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澄迈特色旅游线路推荐

■■■■■ ■■■■■ ■■■■■

澄迈新发展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傅人意 美编：王凤龙B06

澄迈动态

澄迈聚焦·农业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见习记
者陈卓斌 通讯员于蕾）记者今天从
澄迈县旅游发展委员会获悉，今年

“五一”期间，澄迈将举行“福地澄迈、
情满苗寨”旅游扶贫乡村音乐行等8
项主题活动，同时还推荐了特色小镇
之旅等8条旅游线路，期间，永庆寺、
澄迈县红树林生态公园各推出门票
五折、七折优惠活动。

据了解，8项主题活动分别是：4
月30日将在仁兴镇新兴苗寨举行的

“福地澄迈、情满苗寨”旅游扶贫乡村
音乐行；在桥头镇、福山镇、老城镇举
行的“挖富硒地瓜，游福地澄迈”亲子
游；“全域旅游·美丽澄迈”摄影采风
活动；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节庆活
动；“吉祥澄迈、福满永庆”祈福法会
及门票5折优惠活动；金山文化公园

“五一”诵经祈福活动；澄迈县红树林
生态公园“五一”门票7折优惠活动；
文明旅游宣传活动等。

同时，澄迈还推出了8条特色旅

游线路，根据线路设计，游客们不仅
能品尝福山咖啡、桥头地瓜、福橙和
无籽蜜柚等当地的“王牌”农产品，还
能够体验亲自制陶的惬意时光。

记者提前探访了特色旅游线路中
的红坎岭陶艺园、加乐镇两个点。在红
坎岭陶艺园，有年逾古稀的陶艺大师展
示盘条、柴火烧陶等传统工艺，有钓者
怡然自乐、孩童追逐嬉戏。

上手捏制、修坯、入窑烧制，体
验制陶的乐趣。除了手工制陶，游
客们还能去到海边拉网捕鱼，迎着
咸湿的海风露营烧烤，或住在木香
四溢的民宿，在大自然中度过这段
休闲的时光。

在加乐镇，手工磨制的盐水黑豆
腐是一道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

在位于加乐村的石磨黑豆社豆
腐坊，村民们热情地邀请游客来到石
磨前，用本地特有的小种黑豆进行研
磨体验。经浆水过滤、熬煮、盐水点
卤和压实晒干等多道工序后，一块块

豆香浓郁，色泽焦黄，口感十分弹牙
的黑豆腐就做好了。

在等待豆腐成型的过程中，游客

们还可以制作海南的另一道特色美
食——糍粑。制作时，咸、甜全凭喜
好，蒸好出笼后香气四溢。

党报社长总编
赴澄迈考察采风
赞叹澄迈发展大有可为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记者程范淦 特约
记者陈超）“一年的产值已经超过百亿元了，发
展理念也这么先进！”今天，由中国报业协会主
办的“全国党报社长总编看澄迈”采风活动的媒
体代表在海南生态软件园考察采访时，发出如
此赞叹。

来自中央及全国各省份200余家媒体近
400人分成两组，先后参观考察海南生态软件
园、罗驿古村、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富力红树
湾，感受澄迈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胡怀福表示，依托得
天独厚的气候和生态优势，无论是澄迈还是整
个海南，都非常适合发展旅游、健康、养老产业，
他认为，下一步应该大力提升以上产业的国际
化、高端化、精品化。

江苏报业协会主席刘文平表示，上一次来
海南还是在十几年前，这一次他看到了海南惊
人的变化。他认为海南的低污染生态红利是其
独特优势，海南应该多打造像澄迈这样的“生态
城市”“旅游城市”。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记者刘笑非 特约
记者陈超）近日，作为专门为“互联网+农业”提
供全方位服务的互联网产业园，澄迈农业互联
网产业园正式开启二期工程建设，包括农产品
六次产业体验区、冻干加工厂房、低温冷冻库、制
冰厂、万吨冷库、加工区、电商仓储物流区、电商
孵化楼等功能组块。最先开工的农产品六次产
业体验区预计将于今年10月建成。

“什么是六次产业？其实就是一二三产融
合。”澄迈农业互联网产业园负责人说，普通地瓜收
获后，农民直接在地头卖掉，每斤售价不过两元钱，
但加工成地瓜酥、地瓜酒出售，利润就会翻上好几
倍。“如果是一个有品牌、质量可追溯或者反季节错
峰销售的地瓜、身价还会大大提高。”该负责人表
示，产业园打造的六次产业体验区，将会为澄迈农
产品提供一个集种植、加工、休闲、体验、展示和进
行现货交易的场所。

据悉，产业园二期建成后，将实现打造澄迈
本地以及琼北特色农产品对外展示和营销的平
台的总体目标，通过助力农产品销售、服务互联
网农业小镇建设，同时打造琼北海南高端农产
品的集散地，起到“买海南，卖全国”的作用。

