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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海南冬交会特刊 昌江篇

昌江是典型的热带季风气候区，年平均气温 24.3 摄氏度，全年无冬，四季如春，日照充足，年平均降水量为 1676 毫米。当下，昌江正着力打造产业扶贫的
“四个升级版”，即变低效为高效促品种升级、变单干为合作促模式升级、变粗放为精细促技术升级、变特色为品牌促品牌升级，从而助力农民快速脱贫，促进
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抢抓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契机，
着力打造产业扶贫的“四个升级版”

昌江：农业转型
“活水”来
昌江发展高效农业助农增收，图为海尾镇打显村
多亩大棚西瓜连成片。 舒晓
400
摄

昌江
特色品牌之路
今年“霸王岭山鸡”成
功通过了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认证，荣膺国家离地
标志保护产品，实现了昌江
在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证
方面零的突破。

集中精力打造农产品
统一的地标性标签，全县农
产 品 包 装 、营 销 统 一 使 用
“山海黎乡·纯美昌江”LOGO 标志。

着力将芒果、霸王岭山
鸡、木棉红蜂蜜、姜园圣女
果、保平毛豆等一批地标产
品培育成省内国内知名品
牌。

昌江黎族自治县位于海南岛西北部，依山面海，生态环境优越，土地肥沃，对于发展名特优水果、反季节瓜菜等热
带高效农业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
近年来，昌江不断加快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着力打造产业扶贫的
“四个升级版”，
从而有力促进农民增收脱贫，
实现农业经济蓬勃发展，
助力昌江特色农业快速崛起。

突出现代农业文化氛围
抢抓改革契机 调优昌江农业产业结构
一直以来，昌江的特色种养
业已经形成了一定基础，但也存
在品种杂多、产业结构单一、规模
有限等制约因素，特色种养业发
展速度缓慢，未能有效拉动当地
农业经济快速发展。
在这样“低潮”的困局下，昌
江 县 委、县 政 府 顶 住 压 力 ，充 分

发挥生态资源优势，从高效农业
着手，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契机，持续调整优化农业产业
结 构 ，继 续 调 减 甘 蔗 等 低 效 产
业 ，扶 持 特 色 高 效 种 养 业 ，促 进
当地特色农业转型步伐加快。
据了解，
今年昌江调减甘蔗地
3.3万亩，
累计调减9.4万亩。同时，

大力引进龙头企业，
着力发展冬季
瓜菜、种桑养蚕、圣女果、毛豆、和
牛、
特种山猪等特色高效种养业，
增
强产业效益，
提高农民收益。
到今年底，全县累计种植桑
树 9300 亩，冬季瓜菜 14 万亩、热
带水果 19.8 万亩、毛豆近 4 万亩、
圣女果 2 万亩；全县养蚕农户 700

多户、养蜂农户 500 户、养殖和牛
1674 头、养殖山猪 4700 头，特色
种养业渐成规模。
2015 年下半年至今，昌江农
民通过种桑养蚕已实现增收 660
多万元，和牛、山猪养殖收益比也
逐渐凸显，特色产业成为昌江农
民增收的新渠道。

创新经营体制 培育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今年，
昌江坚持把创办合作社
作为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转变
农民生产方式的一个主抓手，
整合
6000 万元农业发展资金，大力推
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经营
模式，鼓励农民依法采取托管、转
包、出租、互换、转让和入股等多种
形式集约土地资源，以土地、劳动

力、扶贫资金等形式入股合作社参
与产业生产经营，
进一步促进合作
社职业化、规模化、标准化。
截至目前，
昌江共成立农民专
业合作社 420 家，
新增设立芒果协
会、乌烈羊养殖协会、特色农产品
产销协会、地瓜协会等农业协会 4
个，
并于今年在海口设立了昌江农

产品体验品尝馆，
合作社经营模式
逐渐被农民接受和认可。
数据显示，2016 年农民专业
合作社社员实现人均纯收入 1.45
万元，高出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近
31%。这表明通过引导农民创办
合作社发展种养殖产业已产生
效益，为农民带来可观的收入。

