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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 袭

在省级万宁有机咖啡生产标准化
示范区的兴隆咖啡庄园里，咖啡树郁
郁葱葱。庄园里几排木屋，是游客们
品尝咖啡的地方。

该示范区推行“基地+标准+旅
游”的经营管理模式。承担示范区项
目建设的万宁隆苑咖啡公司负责人曾
祥峥今天告诉记者：“标准化生产、加
工有机咖啡，加上旅游开发，比兴隆传
统咖啡增值10倍以上。”该示范区也

是省质量技术监督局2014年下达的
项目，5月26日通过了省质监局组织
的专家组考核验收。示范区还被国家
权威机构认定为中国首家有机咖啡种
植基地，是全省唯一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称号的咖啡园。

万宁兴隆咖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是全国有名的咖啡品牌。然而，由于
单纯的种植业收入低，又受到云南、越
南等低价咖啡的冲击，咖啡产业急剧
衰落，咖啡种植面积从上万亩急剧下
降到五六年前的1000亩左右。

50多岁的曾祥峥是华侨农场的
职工，对兴隆咖啡有着很深的感情。
他觉得唯有开发标准化生产和加工的
高端有机咖啡，叠加旅游，才能重振兴
隆咖啡产业。2014年，他申报了万宁
有机咖啡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

“兴隆传统咖啡急需转型升级。
推行标准化生产，提高咖啡的品质，才
能重塑市场品牌。”省质监局标准化处
处长戴恩桦说，省质监局通过提供政
策保障、强化跟踪服务、加强技术指导
等，加快推动示范区建设。

隆苑咖啡公司邀请中国热科院、
省标准信息所等部门的专家，建立万
宁有机咖啡生产标准体系。标准化生
产两年来，该示范区年均每亩有机咖
啡鲜豆增产10斤，咖啡种苗的成活率
提高10%以上。

万宁有机咖啡生产标准化示范区
闯出咖啡产业发展创新之路：生产、加
工、销售、观光农业一体化。如今，该
示范区年均接待游客2万余人，年均
收入约100万元。

兴隆咖啡协会秘书长吴春光给记

者算了一笔账：一斤兴隆传统咖啡卖
100多元，有机咖啡卖330多元；泡咖
啡给游客喝，一斤有机咖啡卖价高达
1000多元，增值10倍以上。

在万宁市政府的扶持和示范区的
辐射带动下，兴隆咖啡种植面积由
2013年的3000亩，急速回升到2015
年的8000亩以上，咖啡种植户800多
户，已结果的咖啡树年产咖啡鲜果
200余吨，年均产值1.86亿元，户均收
入3万余元。

（本报万城5月30日电）

省质监局以标准化推动万宁咖啡产业转型升级

“有机”叠加旅游 咖啡增值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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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1.0 1.7 1.6 1.5 0.7 1.2 1.3 0.5 0.6
三亚 0.8 2.0 0.5 1.0 1.2 0.8 0.6 1.0 1.3 3.0 1.0
儋州 1.7 2.0 1.5 1.8 1.5 1.6 1.8 1.0 1.2
琼海 1.4 1.3 1.3 1.2 1.2 1.0 1.1 1.3 2.5 1.0

5月30日，海口市滨海第九小
学举行“红领巾小交警”活动启动
仪式，“小交警”们在“承诺共创文
明交通”面墙上签字。

据了解，为深入推进海口“双
创”工作，强化未成年人交通安全
意识，从今年6月1日开始，海口将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红领巾小交
警”系列活动，整个活动持续到
2017年5月31日。期间将陆续开
展交通知识竞赛、交通文明体验
行、文明交通示范学校创建等活
动，让“小交警”在实践中增强交通安
全意识、学习交通安全知识，共创文
明交通，助力“双创”工作。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海口“小交警”
共创文明交通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罗霞）省应对
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
公布2015年度及“十二五”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
目标责任考核结果，实际考核的95家省重点用
能单位“十二五”超额完成目标任务，不过其中有
6家省重点用能单位未完成节能目标任务。

根据相关要求，海口、三亚、儋州等11个市
县和洋浦经济开发区节能主管部门对辖区内省
重点用能单位2015年度及“十二五”节能目标和
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评价考核。此次实际考核
的95家省重点用能单位“十二五”节能量目标为
40.27万吨标准煤，“十二五”累计实现节能量
100.92万吨标准煤，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其中：
17家考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61家为完成等
级，11家为基本完成等级，6家为未完成等级。

我省对海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等17家考
核结果为超额完成等级的重点用能单位予以通
报表扬；对海南寰岛泰得大酒店、海南海宇锡板
工业有限公司、海口万华大酒店、琼州学院、海
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三亚海韵度假酒店
有限公司等6家考核结果为未完成等级的重点
用能单位予以通报批评。

省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目标责任
考核结果公布

6家单位未完成节能目标
被通报批评

本报讯 5月28日，海南省许由文化研究会
成立大会在海口召开。会议主题是弘扬圣贤美
德，传承许由文化。会议选举许文深为会长，许
汉凯为监事长，许道博为秘书长。

据了解，海南省许由文化研究会经海南省
民政厅注册批准成立，主要是开展许由文化学
术研究，挖掘、整理海南许氏历史文化，增强凝
聚力和向心力，致力培养优秀人才，对困难宗
亲资助。 （鲍讯）

