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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海口品牌农业建设虽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因品牌认知度低，仍存在农业品牌
市场占有率不均衡、宣传展示营销力度不够、
品牌培育保护和发展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打响海口农业品牌的步伐。

为推动使热带特色农业真正成为优势
产业和海南经济的一张“王牌”，海口以
基地化、园区化、产业化、品牌化为指
导，以建设海口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为抓手，以本地热带特色资源为依托，

以质量安全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支
撑，大力实施农业品牌建设工程，培育
农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区域公共品
牌，提升海口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和效
益，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此，海口市委、市政府提出“丝路海
口 都市田洋”的农业品牌总体定位，以

“产自田洋，面向都市，行销海外”为目标，

着力打造海口莲雾、云龙淮山、大坡胡椒、
海口蜜柚、海口美兰三角宁地瓜、甲子牛
大力、永兴荔枝、永兴黄皮、火山黑豆、火
山石斛等10个省级知名农业品牌。

而在今年9月4日举办的2016海口
十大农业品牌发布会上，这十大品牌农产
品一经推出，就受到现场嘉宾、游客的追
捧，好评不断。

2015年海口
农业增加值

60.9 亿元

位居全省前列

品牌数量居

全省第一

到2020年

海口规划建设知名
农业品牌将达到

20个以上

培育知名区域公用

品牌10个以上

上市主要农产品注

册率达90%以上

全市品牌经济占农
业增加值的比重提

升到45%

数读海口农业

农业增加值
位居全省前列

品牌持有量
占全省40%

作为南海上的
一颗璀璨明珠，一
座全国知名的热带
海岛省会城市，海
口，不仅是国家“一
带一路”倡议支点
城市，是海南的政
治、经济、科技、文
化中心，也是我省
发展热带农业的重
点城市。

长达千年的农
业发展历程，得天
独厚的农业生产条
件，特色鲜明的农
业产业，使得海口
在农业品牌建设上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
势，尤其在今年提
出“丝路海口 都市
田洋”的农业品牌
总体定位后，海口
农业品牌知名度迅
速打响、美誉度不
断提高。品牌，也
成为海口农业打开
市场的一把金钥
匙。

海口市委市政府清晰地认识到自身优
越的地理优势，早早地就在区域上将海口
东、南、西部独特的气候及土质分成三大农
业黄金板块。

其中，西部为火山富硒黄金带板块，
盛产永兴荔枝、黄皮、新坡石斛、石山黑
豆等独特的火山富硒产品；南部为农业
金丝带板块，主要有云龙淮山、红旗蜜

柚、大坡胡椒、甲子牛大力等品质极佳的
农产品；而东部的万亩红树林核心生态
区农业板块，则重点种植三角宁地瓜、三
江莲雾等生态健康的农产品。

三大板块同时推进，形成品牌互动、
区域互动，抱团对外的整体局势，改变了
过去乡镇区域的“单打独斗”局面，有力地
促进了农业的快速发展。

在产业融合上，海口借助全域旅游城
市创建的契机，将农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拉
伸了农旅融合产业链，对区一级政府正在
规划中的荔枝、黄皮、石斛、黑豆、胡椒等特
色农产品进行观光园、庄园化扶持打造，推
出了多条海口“农业文化精品旅游线路”。

在销售经营模式上，海口以“互联
网+”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瓶颈，创新农
产品营销新模式，实现线上线下相结
合。通过完善海口农产品电商平台建
设，先后共培育了南国商城、易买商城、

惠农网、农旅网、食惠到家等涉农电商企
业销售海口优质农产品，使电商成为海
口农产品流通的重要业态。

在产品质量上，海口鼓励和引导农业经
营主体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即加快无公
害农产品产地认证和产品认证步伐，加快发
展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组织申报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加强对“三品一标”认证的
监督管理，提高认证有效性。并把农产品地
理标志作为推动特色农业和区域优势经济
发展的载体，积极争创农产品地理标志。

“品牌打响了，我们的销量也跟着上
去了”。海口兴贤淮山种植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陈书兴介绍，云龙淮山自2010年起
已成为省内外较为出名的农业品牌，近年
来一直保持着全省较高的市场占有率。
今年，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媒体的大力宣

传，以及网络销售平台的助力下，云龙淮
山的销量实现了增长，品牌知名度进一步
提高。

“受益于政府帮我们打响了品牌，在今
年的海南美食博览会上，我们已经与岛内
外的商家成功签下500万元的订单，其中，

在博览会现场永兴黄皮和永兴荔枝的直接
交易量就达到了4000多斤。”海南金农实
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时京也高兴地说道。

“产自田洋，面向都市，行销海外”，这
是海口实施品牌化战略的目的，是海口农
业绘制的发展蓝图，也是所有海口农业种
植户共同的愿望。据了解，到2020年，海
口规划建设知名农业品牌将达到20个以
上，培育知名区域公用品牌10个以上。

“推进农业品牌化，是海口发展热带
特色现代农业、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
和打造优势热带农业产业的总抓手。通
过农业品牌的创建，也将有力带动海口农
业向规模化、标准化、园区化、信息化、国
际化发展，从而促进海口现代农业发展，
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最终实现‘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理念。”海口
市农业局局长李世高说道。

