声以次充好、假冒伪劣，使“琼
中绿橙”名气大受影响，许多收购
商最后拒收。“你们的绿橙质量太
差了，劣质果、杂果掺杂其中，消费
者受骗，很多人不愿买了。”琼中县
瑞果丰绿橙合作社理事长符致飞
描述外地一些收购商曾经说的话，
表情严峻。

颜辉远说，近3年来，琼中年
年“打鬼”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假
绿橙出现，有效地保护了种植户的
利益。因保护品牌得当，每年靠销
售绿橙都有近200万元收入，利润
有50多万元，他说这些都是绿橙
品牌保护所取得的成果。

“李鬼”危害几何？

⬅绿橙是琼中农民的摇
钱树。 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微风吹过果园，橙香四溢，满
眼绿意惹人醉，但仔细寻找，不难
发现有的果树枝叶被黄斑侵蚀，甚
至挂果小，果味酸涩。

这就是黄龙病。“黄龙病可以
说是柑橘类果树的癌症。”琼中农
技中心植保站站长杨保中说，得了
黄龙病后，绿橙树只能砍掉，否则
传染范围会越来越大。

超30%染病
全县种植面积从早年的 4.3
万亩锐减到今年的1.6万亩

10月17日中午，在营根镇的
一片绿橙种植基地里，种植绿橙
20多年的果农任兴忠正在他的基
地里管理绿橙。拿着砍刀的他来
到一棵挂果小、树叶发黄的绿橙
前，将其砍掉。

任兴忠算了算，他的300多亩
绿橙基地，这几年共砍掉了3000
多株绿橙。“基地里绝大多数绿橙
都感染了黄龙病，只要病情不重就
不会将其砍掉，能继续挂果，而且
果实质量还不错的就保留下来。”
任兴忠说，经过多次砍伐，基地里
出现了多处“秃斑”，这些都是被砍
绿橙所留下来的。

砍掉感染病毒的绿橙，在琼中
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在湾岭镇种植
300多亩绿橙的连英周几乎每星
期都砍绿橙树。从2008年开始种
植至今，连英周几年下来已砍掉
2000多株绿橙，本以为会控制得
住病虫害，但实事并非如此。

省农业科学院热带果树研究
员华敏表示，柑橘感染黄龙病是世
界性难题，琼中绿橙感染黄龙病也
不例外。自2006年首次发现绿橙
感染黄龙病疫情以来，通过木虱传
播的黄龙病愈演愈烈，全县绝大多
数绿橙基地都出现了黄龙病。

“超过30%琼中绿橙感染黄
龙病等10多种病，种植面积逐年
减少。”琼中绿橙研究所所长项秋
兰透露。

数据显示，绿橙感染黄龙病后，
全县种植面积从过去的4.3万亩锐
减为今年的1.6万亩，挂果质量比较
好的绿橙只有6000亩左右，是近年
来挂果面积最少的一年。

项秋兰说，琼中种植绿橙多年
来，绿橙病虫害越来越严重，几乎
每天都接到种植户的求助电话。

产量锐减
与前几年的近 4 万吨相比，
今年产量预计减少过半

“黄龙病让我每年减少了60
多万斤果，一年就损失200多万
元。”任兴忠说，虽然今年的价格不
错，但也远远补不上产量减少带来

的损失。
对此，符致飞也深有同感，在

琼中种植绿橙多年来，黄龙病让
他深深地感到痛，每年光黄龙病
危害，他不得不砍掉100多株绿
橙，虽然砍掉绿橙后，产量和以前
基本持平，但他觉得黄龙病时刻
在威胁着他的果园。“黄龙病有一
定的潜伏期，等大面积染病后就
来不及补救了。”符致飞说，“现在
防病是第一要务，否则绿橙多贵
都没用，一旦全面爆发照样没钱
收。”

种植绿橙，销售绿橙所得收入
一直是黎母山镇握岱村绿橙种植
户王哲清的主要经济来源。如今
他的烦恼不断，每天不得不拿着砍
刀到绿橙基地里，逐株检查，看是
否感染黄龙病。

