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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农业已经成为海南支柱产业之一，也是海南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但近年来也面临农产品滞销等发展瓶颈。为此，省
委、省政府提出，要做大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实施品牌农业战略，将农业打造成海南经济的“王牌”。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通过深入采访种植
户、经销商、专家和企业等，从农业现状、种植质量、品种、销售等方面，分析海南农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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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艺华

“卖水果不是一项简单的生意，
它更像是营销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和生活理念。因此，要求我们以健康
为核心，严格把控品质，用心专注于
全产业链的打造。”

他曾在北京任雅虎汽车频道主
编，因为热爱帆船运动与三亚结缘。
作为连锁水果店“水果岛”的“岛主”，
登岛仅6年有余，44岁的罗鸿鹄却将
海南特有的热带水果“玩”出了花样，
做成了品牌，并打造出了集线上+线
下销售水果，打造热带水果文化主题
公园为一体的生态产业链。

刚到海南前几年，罗鸿鹄发现，

在三亚售卖海南特色高品质热带水
果的“品牌水果店”竟寥寥无几。

“市民、游客们日常买水果，都是
去菜市场通过和商贩讨价还价，有时
水果的新鲜和品质无法保证。”罗鸿
鹄说。考虑到网店直接面对巨大的
国内水果市场，能迅速打开局面，
2015年5月，微信公众平台“水果岛”
正式上线，平台上线三天单日订单突
破2000箱。半个月后，“水果岛”已
拥有10余万“岛民”，利用移动互联
网思维打造海南热带水果品牌“初战
告捷”。

起初，“水果岛”的货源主要依靠
从市场上采购批发水果，线上平台运
营一周后，罗鸿鹄与几个合伙人就决
定为稳定水果品质，必须走进果园与
果农和合作社深度合作；3个月后，他
们又确定了自己做水果种植基地的

发展目标。目前，“水果岛”在三亚、
乐东等地，已拥有火龙果基地近
9000亩，芒果基地近30000亩。

拥有一手的新鲜果源，网店又如
此火爆，罗鸿鹄开始思考是否应该结
合实体销售，让消费者实现体验式消
费。

2015年12月，在三亚各大社区
和商圈、旅游聚居区均出现了“水果
岛”的身影。目前“水果岛”已拥有13
家门店，其中三亚12家、海口1家。

为了使店内的顾客能将优质水
果送给亲友品尝，罗鸿鹄将物流做到
28小时极速送达，采用顺丰直航加落
地配送的物流模式，每一箱水果都是
打“飞的”飞到客户的身边。“水果不同
于其他物品，口感和品质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我们不惜花成本在物流渠道建
设上。”罗鸿鹄说。

基地建立后，罗鸿鹄和团队又开
始琢磨，如何将热带水果产业融入海
南全域旅游发展。“热带水果与海南岛
同在，做热带水果文化主题公园既符
合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需要，同时也能
更好地延伸我们产业链。”罗鸿鹄说。

目前，三亚市政府已正式批复
“热带水果文化主题公园”。据罗鸿
鹄介绍，热带水果主题文化公园，用
声、光、电、影等现代科技手段将水果
种植产业情景再现，讲述科学知识，
体验果农种植与收获的喜悦。

未来，北上广的游客们，可以通
过水果岛的微信平台认养一颗果树，
从前期的种植开始，可以通过视频随
时了解果树的长势。等到收获的季
节，可以带着家人一同来海南度假旅
游，摘果尝鲜，分享健康。

（本报三亚6月20日电）

创业故事

北京媒体人海南创业打造水果产业链

用互联网思维将水果“玩”出花样

6月19日，伴着饲养员的声声呼叫，在水塘戏水的3000多只灰雁纷纷上岸。
据介绍，儋州东坡雁养殖示范基地在省科技厅的扶持下，从2012年的11只灰雁发展至今天的3000多只。

目前，该基地正筹划公司+农户+互联网的模式谋求更大的发展，努力打造儋州“东坡雁”畜牧大品牌。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发布十大重磅承诺

海航地产“阳光置业”
降价可获赔偿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记者邵长春）日
前，海航地产宣布正式启动“阳光置业”计划，发
布了十大重磅承诺：房源公开、价格公开、折扣
公开、保值保证、按时交房、流程透明、工程质
量、物业品质、降价赔偿、大众监督。

近年来，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推进，
作为支柱产业的房地产行业也备受重视，更吸
引全国各大一线开发商纷纷进驻。成立于
2008年的海航地产是国际旅游岛建设的重要
参与者，稳占海南房企龙头地位，此次打破陈旧
的框架，创新房地产行业运营模式，既是对房地
产企业社会责任的考验，也是市场的强烈愿望。

海航地产借“阳光置业”品牌发布契机，对
以往讳莫如深的房源销控、价格折扣和销售流
程等全部公开展示，从根本上杜绝隐瞒好房源、
阶梯折扣、暗箱操作等弊端，保证所有购房者获
得一视同仁的待遇；以集团实力和品牌信誉，对
产品保值、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等也作出公开
承诺，保证购房者住上按时交房、质量过关的好
房产，解决后顾之忧；并建立“违反承诺内容实
施五年回购”的有效保障机制，证明“十大承诺”
不仅仅是纸上文章。

