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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冬交会特刊 五指山篇

五指山市地处海南生态核心区，有“海南肺叶”之称。近年来，五指山市不断调整产业布局，完善农产品种养结构，摸索出一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特
色农产品发展之路。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大力发展五指山红茶、
忧遁草、五指山蜘蛛等种养产业

五指山：念好农业
“特”字经

五指山牙南种养合作社农户在蜘蛛养殖区域更换投食盒。
武昊 摄

“九山半水半分田”，这是人们对五指山市土地资源的形象描述。近年来，五指山市依托独特的地理环境，大力培
育五指山红茶、忧遁草、山兰稻以及五指山蜘蛛等种养产业，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示范带动、农民广泛参与的方式，摸索
出一条
“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
的特色农产品发展之路。

人物访谈
五指山农业局局长陈怀妍：

扶持优势产业
打造农业品牌
“五指山市地处中部生态核心
区，环境优良，农产品发展突出绿
色、生态和有机等山区农产品特
色。”五指山市农业局局长陈怀妍
说，五指山市积极调整农产品结
构，引导农产品企业、农民生产适
合五指山特色的农产品。
“我们积极整合各类资金，
扶持
符合五指山市当地气候环境的特色
种养产业。
”
陈怀妍说，
近两年五指
山市安排各类农业项目扶持资金
8000 多万元，扶持忧遁草、山兰稻
等特色农业项目。包括 2016 年农
民增收项目（第一批）安排乡镇特色
小规模种养 390 万元、黑花生种植
补贴 20 万元、山兰稻种植补贴 30
万元。2016年农民增收项目（第二
批）安排农民增收示范点补贴项目
350 万元、特色规模重点专业合作
社奖补资金项目 150 万元、特困户
母五脚猪补贴项目200万元。
“我们狠抓
‘三品一标’
（无公害
农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和农
产品地理标志）的申报工作和牵头
各类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
陈
怀妍说，今年五指山市共申报 3 个
无公害基地，
3 个无公害产品，
定期
对五指山市获得和正在申报
“三品
一标”
企业、
专业合作社及种植大户
进行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五指山野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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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军 摄

特色产品

五指山
品牌农产品

政府引导：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五指山市地处海南生态核
心区，有‘海南肺叶’之称，发展工
业先天不足，农业仍是五指山市
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五指山市
委书记宋少华说，前不久出台的
《中共海南省委关于以创新为引
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意见》明确指出，要开展农业结构
调精调优行动，提升一批特色高
效产业，着力打造“王牌产业”，增
加热带特色农产品有效供给。面
对近几年房地产业绩下滑和橡胶
价格持续低迷不利局面，五指山
市不断调整产业布局，完善农产

品种养殖结构。
过去五年，五指山立足长远，
农业结构调整富有成效。茶叶、
忧遁草、冬季瓜菜、野山鸡、五指
山蜘蛛、南药等特色产业规模不
断壮大，效益不断提升。全市累
计种植茶叶 6966 亩、忧遁草 1050
亩、冬季瓜菜 13 万亩，发放野山鸡
苗 195 万羽、鹅苗 53.8 万羽、蜘蛛
80 万只。
“ 五指山红茶”获国家农
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认证，
“有机高山茶”
“ 椰仙茶”
“ 黎乡野
山鸡”等农产品品牌建设取得突
破性进展。

五指山市长陈振聪表示，五
指山市将大力发展热带山地高效
农业，全面实施特色农产品区域
品牌发展战略，鼓励和支持农业
企业、专业合作社注册产品商标，
集中力量做精做强一批五指山特
色农产品品牌。大力推行茶叶标
准化生产，稳定茶叶种植规模在
6000 亩以上。加快发展特色畜禽
养殖产业，重点推进野山鸡、毛阳
鹅、五指山猪规模化养殖，力争年
出栏野山鸡 100 万羽，五指山猪 5
万头。创新农产品营销方式，充
分利用“互联网+农业”，大力发展

五指山红茶
农村电子商务，为“山货”走出去
开辟新路子。
据悉，五指山市近 3 年投入
2300 余万元，扶持五指山野山鸡
养殖，投入近 1000 万元，发展忧
遁草产业。五指山市今年计划给
农民发放五指山野山鸡苗约 100
万只（每只补贴 7 元）、扶持农民种
植树仔菜 1000 亩（每亩补贴 1790
元）、扩大高山蔬菜规模，确保蔬
菜种植面积不低于 3100 亩（每亩
补 贴 1000 元）…… 通 过 政 府 引
导，五指山市种养产业特色越来
越明显。

企业示范：多栖发展壮大产业规模
五指山特色农产品的壮大，
离不开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
“我们公司以五指山蜘蛛为
原料，经过 10 多年的探索，与清华
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蜘蛛科
学研究院及国内著名老中医合
作，已经初步建成我国第一家从
养殖、科研到深加工的蜘蛛全产
业链企业。”海南蛛王药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一强说，他们规划了