同时，在农场的产业转型发
展上，昌江通过整合农场土地资
源，鼓励农场职工参照合作社的
经 营 模 式 ，积 极 参 与 到 桑 蚕、和
牛、山猪特色种养产业中来。这
不仅带动了当地特色产业的发
展，实现经济收益增加，还有效解
决了贫困户就业问题。

打造四个“升级版”助力特色农业品牌快速崛起

昌江红丰霸王山鸡饲养专业
合作社养殖的山鸡。

昌江城亿种养合作社养
殖的山猪。
舒晓 摄
■■■■■

冬交会昌江展馆
亮点抢先看

当下，昌江正着力打造产业
扶贫的“四个升级版”，即变低效
为高效促品种升级、变单干为合
作促模式升级、变粗放为精细促
技术升级、变特色为品牌促品牌
升级，从而助力农民快速脱贫，促
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在品种升级上，
昌江在提升桑
蚕、和牛、山猪产业组织化、效益化
水平的前提下，新引进荷兰辣椒、

竹稻等新型产业品种，
确保农民因
地制宜、
合理选择、
科学生产。
在模式升级上，昌江推行“龙
头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鼓
励贫困户依法采取托管、转包、出
租、互换、转让和入股等形式，参
与产业生产经营。县扶贫办统计
数据显示，目前全县共有 486 户
贫困户加入专业合作社。
在技术升级上，着力对芒果、

绿盈种养专业合作社养殖的和牛。 舒晓 摄

圣女果、霸王山鸡等一批传统产
业进行品种改良，同时，通过组织
企业培训、合作社现场观摩、技术
人员实地指导等方式，帮助农民
掌握先进实用的种养技术。
在品牌升级上，昌江通过实
施“商标富农”战略，全力推出“山
海黎乡·纯美昌江”系列农产品地
理标识，扶持打造霸王岭山鸡、乌
烈羊、姜园圣女果等一批本地特

昌江引领农民种桑养蚕致富。
■■■■■

舒晓 摄

色农产品。
昌江通过积极调整农业产业
结构，转变经营体制，培育发展新
型经营主体，为农民提供了切实
有效的脱贫路径，为企业打造特
色品牌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昌
江特色农业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强
有力的保障，为谱写魅力“山海黎
乡·纯美昌江”篇章添上浓墨重彩
的一笔。
（本版文字/慕容）

游客畅享霸王岭清甜空气。

位于B馆——海南特色馆A6位置的
昌江展馆。在布局上，
主要突出现代特色
农业文化氛围，
突出企业、
品牌展示展销的
主体功能。展出形式包括实物展示、
图片
展示、
影视播映、
宣传资料等，
重点突出种
桑养蚕、山猪养殖、和牛养殖、冬季瓜菜、
芒果、
香水菠萝、
养蜂等特色农业产业。

使用统一标识
在产品的包装上，所有参展的农产
品的包装均统一使用“山海黎乡·纯美
昌江”标识“logo”。统一的包装，统一
的宣传，更有利于将昌江农产品统一推
向市场，从而打造昌江县域农产品统一
的地标性标签。

种类多样 特色鲜明
据介绍，今年冬交会上昌江展出的
产品将包括桑蚕产品、山猪鲜肉及肉制
品、和牛鲜肉、乌烈羊、特色瓜果、冬季
瓜菜、特色蔬菜、竹稻、黑米、蜂蜜、霸王
岭山鸡水产品，以及黎陶、黎锦、牛皮凳
等黎族手工艺品等特色产品。
此外，参观者可现场体验霸王岭空
气，昌江县委书记林东介绍，
“把霸王岭
高浓负氧离子空气制作成商品销售，既
是为了满足雾霾城市居民对干净空气的
需要，也是通过‘中国好空气’概念将昌
江的原生态绿色旅游资源展示给世界。
”

云雾缭绕的霸王岭。 舒晓 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