立足本土 | 海口农业品牌潜力巨大

多措并举 | 品牌农业全域发展

打造优品 | 海口农业绘制发展蓝图

大坡胡椒 |

大坡胡椒 家庭厨娘

胡椒不仅是世界著名的
调味香料，深受美食爱好者
的喜爱，更具有良好的药食
调养作用，是药食兼用的上
好食材。大坡胡椒，黑椒辛
香 、白 椒 香 浓 ，口 感 辣 而 不
烈，温热滋补，品质上乘，实
属“胡椒之王”，其味道原汁
原味原生态，能领略到大坡
的潜力和魅力。大坡因胡椒
而闻名。

云龙淮山 |

富硒富锗 上品淮山

云龙淮山，地里长出的小金
条，种植于肥沃的富硒富锗土壤
中，使其含有多种优质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极利于人体健康。云
龙镇的淮山种植面积近万亩，云
龙淮山在这片福地生长，亦是饱
含山水之灵气，吸纳天地之精
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以其生
态自然的种植技术，坚实而粉糯
的美味口感享誉岛内外，上品淮
山，当之无愧。

永兴黄皮 |

品永兴黄皮 享清凉夏日

黄皮犹如一颗如石头般坚定
的心，上千年的时光中，火山人与
黄皮相偎相依。海口永兴镇，是
世界黄皮原产地之一，果树成林，
黄皮飘香，其野生黄皮林生长年
代久远，是世界黄皮种质资源基
因库之一，可谓中国黄皮的故
乡。凭借数百年来世代种植黄皮
的经验优势，永兴人造就了永兴黄
皮的“人无我有，独一无二”，获得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注册商标。

永兴荔枝 |

万年火山 总有荔香

芳草萋萋，繁花斗艳的时节，
永兴无处不荔枝。火山喷发将地
下深处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带到地表，风化成肥沃的火山砖
红壤，最终孕育了闻名世界的荔
枝种质资源库——海口火山古荔
枝群。海口羊山地区拥有着无与
伦比的荔枝种植条件，也让永兴荔
枝品种更加丰富，营养价值高和口
感美味多样。正所谓永兴荔枝“生
火山而卓绝，超群果而独贵”。

海口甲子牛大力 |

深层动力 助力健康

牛大力自古为养生珍品，历
代中医药典多有记载。“南药牛大
力，珍品出甲子”。牛大力是海南
岛珍贵南药，素有“南方小人参”
的美誉。海口甲子牛大力，种植
在革命老区天然坡地，这里蕴含
火山矿物成分，肥力深厚，遵循生
态种植标准，用4-5年的漫长生
长积蓄营养，气味甘香，补虚润
肺、强筋活络、止咳平喘、提高免
疫力，是滋补强身的养生佳品。

海口火山石斛 |

养生圣品 石上仙草

海口火山石斛，一朵傲视
群芳绽放的花，其独特地理标
识使其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火山
特性。生于峰峦绝尘之巅，长
于云雾缭绕里，采撷天地之灵
气，吸取万物之精华，纯净的生
长环境、年平均气温24℃左右
的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还有
在北纬 19—20 度最佳黄金生
长带空间生长，成就了地道珍
贵南药，加之药效神奇，故称之
为“仙草”。

石山黑豆 |

古色谷香 无限能量

经过万年火山喷发的沉
积，千年古法种植的传承，孕育
出了不一般的石山黑豆。用火
山孕育的黑豆，有种浓厚古早
味道，更有无限营养能量。用
本地黑豆加工而成的石山黑豆
腐及其衍生菜品是驰名海南的
名菜之一。石山黑豆，数百年
的火山岩土壤种植历史，汲取
火山灰内的丰富营养，富含矿
物元素及硒元素，充满着无限
的能量，为人们的健康护航。

海口蜜柚 |

蜜般香甜 柚惑无限

海口蜜柚生长于有利于蜜
柚生长的广袤缓坡丘陵地形与
酸度适宜的红壤土。经过专业
学习，当地果农利用“有益菌
种”的土壤培育技术，配合传统
农家肥方式种植出原生态的海
口蜜柚，使其果肉晶亮、多汁柔
软、不留残渣、果香盈口，并富
含多种维生素及镁、钙、铜等十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营养
元素，是十分理想的营养保健
型优质水果。

海口莲雾 |

天上圣果 人间仙桃

“海口种有神仙果，名叫莲
雾诱人尝”。莲雾，向来是海口
的优质产业之一，其种植面积
之广、种植规模之大，在整个海
南独占鳌头。海口莲雾品种多
样，最为出名的是产自云龙镇
的“中国红”莲雾与产自三江镇
的“黑金刚”莲雾两个品种。因
其生长在富硒环境里，汲取了
最适合人类食用的富硒元素，
具有极高的营养价值，因而称
其为“仙果”。

美兰三角宁地瓜 |

皮似薄纱肉晶莹 咸甜粉糯口不停

美兰三角宁地瓜为海口本
土优良番薯品种，因其独特的
三角形瓜叶而得名，数百年时
间的咸沙土种植，地瓜香甜中
带有特殊清香味，粉度适中、口
感细腻，糯甜中带有微微的咸
味。该地瓜属健康食品，益身
益心，被誉为“冠军蔬菜”；维生
素含量极高，不仅补中益气，增
强免疫功能，还能防癌抗癌，又
被誉为“抗癌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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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农业品牌:百姓餐桌的优质产品

海口打造十大农业品牌。图为海口美兰区三江豪福江莲雾示范基地。 袁琛 摄

海口同步推进三大板块十大品牌建设

让农业品牌成为打开市场的金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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