海南生态软件园
获腾讯授牌
揽得“腾讯生态村”独家运营权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通讯员陈金梅）记者今天从海南生态软件园获
悉，日前在海口举行的大型创新创业真人秀节
目《我是创始人》2017盛典上，海南生态软件园
正式获腾讯公司授牌，揽得“腾讯生态村”独家
运营权。

据了解，共建“海南腾讯生态村”是为了让
入驻的企业和员工，在如村落般与虫鸟为伴、与
田野为邻的生态自然环境里，享受到国际化水
平的办公和居住环境。同时，“腾讯生态村”也
将整合海南生态软件园线下的生态环境和腾讯
的线上资源，共同打造更具竞争力和商业价值
的产业生态圈，形成一个集工作、生活于一体的
互联网“微城市”。

据了解，早在2015年11月，腾讯便与海南签
署深化合作协议，在澄迈布局全国首个腾讯“互联
网+生态村”。2016年4月，腾讯公司副总裁林松
涛联合海南生态软件园正式对外发布腾讯国内
首个“生态村”试点——“海南腾讯生态村”，并于
同年10月为节目《我是创始人》独家冠名。

全国林木种苗站长
培训班澄迈开班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见习记者陈卓斌）
昨天上午，全国林木种苗站长培训班在澄迈县
老城开班，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
等省区市的50余名种苗站和相关单位的负责
人共聚一堂，就林木种质资源保护工程项目、国
家重点林木良种基地的建设与管理，以及林木
种苗执法等各项内容进行了具体培训。

记者从本次培训班了解到，由省林木种子
（苗）总站开发建立的海南省林木种苗综合管理平
台已基本完成，接下来该平台将在规范我省林木
种苗生产建设、增强信息共享、促进林农就业增收
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省林木种子（苗）总
站还将继续推动三亚兰花种质资源库建设，监督
指导枫木林场珍贵树种种子保存库建设，同时加
快推进与海南大学热带农林学院共建“国家热带
林木种质资源保存库”的申报工作。

8项主题活动、8条特色旅游线路等你来

“五一”田园之约，澄迈走起

线路一（佛寿文化之旅）：海南
永庆寺→罗驿古村（千年古村、长寿
村）→黄竹长寿老爸茶园→美榔双
塔→辉隆生态休闲农庄→金山文化
公园（万福长寿药师塔）。

线路二（特色小镇之旅）：海南
地中海文化风情小镇（澄迈县红树
林生态公园）→台湾风情小镇→福
山咖啡文化风情镇→欧洲文化风情
小镇。

美丽乡村南轩村：

八旬阿公
甘当“清洁卫士”

今年80岁的澄迈县永发镇南
轩村村民王大荣在村道旁的草丛里
捡垃圾。

自2013年5月该村完成美丽
乡村工程建设后，王大荣每天坚持
在长约3公里的村道上打扫卫生，
受到村民称赞。王大荣说：“我每天
基本上都要在村里转个两三回，把
村里的卫生搞好。政府帮我们把村
庄建设得这么漂亮，我们要爱护好，
这样住得更舒服。”

文/图 本报记者 程范淦
通讯员 王家专

澄迈农业互联网
产业园二期动工
农产品六次产业体验区预计10月建成

近日，骑行爱好者在澄迈金江镇美榔村骑行。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农
产品安全体系的建立，少不了农业
人才的培养。而为培育新型职业农
民，澄迈去年组织技术专家70余人
赴全县各乡镇开办测土配方施肥、
农机操作等专业技术培训班63期，
共计培训5377人。此外，在各农产

品研究所和产业协会的引导带动
下，澄迈农业在良种培育、品种技术
引进、循环农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不
少突破。

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澄迈下一步将继续坚持推进农业
结构调整优化，不断扩大有效供给。

以橡胶为例，对树龄在20至30年之
间的，予以更新或改种；对树龄在10
余年的，则积极发展林下经济、特色种
养等。今年，澄迈还将力争调减甘蔗、
橡胶等低效作物9000亩，推广种植山
柚3000亩、福橙2000亩、无籽蜜柚等
高效作物4000亩，确保全县热带作物

种植结构优、效益高。
作为国定一二三产业融合的试点，

澄迈县还把探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作为今年的重要任务，促进三次产业融
合发展，着力把休闲农业、观光农业、高
效农业培育成新的业态。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

■ 见习记者 陈卓斌
本报记者 程范淦 刘笑非

“这儿的地瓜名气大、
味道好，我来海南好几年，
买地瓜就认准它了！”在日
前举办的澄迈县第六届桥
头富硒地瓜节上，辽宁游
客吴南海对“桥沙地瓜”赞
不绝口。在他身后，万亩
地瓜田里，各地游客争相
采挖，与农户共享丰收的
喜悦。

一个小小的地瓜，用8
年时间发展到2.4亿元产
值，市场认可的背后，是澄
迈县着力打造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王牌”的努力。

特色农产品规模如何
扩大、食品安全如何保障、
人才如何培养、产业结构
如何调整，澄迈县近年来
在打造品牌的基础上，发
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做出了诸多探索。

