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冯塘绿园
游玩小贴士

怎么去

1.从海口汽车南站乘坐开往
东山镇、永发镇的车，途经224
国道26公里处（冯塘绿园）下车

2.自驾游导航到冯塘绿园
（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冯塘村暨
海榆中线26公里处）

玩什么

1.骑行、徒步游览园区、瓦秀
冯塘共享农庄现场种菜劳作；乡
村动物园捉鸡比赛、捡鸡蛋等

2.真人镭射CS游戏、儿童
自然教育课堂、打水仗、捉泥鳅

3.迎宾竹竿舞、乡村音乐吧、
篝火晚会、烧烤

吃什么

1.首推冯塘飞鸡、孔雀蛋、当
地特色羊肉以及各类有机时蔬，
以及橄榄系列特色菜肴，包括橄
榄粽、橄橄榄豆腐、橄榄五花肉等

2.饮品有特色橄榄汁、莲花
茶、冯塘咖啡

住哪里

1.橄榄园内有特色民宿木屋
2.村里还有露营小木屋，游

客自带帐篷、租用帐篷均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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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冯塘村，处处绿意盎然。
这里的绿是出了名的，这里有海南
最大的橄榄树林，2500亩热带火山
雨林，300年的古榕树。村子中央还
有一个约4亩的池塘，一池碧水就
如同一颗“绿宝石”镶嵌其中。

2015年，海口天堡嘉圆实业有
限公司看中了村里的自然资源，并

且承诺“不砍一棵树，不占一亩地，
在保护中开发”。“路通财通。”天堡
嘉圆公司董事长王斌说，冯塘村距
离海口市区仅26公里，保留了最原
始的乡村野趣，但村里的交通却不
通畅。

所以政府和企业首先从路着
手。公司先在园区内修了平整的水

泥通道，接着永兴镇政府又投入160
万元，修通了连接冯塘村到海榆中
线的柏油马路。

其次，企业把原本荒废的橄榄
树林打造成了冯塘村的最大特色。
冯唐绿园总经理杜思思说，橄榄树
开花时，蝴蝶会翩跹而至，果实成熟
时，打橄榄成为大家最喜爱的亲子

活动。
园区还对橄榄果进行深加工，

除了冰爽酸甜的橄榄汁，又研发出
橄榄肉粽。

顺着橄榄园往北走，在园区深
处，有一块120亩的湿地，被称为白
鹭家园。白天，能看到不少鹭鸟和
鸭鹅在里面戏水、栖息。

推行“3＋X”模式 建立“扶贫超市”

海口去年脱贫14627人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记者孙慧 通讯员阴

若珂）记者今天从省扶贫办获悉，2016年海口市全
市实现贫困人口3349户14627人脱贫，超额完成
年度减贫任务，完成率达145%，全市无一人返贫。

自脱贫攻坚战启动以来，海口市创新扶贫模
式，在“精准”上下工夫，扶贫工作成效明显。一是
推行“3＋X”企业帮扶模式，“3”是指“带动生产”

“转移就业”和“入股分红”三种帮扶措施；“X”是
项目组合，把贫困户承担的风险降低。贫困户以
帮扶资金入股，或投工投劳，共同成立扶贫专业合
作社，共同打理，农业公司承诺年底将保底分红。
自去年以来，海口市工商联发动41家爱心民营企
业以“3＋X”模式助500户贫困户脱贫。

二是建立“线上下单、线下配送”的农业产业
精准扶贫模式。在引导贫困户发展种养业的同
时，市、区农业部门因地因户制宜，支持有条件的
家庭从事农产品流通、加工、电商等。

三是建立“扶贫超市”，整合社会资源帮扶模
式。龙华区在“一户一案”的基础上创建“扶贫超
市”，将助学、农业产业、村庄基础设施建设等具体
的待援项目分类、细化，作为“商品”摆上“超市”货
架，企业及社会爱心人士可以结合自身情况下单，
既可以包干整个“商品”，也可以众筹购买。自
2016年3月底“扶贫超市”开张以来，各类扶贫

“商品”认购折合资金已达669万元。

万宁出台10项
健康扶贫举措
解决贫困户看病难问题

本报万城5月10日电（记者刘梦晓 通讯员
卓琳植 顾大辉）为使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
户尽快脱贫，万宁市创新机制，近期出台了建档立
卡农村贫困人口免缴新农合参合金等10项健康
扶贫举措，为贫困群众织出一张健康保护网。

