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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对于品质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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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成为海南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越来越多出口企业初尝甜头，但相关服务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6月9日，随着最后一艘满载章
雄鱼苗的船舶缓缓离开万宁大洲岛
水域驶向日本鹿儿岛，标志着2017
年海南口岸章雄鱼苗出口计划顺利
完成。

邢其乡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近
几个月来，这位清澜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检验检疫科的负责人常常需要“出
海”作业。

“章雄鱼苗是海南特色出口产
品，每年的3至6月份是章雄鱼苗出
口的黄金季节。”邢其乡说，万宁大洲
岛海域是海南章雄鱼苗养殖规模最
大、最集中的区域，也成为万宁市出
口创汇的重要窗口。

5月18日上午，在万宁大洲岛海
域，海风阵阵。来自日本装运章雄鱼
苗的“第三十八住宝丸号”已锚停在
水面上，邢其乡和同事带着仪器设备
登上船，准备做出口现场查验、船舶
卫生检疫、核发相关证书等工作。

“我们今天这一批一共有14万尾
鱼苗，货值约336万元，要运往日本
鹿儿岛县和熊本县。”同在船上的海
南章鸿贸易有限公司业务经理宋小
刚说，章雄鱼是日本人最喜欢的生食
鱼品之一。

日本收购方、章雄物产公司代表
川胜介绍，他从事海南章雄鱼苗进口
已有20多年，章雄物产每年在海南要
收购100多万尾鱼苗，“我们收回去，
养大，再卖。一般需要养一年多时
间，每条约3.5公斤就能出售。”

数据显示，2016年海南口岸共有
48批次、983万余尾、货值3894.6万美
元的章雄鱼苗出口日本，出口量与货值
创5年来新高。其中，清澜检验检疫局
共完成大洲岛海域章雄鱼苗检验检疫
32批、579.2万尾、2708.9万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10.3%、2.2%和22.3%。

除了章雄鱼苗以外，海南还有许
多水海产品“游”向海外。海南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胡永和曾对
海南农产品出口做过调查，他分析指
出，“水海产品长期以来在海南农产
品出口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占海南农
产品出口的90%左右，且保持较为稳
定的增长态势。”

海口海关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1-4月份，海南口岸农产品出口总值
为11.5亿元，其中出口水海产品10.9
亿元，同比增长28%，占农产品出口
总值的94.8%。

在海浪的推动下，“第三十八住
宝丸号”船体摇晃，邢其乡蹲在甲板
上对章雄鱼苗采样、做解剖检验。另
一边，川胜则盯着工人们过驳装运章
雄鱼苗。

双方结束各自工作后，都将前往
各自的下一个目的地：邢其乡和同事
要到万宁乌场一带海域，那里还有一
艘日籍装运章雄鱼苗的船舶，等待他
们进行检验检疫等工作；川胜搭乘“第
三十八住宝丸号”，满载着海南章雄鱼
苗，向日本鹿儿岛县和熊本县驶去。

从事农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人，忙起
来不分一年四季，他们忙碌的节奏也跟
着不同农产品上市的时间而变化。

5月10日，加拿大温哥华，
E-fresh Food股份有限公司经
理Michael和他的团队忙着将
一箱箱芒果发到不同顾客手
上。没花多长时间，150箱芒果
就被出售一空。

而在到达温哥华的两天前，
这批芒果还生长在三亚福返芒
果基地里，垂挂在树龄约18年
的果树上，等待成熟。后来之所
以会“飞”到加拿大，是源于一通
电话。

“4月中旬的时候，我接到一
个电话，对方说是加拿大的商家，
咨询我们有没有合适的芒果可以
供给他们。”在福返芒果基地，三
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彭
时顿向记者说起当时的情景。

当时，电话的另一端正是
E-fresh Food股份有限公司，
他们向彭时顿说明需求，希望找
到质量好、口感好的芒果货源，
要“2kg装（一箱），15颗果，特级
精选，1/3果皮成黄色”，品质要
安全。

彭时顿觉着这单生意可做，
因为他对基地一直以来坚持绿
色种植、树上自然熟的芒果品质
有信心，市场上的口碑也不错。
双方一拍即合，计划先出一批芒

果，进行“初步的磨合”。那通电
话结束后，他和同事们便开始为
首批芒果“飞出去”做准备。

这一趟“首飞”，也是三亚芒
果出口的首批记录。三亚海关
出境系统查询结果显示，近十年
来，除了鲜荔枝、菊花，三亚鲜有
农产品出口记录，而三亚芒果出
口记录则是一片空白。