树品牌：累计注册农业商标945件

一对柚子定价288元依然供不
应求，在2009年开始创业的澄迈洪
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安烁宇
肯定想不到，自己的无籽蜜柚产业能
够做得这么成功。

“从东拼西凑30万元做到如今

的规模，没少得到县里的关照。”安
烁宇笑道，2013 年，在自己扩大规
模急需资金的时候，澄迈县将他的
无籽蜜柚列为重点扶持打造产业，
拿出 11 万元让他扩大种植面积。
而在 2014 年基地遭受台风“威马

逊”肆虐后，澄迈县政府又为他担保
贷款100万元资金，让产业重新焕
发了生机。

安烁宇的经历，事实上是澄迈县
特色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通过在
特色农产品的推广种植、保底收购和

扶持补贴上注资金、下力气，如今澄
迈县福橙、无籽蜜柚、无核荔枝等水
果种植面积已提至19万亩。截至目
前，澄迈已建成了近200个特色农产
品标准化示范基地，累计注册农业商
标945件。

调结构：今年力争调减低效作物9000亩

“澄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其核心是要生产出面向市场
的高品质、有特色的农产品，解决供
需不对称、产业结构待优化的问
题。”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说，具
体而言，即要解决特色农产品规模
如何扩大、食品安全如何保障、人才
如何培养、产业结构如何调整等重

点问题。
扩大产业规模，为的是闯出更大

的市场。近年来，澄迈大力实施“四
化四县”农业发展战略，以发展工业
的理念发展农业，不断加快发展特色
现代农业。眼下，已有桥头地瓜、出
口水产品、供港澳蔬菜等农产品获得
了国际市场准入资格。

“从种植到收获上市，澄迈全县
的农产品标准有多达35项，保护的
就是产品安全。”澄迈县农业局相关
负责人说，澄迈县每年出境的农产品
就有20万吨，从没有过一单“退货”，
口碑就是最实在的褒奖。

保证农产品安全，澄迈可谓布
下了“天罗地网”。建立农产品质量

有标识可追溯体系，全县近九成的
农产品做到源头可追溯、流向可跟
踪、信息可查询、产品可召回，通过
大力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建
设，对畜牧产品实行“一证一标一
单”管理，使澄迈全县瓜果菜、水产
品检测合格率达99%，畜牧产品合格
率达100%。

保安全：近九成农产品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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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品牌、保安全、育人才、调结构，澄迈发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三次产业融合 育农业新型业态

发掘亲子、师生间沟通新方式

“沟通从心开始”
公益活动在澄迈举行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见习记
者陈卓斌 通讯员张仁圣）主题为“沟
通从心开始”的公益活动日前在澄迈
中学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
形式丰富的体验内容，让参与者互相
学习、交流，并重新发掘亲子、师生间
新的沟通方式。

活动现场，逾300名学生、家长和
老师互相打开心扉、畅所欲言，通过共
同完成一系列趣味任务，在欢乐的气
氛中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据了解，合作拼图、大小呼拉
圈、“共绘百米画卷”等体验活动不
仅能为学生创造一个别样的成长环
境，使学生的综合素质得到提升，更
能在孩子、家长和老师之间搭起沟
通的桥梁。

预防为主 综合防控

澄迈部署
红棕象甲防控工作

本报金江4月27日电（见习记
者陈卓斌）每年四五月份是红棕象甲
成虫的频繁活动期。近日，澄迈县有
关部门部署针对红棕象甲的防控工作
并要求，防治红棕象甲应采取预防为
主的综合防治措施。

澄迈县森林植物检疫站在金江
镇、文儒镇部分地区诱捕到红棕象甲
成虫并发布林业有害生物警示通
报。通报指出，每年4至5月，是红棕
象甲成虫的频繁活动期，希望相关单
位及各棕榈科植物种植户及早做好
防控工作。

线路七（古村探秘之旅）：石石矍
村→罗驿村→龙吉村→谭昌村→
大美村→杨坤村→美榔村→道吉村
→儒音村。

线路八（红色文化之旅）：玉
包港登陆作战纪念园→马白山将
军纪念园→石石矍村冼太夫人纪念
馆→冯平、符节烈士纪念园→龙
江、乌什红色码头→王文儒烈士
纪念园。

线路三（美丽乡村之旅）：罗驿古
村→红坎岭陶艺园→桥头富硒地瓜基
地→太阳湾→侯臣美丽乡村→向阳村
→福山咖啡馆→大美村→美榔古村
（美榔双塔）。

线路四（生态低碳之旅）：加笼坪
热带季雨林生态旅游区→九乐宫温泉
度假山庄→海南桂林生态山水旅游度
假区（南渡江金江段）→济公山风景旅
游区→澄迈福牛观光基地。

线路五（咖啡美食之旅）：侯臣
咖啡文化村→桥头富硒地瓜基地→
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福山咖啡馆
→瑞溪美食一条街。

线路六（工业特色之旅）：万达
影城→海南生态软件园综合展示
体验中心→生态软件园→熙康健
康管理中心→海南统一企业有限
公司→海口保税区国际商品展示
交易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