“自从绿橙染病后，最近5年
来已砍掉1000多株染病绿橙树，
每年损失至少2万元。”王哲清无
奈地说，一旦感染黄龙病等病虫
后，绿橙挂果越来越少，绿橙果品
质越来越差。

琼中绿橙协会会长胡社耀说，
与前几年的近4万吨产量相比，琼中
绿橙今年的产量预计将减少过半。

品质下降
病虫害加上水肥管理不当等
因素，绿橙口感改变

“现场品尝了几个绿橙，感觉
今年绿橙口感有点酸，口感下降比
较明显。”10月17日，在琼中县举
办的绿橙开摘仪式上，品尝绿橙的
食客大多有这样的感觉。

琼中绿橙原本以果实饱满、果
皮润绿富有光泽、皮薄多汁、酸甜
适度、清甜爽口而深受广大消费者
青睐。近年来，随着黄龙病等各种
因素导致绿橙品质有所下降，现在
越来越多的出现果皮粗厚、肉质干
硬、少汁，甚至干汁、不化渣、囊厚
的果实。

华敏认为，主要是病虫害、品
种退化、树体修剪不当、水肥管理
不到位、植物生长调节剂滥用等原
因导致绿橙品质下降。近年来，琼
中绿橙规模扩张导致初期种苗需
求大，加上市场监管不到位，大量
外来劣质苗涌入，部分品种退化。
华敏认为，种植户技术不高，易导
致果实皮粗、糖低酸高、风味淡。

“土肥水管理不到位、植物生长调
节剂滥用也是绿橙的致命伤。应
该说，在病虫害的破坏下，加上以
上各种因素，导致绿橙口感不如以
前。”华敏说。

对于绿橙口感问题，农业部
热带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
心高级工程师尹桂豪也表示，这
几年琼中绿橙感染病虫害后，口
感的确不如以前好。

绿橙病情重吗？

2010年
种植面积3.2万亩

挂果2.8万亩

产量2.6万吨

琼中绿橙近年多项指标“下跌”

2011年
种植面积2.8万亩

挂果2.6万亩

产量2.4万吨

2012年
种植面积2.6万亩

挂果2.4万亩

产量2.1万吨

2013年
种植面积1.8万亩

挂果1.6万亩

产量1.6万吨

2014年
种植面积2.3万亩

挂果1.6万亩

产量1.6万吨
制表/王凤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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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打鬼”年年“李鬼”跳，全县超30%绿橙饱受黄龙病等多种病害困扰，产量大幅减少——

柑桔橙类是我国的传统果品，属亚热带
果树，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的广大亚热带地
区，柑桔橙类已列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
体系，但由于海南的柑桔橙类种植面积占全
国份额极少，因此国家柑桔产业技术体系没
有将海南列入其中。目前，海南自身对绿橙
的相关栽培技术研究几乎是空白，虽然琼中
县农技推广中心现有技术人员23人，但真正
熟悉果树栽培的仅2人。2010年，琼中县成
立了琼中绿橙产业发展研究所，但科研人员
太少，工作也开展得不温不火。

但是，琼中在保护琼中绿橙上，也做了很
多有益的探索。

继续保护琼中绿橙品牌

一直以来，琼中县政府十分重视绿橙品
牌的保护，今年8月初，琼中召开社会管理综
合治理委员会，决定从8月15日开始至年底
组织开展保护绿橙品牌行动。与此同时，琼
中还对琼中绿橙商标包装实行统一印制、统
一管理，对该县境内市场上“琼中绿橙”商标
使用进行执法检查，对侵权和违规使用“琼
中绿橙”商标行为进行查处。此外，专项整
治小组还到三亚、海口、大陆等地对假冒产
品和商标侵权等行为进行打假维权活动。