海口8万吨椰汁项目
明年1月投产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罗霞）记者今
天从椰树集团获悉，由椰树集团建设的省重点
项目海口8万吨椰汁项目，目前已完成厂房主
体建设及内部配套设施安装，预计明年1月份
将投入生产。

位于椰树第二工业城内的8万吨椰汁项
目，总投资3亿元，建设内容包括椰汁制备车
间、灌注车间等，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提高椰汁生
产效率，促进椰汁产业发展。

除8万吨椰汁项目外，椰树集团正在建设
椰树第四工业城。椰树第四工业城占地350
亩，计划总投资8亿元，已投入2亿元，目前已
完成征地和土地平整等前期工作。第四工业城
建成后主要以生产椰子汁为主，设计生产能力
达50万吨，预计产值40亿元，税金4亿元。

腾讯携手海南生态软件园在印度
开展创业海选

创业冠军将获
独栋写字楼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罗霞 通讯员
陈金梅）今天，在印度“IT名城”海德拉巴，腾讯
公司与海南生态软件园、印度科技创业中心T-
Hub孵化器等合作伙伴一同启动2016年腾讯
互联网+创业大赛首场海外海选活动。作为
2016腾讯互联网+创业大赛独家冠名方，海南
生态软件园给予大赛重磅资源支持，包括奖励
冠军1栋价值2500万元的独栋写字楼。

海选活动中，来自印度的20个创业项目参
加海选，角逐晋级资格。20个参赛项目涉及互
联网+医疗、互联网+教育、互联网+旅游、智能
制造、虚拟现实等领域，代表着印度创新创业的
前沿科技和理念。

据了解，2016年腾讯互联网+创业大赛于
4月23日在海南开启，分网上报名、资格审查、
城市初赛、大区复赛、全国决赛、全国总决赛六
个阶段，全国6大赛区同步开赛，大赛覆盖北上
广深等主要城市，还将陆续落地美国、新加坡、
以色列等海外地区，辐射全球创业者，预计参与
海选人数达5万人。

此次大赛重点挖掘互联网+金融、电商、医
疗、娱乐IP、内容、硬件、教育、VR等代表社会
创新趋势的创业领域；在赛事上，腾讯互联网+
创业大赛的奖励资源高达2亿元，最后胜出的

“独角兽”项目将获得1亿元的创业服务资源。

联想集团布局
海南“云服务”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记者罗霞）以“打
造双态IT，创新IT基础架构”为主题的“2016
年海南省信息化专家协会&联想 IT技术论
坛”，近日在海口举行。前来参会的联想集团华
南大区总经理程晓光表示，联想集团正着手布
局海南“云服务”，推进海南信息化建设。

此次会议上，程晓光提出了全新的“双态
IT”概念。所谓“双态IT”，是指利用最新的互
联网技术，对传统行业的信息化进行升级改
造。从各个行业来说，即是针对各行业的需求
提供可行的技术支持。一方面，“敏态IT”借鉴
互联网前沿技术，构建敏捷、灵活和差异化的
IT技术设施，另一方面，“稳态IT”以企业多年
信息化积淀，满足系统对于稳定、安全和高性能
的需求。

“海南拥有大量优质的旅游资源，来此休闲
度假的游客有娱乐需求，有向外传达体验感的
需求。”程晓光说，联想将以“云”作为根本，部署
云平台，融入游戏、视频，让海南本地居民和游
客享受到更丰富的“云服务”。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海风吹来，史克善按了按草帽，仍
未掩藏住黝黑脸庞透出的忧伤。6月12
日，这位文昌铺前镇东坡村瓜农，刚刚
才把560亩西瓜全部卖完，可一算账，投
入了330多万元，亏了近200万元。

种了十几年西瓜的史克善认为“一
年比一年难种”。而纵观海南农产品，
价跌滞销连续数年没有中断，被称为

“全国最赚钱的”海南农业频遭挫折。
海南农业“得天”却不再“独厚”。海

南热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院院长、海
南大学教授柯佑鹏说，热带农产品供求
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海南农产品在国
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力普遍持续下滑。

告别“暴利”进入“微利”

“地租600元，肥料、农药2000元，
授粉960元，滴灌管道、人工……按每
亩1.2万斤计算，至少要卖0.4元/斤才
能保本。”黄成雄不停地计算着成本，预
估风险。这位在儋州种植黑皮冬瓜的
江西农民，从未如此精打细算过。

“被逼出来的。”黄成雄说，25年
前，他的父辈就在海南种植辣椒，而他
自己也来海南14年了。他说：“早前
一亩冬瓜投入4500元能赚1万多元；
如今，一亩冬瓜投入6000多元，能赚
3000元就不错了。”

黄成雄说：“父亲当年坐汽车转轮
渡到海南，然后坐飞机回江西。现在，
我们坐飞机来海南，也许全部赔光，坐
汽车回去。”

