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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力促农业调优增效，计划用3—5年打造百香果产业

保亭妹中村黄金百香果
“开花结果”
本报保城 11 月 13 日电 （记者陈
奕霖）今天，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
乡飘起绵绵细雨，空气里也夹杂着丝
丝凉意。但是在六弓乡妹中村的 200
亩优质百香果示范种植园中，棚架上
枝叶攀援，生机勃勃，
一颗颗青绿色的
百香果点缀其中……而这并非是常见
的紫色百香果，而是六弓乡新引进的
黄金百香果。
“将经济效益低的作物改种为效
益高的品种，实现调优增效，百香果

产业已经在六弓乡生根开花结果。”
冒着细雨，海南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
处处长周世强和五指山市、白沙黎族
自治县等多个市县农业部门工作人
员来到种植园，举行百香果调优增效
现场观摩会。
据了解，相比较于常见的紫色百
香果，黄金百香果抗寒性较差，却非
常适合在海南种植。
“ 海南全年没有
霜雪，气温常年在 15℃以上，特别适
合黄金百香果生长，而在热带种植，

果形更大，口感更甜，香味更浓。”百
香果示范种植园所属企业海南希源
生态农业公司技术员林纪生说，由于
在海南种植百香果没有季节限制，一
年四季都可以生长成熟，每亩年产量
预计可达 3000 斤—6000 斤，成本大
约 7000 元。
“今年 6 月 22 日开始种植，才 5 个
月的时间，就能够有收获。”观摩会现
场，该企业负责人肖诗希介绍，
今年全
国各地的黄金果的价格每斤不低于

10 元，比紫色百香果价格高出 1 倍，
效益可观。并且，
通过增施有机肥、加
强管理，把生产期控制在冬春季节，在
其他省份没有百香果的时候上市，售
价还会更高，
销路也不用愁。
“这个品种很有前景，
加上海南得
天独厚的自然气候，也让我们对百香
果产业发展更有信心。”肖诗希透露，
接下来，准备在海南设一个种苗培育
中心，
并向种植户开展技术指导、保底
收购等工作，计划在 3 年内，在保亭以

产业扶贫模式，带动种植百香果 3 万
亩。
周世强表示，百香果产业是新兴
产业，
一定要做好种苗培训，标准化生
产、推广等工作，同时，还需要和市场
对接，
改善
“会种不会卖”的问题。
下一步，省农业厅将在全省布点，
进一步推广百香果种植产业，计划利
用 3—5 年的时间，在海南打造出具有
一定规模的百香果产业，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

脱贫攻坚进行时
省地质局帮扶临高美山村林下养鸡项目见成效

14户贫困户喜领首次分红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通讯员 黎大辉

销售，如能按照计划发展养鸡项目，贫
困户脱贫没有问题。
”
“ 双 11”后 ，当“ 剁 手 族 ”们 都 在
据悉，今年 4 月，省地质局协调省
等着收包裹时，临高县多文镇美山村
地质物供公司、美山村委会、美山村 14
村民陈俊妃却在等着收“现金”。
户贫困户三方共筹资 68 万余元，采取
今天，
省地质局帮扶美山村林下养 “公司+村委会+贫困户”模式，成立临
鸡项目第一次分红，在村文化室里，美
高多文美山种养专业合作社，
利用村里
山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崇道正念
的林地建成 2 个养鸡基地，发展林下养
道：
“ 王崇义获得入股分红 2739 元、陈
鸡项目，并吸纳 4 户贫困户参与饲养和
俊妃 3652 元、王宝 4565 元……”听到
管理，每月有 1500 元的工资。养鸡出
自己的名字，陈俊妃搓着手坐不住了。
栏销售后，根据合作协议，该项目还将
和其他 13 户贫困户一起接过分红后，
按 照 省 地 质 物 供 公 司 10% 、村 委 会
陈俊妃忍不住笑道：
“打工有收入，
入股
20%、
贫困户 70%的比例进行分红。
有分红，
脱贫有信心，
生活更有盼头。
”
美山村是省地质局的帮扶村庄。
“今天是合作社第一次分红，14 户
除了根据贫困户的具体情况分户施
贫困户共分得 4.2 万元。根据社员入股
策，助其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外，省地质
及投入管理等情况，
合作社中分红最多
局还给美山村的土地“做体检”
“ 建档
的贫困户获得 4565 元，分红最少的贫
案”，每月组织医疗队进村开展扶贫义
困户获得 913 元。
”
王崇道介绍道，
今年
诊并入户提供精准医疗服务。
5 月，
合作社购进 5000 余只鸡苗饲养，
9
“接下来，省地质局将按照省委、
月份第一批鸡出栏销售，所得利润约
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着力从扶智和
10 万余元。扣除部分利润作为周转资
扶志上加大对美山村贫困户的帮扶和
金后，合作社拿出 6 万元进行首次分
引导，切实转变贫困户的发展观念，不
红。目前，第二批 9500 余只鸡正陆续
仅要帮扶贫困户脱贫，还要助力贫困
出栏销售。
“第三批 1 万只鸡苗已于 9 月
户致富。”省地质局局长李海忠说。
底购进饲养，计划饲养 4 个多月后出栏
（本报临城 11 月 13 日电）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双11”销售额破千万元
海南消费者购买力最强