据了解，万宁市目前共有3.03万贫困人口，
其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比例占六成。为了确
保万宁市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享有基本的、安
全的医疗卫生计生服务，万宁市就健康扶贫问题
制定了建档立卡农村贫困人口免缴新农合参合
金、提高普通门诊报销比例、提高慢性病特殊病种
门诊报销比例、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报销不设
起付线、提高住院患者报销比例、减少镇级医疗机
构限费医疗住院个人缴费、降低大病保险起付线、
购买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加大政府兜底力度和加
大大病医疗救助帮扶力度等10项措施，加大医疗
救助力度，切实解决贫困户看病难问题。

此外，为了让贫困人口“少生病、疾病早预
防”，万宁市还启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活动，为所
有贫困人口建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同时万宁市
医疗机构还开通了贫困人口就医“绿色通道”，提
供“绿色床位”，全程专人服务，极大方便了贫困患
者就医及报销。

陵水举办今年第4场扶贫招聘会

33家企业
提供1254个工作岗位

本报椰林5月10日电（记者林晓君）为促进适
龄劳动力稳定就业，助力脱贫攻坚，陵水黎族自治
县昨天在本号镇举办2017年第4场就业扶贫招聘
会，33家企业为就业者提供了1254个工作岗位。

据统计，招聘会当天进场企业为就业者提供
了包括生产工人、销售、客服、保安、保洁等在内的
岗位共1254个。1500余名贫困户适龄劳动力、
农村富余劳动力参加了招聘会。现场达成就业意
向175人，其中贫困户116人。

记者从招聘会上了解到，陵水将在继续坚持每
月举办一次乡镇招聘会制度的同时，建立就业工作
群，实现各乡镇就业信息共享；对企业用工需求摸
底，推荐合适求职者上岗；增设负责就业工作的乡
镇支部就业委员岗位，确保精准扶贫落到实处。

美丽乡村·海南样本

这里有海南最大的橄榄林、400多年的古石屋群、白鹭翩翩的百亩湿地

海口冯塘村：邀请全国艺术家来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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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计思佳
特约记者 吴彭保
通讯员 陈创淼

用竹竿打橄榄、到龙栖谷
戏水、到白鹭家园亲近自然。
自2016年建成以来，每到周
末，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罗经
村冯塘绿园游客络绎不绝。

而在两年前，冯塘绿园所
坐落的冯塘村还是一个鲜为
人知的贫困古村，村民年人均
收入仅3000元。

变化始于2015年。永兴
镇和罗经村委会的干部引进公
司发展乡村旅游。现在村里每
户都有人在冯塘绿园上班，年
人均收入已增至8000元。

冯塘村还在村里成立了
古村古屋艺术家联盟，在祠堂
开办国学堂。乡村野趣加上
人文之美，古朴的冯塘村焕发
出新生机。

每周日下午，在冯塘村村口的
冯氏祠堂里，20多个孩子都会围坐
在一起朗诵经典诗词。引领孩子们
诵读的是75岁的四川退休语文教
师杜贵芳。

杜思思还记得，2015年园区还
在建设时，村里很多家长都外出打

工，没有太多时间陪伴孩子。杜贵
芳得知后，决定在冯塘村创建“国学
课堂”，每周坐车从海口府城来到冯
塘村，免费为孩子教授中国传统文
化。

将古石屋改建成艺术家创作室
也是冯塘村的一大创新之举。冯塘

村古石屋有400多年历史。但由于
设施过于简陋，村里人都摒弃石屋，
搬进楼房。现在，永兴镇政府对石
屋全部进行摸底登记，企业对古石
屋就地修缮，成立古村古屋艺术家
联盟，邀请全国的艺术家来此采风
创作。

“美丽乡村不仅要有自然美，也
要有人文美。”永兴镇镇委书记林二
星说，冯塘村通过和企业采取在保
护中开发的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
村民的生活，还让村庄“内外兼修”，
真正成为火山岩上的“绿宝石”。

（本报海口5月10日讯）

火山岩上的“绿宝石”

56户人家家家有人在绿园上班
园区的发展，不仅让村庄的面貌

焕然一新，也让本地村民的收入提升。
原驻罗经村第一书记吴经辉

说，村民增加的收入主要包括两方
面，“首先是全村56户，每户都至少

有一个人在冯唐绿园就业，男性每
月工资 3000 元，女性每月工资
2000元；其次是企业租用了村里的
2000亩土地，每年底村民都有租金
分红。”