不仅冬季瓜菜，橡胶、甘蔗、木薯、
椰子、咖啡、腰果等海南农业曾经的

“支柱”与“品牌”，比较效益也在逐年
降低，甚至个别产业从富民产业变成

“负担”产业。
柯佑鹏说，海南农业已经告别了

“暴利”时代，进入了“微利”时代。

热带资源海南不再独享

“海南农业优势明显，劣势也明显。”
河南郑州收购商吴赞粱说，劣势在于交
通，海南蔬菜运到河南的费用，是从广西
到河南的两倍；优势在于，当内地土地冬
眠时，海南还能生产新鲜蔬菜。

但是，内地大棚蔬菜正在削弱海
南的优势。“大棚让内地秋季菜收尾时
间延迟，让春季菜上市时间提前。”吴
赞粱说，比如，过去每年11月到来年5
月内地没有黄瓜上市，但是大棚设施，
让广西的黄瓜能够在冬季上市。

据农业部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大
棚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5000万亩，
到2020年将达到6300万亩。另外，
广西大力发展冬春蔬菜，其外运量占

“南菜北运”三个试点省（区）外运总量
的比例，在3年内就提高了18个百分
点，达到60%。

供应国内的热带农产品不仅向北
延伸，也在向其他热区国家延伸。“中国
从东盟进口的农产品均为零关税，这几
年这些热区国家的农业发展迅速，销售
中国的农产品逐年增多。”柯佑鹏说。

在海南农业交流群里，东南亚国
家的香蕉、芒果、荔枝等价格受到种植
户和经销商们的关注。三亚芒果协会
会长彭时顿说，东南亚芒果上市时间
与海南基本相同，海南芒果价格受其
影响逐年增加。

市场竞争力出现下滑

经销商的“流失”引起了海南种

植业的关注。广东千里山农业公司
曾每年在海南收购上万吨水果，现在
已经减少了在海南的收购量，“转战”
东南亚。

“东南亚水果价格方面有优势，地
租仅海南的一半，人工成本也低廉（每
月200美元/人），农药肥料的投入比
海南少三分之二。”广东千里山农业公
司董事长康顺福说。

“五年前，无论是品质还是价格，
海南香蕉和芒果都是全国的标杆。”柯
佑鹏说，但是近年来海南部分农产品
品质下滑，导致在全国的引领地位发
生了动摇。

由于种植户盲目追求产量和短期
利益，一些种植陋习引发的病虫害，正
在威胁海南农业。香蕉枯萎病、绿橙
黄龙病、槟榔黄花病、木瓜黄叶病……
让种植户们谈“病”色变。记者采访
时，不少农户将病虫害与市场、台风并
列为农业三大风险之一。

“海南省委省政府实施品牌农业
战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或许是海南
农业自我救赎的唯一道路。”业内人士
表示，海南农业虽然面临着诸多问题，
但是只要做好品质，打出品牌，未来的
发展仍然可期。

（本报海口6月20日讯）

内地大棚蔬菜、国外热区农产品，步步压缩农业利润空间

海南王牌农业急需突破瓶颈

■ 本报记者 况昌勋

“在海南做农业，就像赌博，市场
价格好，大赚一笔，价格不好就大亏”，
海南不少种植户这样说道。不过，在
这场“赌博”中，胜算在逐年降低。

海南农业，凭借热带资源特色，
在其发展史上一度没有竞争对手，
但十多年过去，海南农产品的价格
不升反降。另一方面，海南农业的
成本却在逐年增加。

一降一升，海南农业难以如以
往那样在行情好时“大赚一笔”。面
对非传统热区广西、广东、云南和全
球热区国家与地区的竞争，“赌徒思
想”已经不适于海南农业。

海南种植户需要改变观念，迎接
“微利时代”。在“舒适期”被忽略的
基础功课需要补上，种植户的“追求标
的”需要改变。由于过度追求规模和产
量，化学投入品使用过度，环境破坏较
大，海南农产品质量出现下降。在温饱
已经解决的年代，产量不再是竞争力，
质量才是竞争力，海南农业需要静下心
来做优农产品。

因此，省委、省政府提出打造品牌
农业、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切中肯綮，是
海南农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道路。

打造海南王牌农业系列报道

海南高速参股
海汽股份IPO获准

本报那大6月20日电（记者梁
振君）海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会今天发布公告称，该公司收到参
股公司海南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南海汽）转来的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海南
海汽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批复》，文件正式核准海南
海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目前，海南高速持有海南海
汽5925万股股份，占该公司发行前总
股本的25%。

受此消息提振，今天海南高速股
价高开，最高价触及每股6.71元，收
盘价 6.35 元，较上一交易日涨幅
4.10%，当天成交金额达3.85亿元。

中国证监会官网日前披露，海
南海汽运输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IPO（首发）获得通过。海汽股份
拟于上交所上市，保荐商为金元证
券。

改变“赌徒思想”
迎接“微利时代”

成本支出：地租600元
肥料、农药2000元
授粉960元 滴灌管道、人工……

按每亩1.2万斤计算，至少要卖0.4
元/斤才能保本。

老农
账本

一亩冬瓜投入

4500元
能赚1万多元

以前
一亩冬瓜投入

6000多元

能赚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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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人工
成功繁育“东坡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