本报海口 11 月 13 日讯 （记者杨艺华 通讯
员吴玥）记者今天从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获悉，
11 月 11 日当天，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销售额超
1000 万元，同比增长 20%以上。海南、四川、河
南、河北、湖北等五省份购买力位居前列，
其中，海
南居民消费超 100 万元，同比增长 30%以上，位
居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
“双 11”购买力榜首。
据了解，今年“双 11”活动，海口美兰机场免
税店线上官方商城推出了本年度优惠幅度最大的
一次促销，包括整点红包雨、满减、优惠券以及签
到红包等多种优惠形式。而在线下，海口美兰机
场免税店推出了“十二星座治愈单身诊疗所”
“小
鲜肉提货惊喜日”
等主题活动。
为了让旅客购物时间更充裕，今年“双 11”海
口美兰机场免税店还与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展开合
作，探索新的离岛免税购物新模式——
“美兰免税
提前购”，即次日离岛的旅客可以预约提前一天进
店购物，工作人员对其一对一接待，为旅客办理临
时登机牌并领入海口航空旅游免税城内购物。
海口美兰机场免税店相关负责人表示：
“我们
的‘双 11’活动将延续到 11 月 18 日，这段时间离
岛的旅客都可以线上线下享受优惠。”

海口综保区跨境电商企业首战“双11”

出区清单达492票
商品销往全国

文昌凤尾村成立合作社

村民种瓜菜收益多

11 月 13 日，文昌市冯坡镇凤尾村，
村民在铺设可降解地膜，种植冬季瓜菜。
据了解，今年凤尾村成立了多个农业专业合作社，指导村民产销瓜菜。合作
社让凤尾村香山村民小组的村民每年多了 6 万多元的土地租金，还有打工机会，
且入股贫困户每户每年能分红 2000 多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本报海口 11 月 13 日讯 （记者郭萃 杨艺华
通讯员张健 耿伊潇）记者今天从海口综合保税区
获悉，今年“双 11”期间，首次参战的海口综保区
跨境电商平台取得良好成绩，截至 11 月 12 日 24
时，海口综合保税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出区清单
492 票，主要商品类型为奶粉、祛污水，订单来自
上海、北京、深圳、贵州等地。
据悉，
海口综保区跨境电商平台今年 9 月正式
运行，
为迎接跨境电商平台首次
“双 11”
业务，
园区
各家电商提早在保税仓库进行备货，
积极策划各类
促销活动，其中海南高培乳业有限公司、海南飞翔
跨境电商有限公司的奶粉、祛污水等热销商品，深
受广大消费者喜爱，
取得良好的销售成果。
据海口海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
海口综合保
税区已有飞翔、高培等 7 个跨境电商企业入驻并
开展业务。为确保“双 11”期间跨境电商业务的
顺利开展，海关、检验检疫和省电子口岸等部门主
动对接电商企业，了解企业备货和业务需求，同
时，积极做好电商平台系统的调试和维护工作，建
立 24 小时应急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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