虽是首次出口，但相关手续
一样也不能马虎。“比如商务部门
的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
海关的出口资质，还有出入境检
验检疫部门的注册备案、检测报
告等等这些都需要具备，否则走
不出去。”三亚君福来实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助理黄榆涵说，此次芒
果能顺利出口，和出入境检验检
疫等部门“给力”有很大的关系。

在各方都“给力”的情况下，
5月8日，福返芒果基地新鲜采
摘的一批150箱、重600斤、货
值2.2万元的贵妃芒，从三亚凤
凰机场搭上飞机，经香港转飞加
拿大。

这一路上需要约 30 个小
时，在这段“旅程”中，彭时顿为
每箱芒果付了70元的物流运输
费。“非常希望物流成本能降
低。”他坦言，公司大约从3年前
就开始计划出口芒果的事情，本
来他们打算等完善包装车间、采

摘处理等条件后，到明年再出
口，但“那通电话把计划提前
了。”

黄榆涵透露，如果没有对绿
色种植环节的严格把控、对优良
品质的信心，以及2015年就到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注册登记等
等一些提前做的工作，公司不敢
也没能力接下这单送上门的生
意。

胡永和介绍，企业出口产品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些像君
福来一样处于试单阶段的农产
品企业，尚未形成稳定的出口市
场和出口渠道，并且由于进入国
际市场的时间不长，缺乏对进口
国家的质量标准、市场信息的搜
集了解，产品生产条件还需要完
善，所以，在出口初期往往会面
临着不小的压力。

5月 18日，君福来公司给
E-fresh Food出的第二批500
箱、总重2000斤的芒果，又踏上
了新行程，于当地时间20日到
达加拿大。

“目前，我们计划和 E-
fresh Food形成长期合作，明
年采收季继续供货。”彭时顿说，
公司和美国、俄罗斯、新加坡等
国家的客户也在洽谈中。虽然
自家的芒果走得越来越远，但他
觉得“忐忑更多于高兴”。

“去年我们章雄鱼苗出口额有6000
多万元。”因做章雄鱼苗出口生意多年，
宋小刚和日本多家收购商保持着长期合
作的关系，双方信息来往频繁。

与多年合作相比，彭时顿和 E-
fresh Food虽是刚刚建立起的关系，但
双方的信息沟通也在时时进行。他们建
了一个名为“福返芒果加拿大销售群”的
微信群，用于随时沟通。

前几天，E-fresh Food的一位工作
人员在群里对彭时顿说，为了更好地推
广中国品牌，“请发相关资料给我们，以
助于我们的营销推广。”

彭时顿认为，品牌是以品质做支
撑的，对于福返芒果出口而言，目前是
起步阶段，要想在国外市场上提升知
名度和认可度，要靠提供质量上乘的
果子积累起好口碑，并进行一定的宣
传推广。

对于有着“两头都在外”产业发展
特点的东方菊花而言，也有着关于品牌
的困扰。“一头是产品绝大部分销往国
外市场，另一头，菊花品种也是从外地
引进。”省林业厅产业科技合作处有关
负责人李儒法说，当前东方的菊花种苗
多是从国外进口，没有自主品牌，菊花
产品知名度不高。

有业内人士指出，一些农产品经由
代理商出口后，被贴上代理商的商标，成
了别人家牌子出产的产品。

根据海口海关提供的信息，海南农
产品出口整体形成以照丰水产、远生渔
业等25家水海产品加工企业为主，海南
绿元琼脂工贸等琼脂加工企业、花卉和
椰子产品（春光食品和南国食品）等产品
加工企业为辅的发展态势。

海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公开的信
息显示，截至 2016年 12月，海南省获
得注册登记的出境水果果园名单共有
37家，其中注册登记面积最大的是海
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乐东种植基地，有
8000亩，主要种植香蕉、菠萝、芒果、龙
眼等，拟出口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俄
罗斯、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等。这些都
是有基础、有条件的企业。

“海南农产品出口有品牌，如五指山
红茶、昌江芒果等等。”省农业厅有关负
责人说，海南农产品出口品牌呈现起步
晚、发展渐升的趋势，品牌的打造需要过
程。此外，针对农产品出口企业的市场
开拓、国际营销、监测预警、技术推广和
咨询培训等方面的服务机制也需进一步
建立完善。