海南省许由文化研究会
成立

本报海口5月30日讯（记者马
珂）因为灭蚊工作不到位，今天下午，
省爱卫办就灭蚊工作约谈东方市爱卫
办主要负责人。

据海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
测结果，东方市今年3月以来共开展
蚊媒监测16次，布雷图指数均超过
10，其中12个监测点布雷图指数直
达警戒值20。监测结果基本上处于
全省最差情况，严重影响我省整体灭
蚊工作。

今年2月以来，我省在全省范围
内持续开展灭蚊工作。全省蚊媒密度
整体保持在较低水平，但个别市县工
作力度亟待加强。

蚊媒监测结果达警戒值

东方爱卫办
灭蚊不力被约谈

专题 千年古郡 魅力儋州——儋州优质品牌农产品系列专题
主编：林容宇 美编：张昕

天气十分炎热，但是，挡不住人
们对儋州荔枝的向往。

“每天都有好几百人进果园采摘
荔枝，我们每天的门票和卖果收入都
突破万元。”今天下午，儋州市惠丰果
园种植户梁南辉说，市民进果园采摘
荔枝，成为果园的重要收入。

5月20日以来，儋州1.3万亩荔
枝陆续成熟，每天都有十几车荔枝运
销出岛。为让岛内居民和岛外游客
尝到儋州新鲜的优质荔枝，5月 28
日，儋州特色农产品121电商体验馆
联合多家媒体和网络平台，策划“感
受田园风光体验采摘乐趣”活动，组
织海口、儋州市民以及游客进入儋州
惠丰果园采摘。

儋州特色农产品121电商体验
馆负责人黎斌说，当天，海南广播
电视总台影视综艺频道热心观众
300 余人乘车前往儋州惠丰荔枝
园，不少人全家出动，有老人有小
孩，大家热情高涨，在海口前往儋
州乘车途中，一路唱着《海南西部
有儋州》的歌曲。

进入果园后，采摘队伍在果园
管理人员带领下，迅速分散到果园
各个角落，零距离感受儋州荔枝园
风光，体验亲手采摘荔枝的快乐。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采摘大战，大家
手捧沉甸甸的“战利品”，甜蜜的荔
枝，劳动的快乐，收获的喜悦洋溢在
每个人脸上。

体验采摘荔枝的人开心，种植荔
枝的人也高兴。当天除海口300多
人进园采摘外，儋州市也有200多人
进园采摘，门票收入加上现场卖果收
入，惠丰果园当天收入2万多元。

梁南辉说，从5月28日到5月30
日，每天都有几百人进园采摘品尝荔
枝，因为这里荔枝品质好，大家在果
园里吃得不过瘾，每个人都要采摘十
几斤带回去，连续3天，果园通过这
种卖门票和卖荔枝的收入每天都超
过1万元。

海南的荔枝园很多，但像儋州惠

丰果园这样愿意开放的很少。去年，
惠丰果园荔枝大幅减产，300亩产量
不到5万斤，由于产量小，收购商都
不愿意来。儋州一位领导无意中得
知后，建议果园通过网络平台吸引市
民前来采摘消费。开展现场采摘销
售，果然不到半个月时间，5万斤荔
枝被市民采摘买走，果园收入30多
万元。今年，惠丰果园决定再次开放

销售，一方面消费者体验到采摘荔枝
的乐趣，另一方面开辟果园增加收入
的新渠道。

如果你喜欢吃新鲜的荔枝，如果
你希望让孩子认识荔枝，如果你想亲
手采摘荔枝吃，那么，你只需花15元
购买一张门票，进入惠丰果园。你不
仅可以在300亩的荔枝园里随意溜
达，而且看到鲜红大个的荔枝，可以

随手采下就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当然，如果你在荔枝园里吃得不够过
瘾，还想再带点回家吃，或者带点回
家给亲戚朋友分享，那么支付每斤
10元的费用就可以了。

黎斌说，开展荔枝园采摘活动是
农业与旅游业的一种融合，不仅促进
农产品销售，也促进了旅游业发展，
比如，人们来儋州采摘荔枝，还将品

尝儋州的其他美食，逐步加深对儋州
的认识和了解。

据了解，儋州惠丰果园荔枝采摘
体验活动，将持续到6月 15日。惠
丰果园在那大到乌石的路边，比较容
易找到，从那大出发，往乌石方向，到
路边52公里的路碑就会看到惠丰果
园的招牌。

（周月光 张琳）

走！到儋州果园摘新鲜荔枝

海南儋州特色农产品
121电商体验馆海口地址：

海口长堤路34号南洋博物馆酒店一楼

海南儋州农产品
销售热线：

0898—23322333

扫二维码，
关注儋州特色
农产品 121 电
商体验馆儋州惠丰果园荔枝多又甜。舒晓 摄

游客在惠丰荔枝园采摘荔枝。黎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