据了解，冯唐绿园共有70多名
员工，除少数管理人员外，其余60
多名员工都是本村村民。另外，企
业给全村70岁以上共计30多位老
人每个月发放200元补助。

“我们企业希望通过旅游产业
促当地村民增收。”王斌说。

据了解，冯塘村今年共有98间
民宿投入使用，今年“五一”小长假
期间，民宿的预订率达到80%。

“候鸟”老师开设“国学课堂”

制图/陈海冰

冯塘村湿地荷花绽放，鸭鹅戏水。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孩子们在冯塘绿园的橄榄林下骑行。本报记者 张茂 摄

冯塘村依塘筑屋，池塘犹如一颗绿宝石。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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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未到，定安县雷鸣镇的伍荣
昌定安粽子厂里早已粽香四溢，在宽
敞的厂房内，坐满了加班加点赶制粽
子的工人。“虽说离端午节还有大半个
月，但粽子订单一个接一个。”该厂负
责人朱跃章说：“因为‘定安粽子’这4
个字就是伍荣昌的‘金名片’！”

2010年，定安县全年销售粽子总
量不过100万个。2016年，这一数据
就涨了12倍，年销售量达到1200万
个，销售额更接近2亿元。定安粽子
名气越来越响，已成为我省肉粽的一
个金字招牌。

定安粽子的香，在风味，更在品
质。2013年，海南《定安粽子》地方标
准正式实施，定安县对定安粽子的选
料、加工、制作、包装和储存、销售等各
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实现了粽子从田
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控。

在保障品质的同时，定安粽子扩
大生产规模，打造品牌优势，不断增强
市场竞争力。曾经，粽子的生产模式
以小作坊生产，街边零售为主，生产规
模提不上去，品质无法统一。为了解
决这一难题，定安积极引导各粽子厂
家转变生产方式，向标准化、产业化方
向进行转型。

转型需要引路人。定安支持通过
成立粽子协会，组织生产粽子企业，通
过实地考察和学习的方式，学技术、引
设备，实现了真空包装，高温消毒等规
模化生产的工艺，让定安粽子“搬离”
小作坊，“住进”现代化大工厂。

同时，为了提高定安粽子的品牌
辨识度，定安抓住粽米富硒的特点，大
力打响“硒字招牌”。在定安粽子推出
之前便请人检测产品的营养价值，明
确了粽子富含硒元素；聘请专业设计

公司对产品整体形象和包装进行策
划；并在线上线下举行多场推介会加
强宣传。此外，定安粽子还“上了天”，
成为航空食品。

“早在2014年，‘定安粽子’就获
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成为全
省首家获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粽
子。”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王沸健说，
通过多管齐下，定安粽子品牌的认知
度和美誉度正一步步提升，硒元素和
天然食材成了火山粽子独特的营养价
值招牌，需求上来了，市场价格涨了。

品牌建设为定安粽子打造了一张
“金名片”。近年来，定安粽子的品牌
越擦越亮，培养了一批忠实消费者，更
是以品牌化建设带动了农业转型升级
之路，通过形象包装和设计提升产品
附加值，并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标准化、
经营产业化、产品市场化和社会服务

化，让粽子焕发新价值。
“定安粽子甚至可以成为一种文

化符号，我们考虑未来推出粽子玩偶、
服饰等一系列文创产品，将定安生态

健康的文化通过粽子推销出去。”王沸
健说。

（本版策划／段誉 洪宝光 撰文
／段誉 司玉 洪宝光）

保品质 丰内涵 建品牌

定安粽子递出金名片

定安粽子抢购热线：

4001664565

2017年海南（定安）端午美食文化
节活动预告

邂逅百里百村 骑游七彩田洋
骑上一辆自行车，漫游在定安广阔的田洋中，

收获田园胜景，也收获一份自然好味。本周日，定
安将举行“邂逅百里百村 骑游七彩田洋”活动，以
当地特色美食为线索，开辟并推广定安乡村游路
线，让各位吃货和骑游包揽定安美景，以特殊方式
迎接端午节到来。

时间 2017年5月14日上午

地点 定安县翰林镇

规模 200人左右（骑友、自驾车友）

主要内容 祈福“端午”，骑游翰林万亩田洋，
欣赏绿色田园风光，贴近绿色的田野，呼吸清新的
空气，畅享田园的农耕惬意。每人将亲手用红色
丝带绑住粽子，挂在亚洲榕树王上并祈福。

定安黑猪肉粽闻名岛内外，近年来，省内外粽子订单不断增加。高林 摄

扫码跟记者走进冯塘村，领略独特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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