黎族医药、化妆品、保健品、文化
旅游等七大产业发展方向，其目
标是打造海南黎族医药第一品
牌，开拓现代蜘蛛生物健康产业。
五指山盛富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主营忧遁草种植、加工及相关
产品销售。
“我们在五指山市投资
1000 多万元，正在建设忧遁草加
工厂，计划用 3 年时间，发动农民
种植忧遁草 5000 亩，除了通过淘

宝、天猫等网络平台销售，还将在
全国开设约 200 家忧遁草产品专
卖店，争取实现年产值 2 亿元到 3
亿元。”五指山盛富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杨国显表示。
山兰稻是一种旱稻，
种植在山
坡上。近年来，
因其产量不高且因
砍树烧山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破
坏，
山兰稻的种植规模已经逐渐缩
减，
而山兰稻的价格却大幅上升。

在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第
一书记秦存平的带动下，去年，毛
纳村村民积极整合村里的土地资
源，
自发成立了五指山毛纳村有机
农业合作社，农户通过加入合作
社，不仅可以获得地租收入、务工
收入，
还可以按照持有的股份获得
利润分红。目前，
合作社参与种植
山兰稻的社员共有 32 户，种植总
面积已达 125 亩。

农民参与：抱团发展让钱包鼓起来
近日，在五指山南圣镇同甲
村村民王进勇的地里，他正在给
忧遁草除杂草。
“政府免费给我们
发苗，忧遁草既不用施肥，也不用
打农药，只需要做好除草，比较容
易管理。”王进勇说，现在忧遁草
成了村民的“致富草”，有的用卖
忧遁草的钱买了车，
盖起了房。
“我们今年成立了合作社，10
多名社员全是村里的村民，平时
大家开展忧遁草种植技术交流，
通过合作社抱团发展。”同甲村党

支部书记王进开也种植忧遁草，
除了忧遁草种植的增收，不少农
户开始发展多元化种养殖，家里
逐渐养起了猪和鱼，致富渠道进
一步打开了。
“今年我们这里第一批春茶
茶青收购价每斤就达 20 元，不到
一个月，茶青收购价不断攀升，最
高涨到每斤 30 多元。”在五指山市
水满乡加工茶叶近 30 年的黄其春
说，他从来没见过水满茶像今年
这么“火”，十几家茶叶收购商扎

堆水满乡
“抢”春茶。
五指山市水满乡方龙村村民王
泳苏 1997 年开始种植水满茶，他
说，
“在较长一段时间里，
水满茶茶青
收购价每斤在一块左右，
那时种茶
是副业，
根本没法养家糊口。
”
“在几家较大茶企的带动下，
这几年水满茶开始有起色，
茶青收
购价有所上涨，
今年来水满乡收购
茶叶的老板比往年要多，
茶青收购
价创新高。
”
王泳苏说，
茶叶行情好
了，
茶农管理茶园也更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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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蜘蛛是海南独特的生
物资源。近些年，随着五指山蜘
蛛系列产品开发成功，蜘蛛养殖
规模不断扩大。
“我们这里的养殖
基地去年 9 月份建成，养殖房大部
分经费由政府补贴，现在基地养
殖了近 2 万只蜘蛛。”五指山牙南
种养专业合作社成员李少琼说，
蜘蛛种苗由企业提供，养殖一年
左右，企业就会来回收，每只蜘蛛
利润可达 10 元左右，合作社还将
扩大养殖规模。（本版文字/见阳）

富含茶多酚、茶黄素、多种游
离氨基酸和矿物质等营养元素，
其“琥珀汤、奶蜜香”的典型特征，
深受消费者青睐。2015 年，由五
指山市茶叶协会申报的五指山红
茶获得国家农业部地理标志产品
登记。

忧遁草
五指山人把忧遁草当做具有
药用和保健功能的野菜，
又称接骨
草。忧遁草全株入药，
具有清热解
毒、散瘀消肿、消炎解酒等作用，
能
改进全身血流状态，
增强心肌收缩
能力，
改善血压，
含丰富的蛋白质，
营养价值高。目前，
五指山市种植
忧遁草面积已经超过 1000 亩。

五指山蜘蛛
五指山蜘蛛是海南独特的生
物资源和药材，同时具有很高的
食用价值，蛋白质含量高、胆固醇
低、油脂少，含有丰富的游离氨基
酸。 蛛王药业五指山蜘蛛养殖
基地自 2015 年开始，采取“统一
幼蛛、统一培训、统一管理、统一
回收”的方式扶持山区农民饲养
蜘蛛。五指山蜘蛛养殖基地是国
内最大的蜘蛛养殖和原料药基
地，已养殖 80 万只左右。

品
五指山农产
冬交会
亮相 2016

主题

“ 绿 动 五 指 山 ，养
生翡翠城”，突出绿色、
生态和有机等山区农
产品元素。

五指山馆
面积

238 平方米

共 19 家
农产品
企业参展

参展的农产品有：
五
指山红茶、忧遁草、五指
山蜘蛛、五指山野山鸡、
山兰稻以及黎锦苗绣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