“如果是正宗、合格的绿橙，用手机微信扫
描一下二维码就可以知道绿橙的种植地、生产
者、检测结果等信息，既方便了消费者，又可让

‘李鬼’无处藏身。”10月18日，在琼中农业技
术推广服务中心办公室里，技术人员刘毓豪向
记者展示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田头监管3G系统
的使用方法，打印机里吐出一条条二维码标
签，将贴在检测合格的琼中绿橙包装上。

为了规范琼中绿橙管理，从2004年起，
琼中县先后组织制定了《琼中绿橙生产技术
规程》、《绿橙种苗》、《鲜绿橙》三个县级地方
标准和《地理标志产品琼中绿橙》海南省地方
标准。从2012年10月开始，琼中借助省热带
水果（瓜菜）质量追溯监管平台，建立起一套
琼中绿橙产品可追溯的质量管理体系。

省农业厅南亚办主任傅建说：“琼中绿橙
品牌来之不易，一定要保护好，现在市场上出
现了绿橙‘李鬼’，绿橙实现质量追溯是对绿
橙保护的重要举措，通过不断完善质量追溯
体系，会让更多‘李鬼’无处藏身。”

从种苗入手解决染病难题

绿橙品种退化和黄龙病都是种苗培育和
经营不规范引起的，因此规范种苗很重要，必
须杜绝未经检疫或检疫不合格的种苗在琼中
推广种植。

海南农科院果树所推广研究员李向宏深知
绿橙的烦恼，他表示，虽然绿橙等柑橘感染黄龙
病是世界性难题，但只要相关部门协力合作，通
过示范园的建设，完全可以控制绿橙的发病
率。从去年开始，琼中县与华中农业大学等院
校合作，培育脱毒种苗。

针对柑桔黄龙病疫情蔓延趋势，华敏建
议将此重大植物疫情防控上升为政府行为，
制订防控预案和防控规划，设立重大疫情防
控专项资金，协调部门之间的合作。

目前，琼中县也正积极申报建立琼中绿橙
黄龙病综合防控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项目，通
过示范推广项目进而遏制黄龙病等病害。

线上线下互动营销

对于地处海南中部山区的琼中县，如何
把当地地理标志性水果“琼中绿橙”的销路拓
宽，一直是个难题。2013年开始，琼中探索拓
宽销售渠道，开启线上营销新模式，琼中农业
局、农技中心等多部门搭接平台，为琼中绿橙
种植户联系淘宝网、聚划算、农博网等多家网
站，让琼中绿橙走出海南。

“在网上购买琼中绿橙的顾客以江、浙、
沪以及东北三省居多，一般回头客占我们每
年顾客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此前，看了网上
的评论，都说琼中绿橙挺好吃，这对我们果农
来说是一种鼓励！”果农王丽红告诉记者。

去年在淘宝、天猫上售卖琼中绿橙的有2
家公司3家店铺，今年增至6家公司8个店铺。

“通过网上销售绿橙，这是一个非常不错
的尝试，可以改变过去过于单一的销售模式，
拓宽销售渠道。”华敏还建议，为保证绿橙价
格，适当控制种植面积是有必要的。不能盲
目扩大种植面积，一旦产量不断加大，销路又
得不到很好的解决，绿橙产业将会遇到更多
的困境。“适当控制面积，也是有效遏制黄龙
病的一种手段。”

（本报海口10月30日讯）

10月17日，阳光灿烂，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绿橙基地
热闹非凡，由于光照充足，今年的琼中绿橙提前半个月上市，绿橙
的地头收购价从去年的3.5元每斤涨至5元每斤，创下田间收购
价新纪录，但是果农们却难掩焦虑，为什么？

黄龙病是罪魁祸首，导致绿橙产量逐年减少、口感逐年变差，
再加上“李鬼”年年骚扰，琼中绿橙迎来产业发展的“十字路口”。

如何为染病的琼中绿橙祛病强身？如何更有效地打击“李
鬼”保护品牌？如何实现果农经济效益最大化？需要社会各界集
思广益，拿出切实可行的举措。

突围之路在哪？

琼中绿橙如何更香甜？
■ 本报记者 洪宝光 林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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