（本报海口6月26日讯）

核心提示

几乎同一时间，一架飞机从三亚起飞，一艘船抵达万宁大洲岛海域。
起飞的飞机要带着500箱三亚芒果，飞往加拿大；抵达的船舶则是要载上14万

尾海南章雄鱼苗，驶向日本。
芒果和章雄鱼，带着海南农产品的印记，出现在千里之外的国度，最终完成出口“旅

途”。2016年，海南农产品出口值34.39亿元，同比增长2.9%。而今年前4月，海南口
岸农产品出口总值11.5亿元，同比增长27.1%，农产品成为海南口岸第三大出口商品。

数字背后，往往有很多故事。海南农产品出口的特点是什么？农产品出口要经
历哪些关卡？是否有“成长的烦恼”？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进行了走访。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通讯员 卢荔 詹晨 张腾

水海产品占海南农产品出
口的90%左右，且增长稳定

一艘开往日本的
货船

一通来自国外的电话
一个电话把公司的出口计划提前了，也促成了三亚芒果出口的首批订单

实际上，不论是水里游的，还是土里
长的，农产品出口的最重要一关是品质。

独特的地理位置、优良的气候条件，
是海南出产章雄鱼苗、热带瓜果等特色
农产品的天然优势，但优良农产品的收
获不仅靠“天”，更靠对种植技术、疫情疫
病防控、农药残留监控和精细化的管
护。农产品的品质好坏，与能不能出口
直接挂钩。

“顾客很喜欢，大家对品质都很满
意。”在售出第一批芒果后，Michael向
彭时顿反馈了市场初步反应。这是对海
南出口农产品品质的点赞。

目前，三亚市芒果种植面积约有38
万亩，年产芒果65万吨左右，年产值约
35亿元。三亚芒果曾经单纯追求利益最
大化，导致品质达不到出口标准。黄榆
涵说，福返芒果基地连续出口两批芒果，
其中关键的一点就是“达到了加拿大检
测的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国际市场特别是发
达国家市场对于农产品的质量要求高、
标准严，缺乏精细规范化管理和无法保
证农产品品质稳定性的生产户或企业往
往难以“过关”，无法适应进口国的标准
要求，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2005年东方市开始引种菊花以来，
产业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种植面积
达2000多亩，年产菊花8000多万枝。
目前，东方市生产出口的白菊占全国出
口总量的一半以上。

出口的菊花，要看花苞、花秆粗度和
长度、叶片有无病斑等等“颜值”和“内
在”，好花自然有好价。“我们出口韩国的
田头价从一株八九毛到一块多不等，说

到底就是看品质。”在花卉市场闯荡多年
的东方市八所镇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种
植户范天擎说。

日、韩等国对进口菊花都有一定的
标准要求，尤其是日本，对进口的菊花在
植株高度、重量、花径大小、顶叶高度等
方面有着严格要求，比如会将植株分为
LL、L、M和S四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
应的数值限定标准。

“东方菊花种植之前普遍存在设施
设备简易落后，特别是小散农户的简易
棚种植设施、种植技术短板问题，导致菊
花品质降低，无法销往高端市场和卖出
好价格。”东方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符昌
远说，一些种植户还遇到过因花质问题
被买家低价收购甚至退货。

而对于食用的章雄鱼，作为进口方，
川胜直言最关心的问题只有两个字——
安全。

清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王康
清介绍，为确保出境鱼苗质量安全，他们
实施从养殖到出境的全过程监管，对捕
捞养殖海域、鱼苗放养、饵料投喂、出境
前检疫、装运出境等各环节提前介入、跟
踪监管，并开展疫病监控等系列工作，确
保出口鱼苗质量安全。

胡永和认为，要实现农产品高质量
的产出，需要改变粗放式的种养生产
方式，走上规模化、产业化的道路，建
立起一套质量管理体系，从种苗培育、
病虫害和水肥管理、采摘标准，再到储
存运输等等环节都需要更精细化、专
业化的管护，保证农产品的品质，在市
场上真正形成口碑，提升竞争力，卖出
好价格。

一种关于品牌的困扰
出口企业要注意品牌打造，相关服务机制也需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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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海 产 品
成为海南出口
的主要农产品，
优质的罗非鱼
已出口到了亚
洲、美洲、非洲、
欧洲67个国家
和地区。

（本版图片
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澄迈县永发镇
蔬菜基地采用二维
码、视频监控技术，
建立起蔬菜生产流
通信息追溯系统，确
保蔬菜品质。

海南农产品因
品质优良深受市场
欢迎。图为海口市
琼山区大坡镇福昌
红肉蜜柚种植示范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