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过近30年发展，琼中绿橙种植面积达1.6万亩，市场供不应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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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橙包装最主要的元素是琼中的
山水人，在黎母山脚下，河流淌过一片
片绿橙果园，身着美丽黎族苗族服装
的琼中姑娘，在果园里欢声笑语地采
摘着琼中绿橙，包装上这一幅出自完
全手绘的画面，人文与自然生态和谐
相融，绿橙在好山好水之间生长，正是
美好新琼中的集中呈现。

琼中绿橙
2017年新包装释义

本版图片均由琼中县委宣传部提供

琼中绿橙主要供货商一览表
产品类型

琼中绿橙

商家名称

海南广电绿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惠民小卖部

琼中岛峰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海口顶鲜绿色食品有限公司

海口琼山雄生水果店

海南一典科技有限公司

琼中海汽运输有限公司

琼中黎苗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

三三易通商城

琼中云创电商科技园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椰岛果园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华鲜生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禾风（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果创云间农业科技开发公司

海口糖小蚁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源圆科技有限公司

海南好诚果农业科技

海口椰公主食品有限公司

海南惠农智慧家园科技有限公司永庄村分公司

海口果铺贸易有限公司

海口果鲜道贸易有限公司

海南省南丰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

联系人

邓瑜

李怀

黄研华

张和中

郑生雄

吴忠佩

蒲壮保

王荣堂

黎才剑

姜飞洲

王强

茅松立

黄开发

蒋萍

黄小芬

熊元元

林志壮

符之俊

朱雁斌

陈思

彭怿玮

邱禧

联系方式

13637566465

18889550348

18689875321

13687508185

13078980072

13976727684

13976915088

18089831316

18889534488

13034982816

18976192998

18889168665

13697578230

13518826921

13976654028

15799086878

13368999936

13208915566

13006066221

18976210370

13976732006

13807544757

生长环境得天独厚

近年来，琼中把绿橙与乡村旅游
有机结合，已成功举办了三届“琼中绿
橙旅游季”，琼中绿橙以独特的品相、
口感，不断向外界传递着琼中的绿色
气息、生态气息、健康气息，形成了琼
中特有的绿橙文化，促进了“农+文+
旅”深度融合。

品尝过琼中绿橙的人都知道，琼
中绿橙汁多皮薄、果实饱圆、内质柔
软、化渣率高，是海南热带水果的一大
品牌，享有“南国佳果”“橙类王子”的
美称。

琼中地处三江源头之地，年均气
温22.8℃，年均降雨量2444毫米，具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土地肥沃，气候温
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有利于绿橙
糖分沉淀，果橙偏甜。同时，琼中地区
处在北纬18度左右，纬度越往南叶绿
素退化慢，因此果肉成熟了，果皮还没

有褪色，呈现绿色，造就名副其实的绿
橙。

今年，琼中种植绿橙大约为1.6
万亩，挂果面积约0.8万亩，几乎每个
乡镇都有种植，种植面积较大的乡镇
有湾岭镇，营根镇，长征镇，红毛镇，种
植面积占到总量的70%以上，200亩
以上的种植户大约有四五十户，占总
量70%左右。

包装设计让人“垂涎欲滴”

2017 年，琼中绿橙再度创新启
用新包装，包装主打元素是琼中的山
水人。在黎母山脚下，河流淌过一片
片绿橙果园，身着美丽黎族苗族服装
的琼中姑娘，在果园里欢声笑语地采
摘着绿橙，包装上这一幅出自完全手
绘的画面，人文与自然生态和谐相
融，绿橙在好山好水之间生长，正是
美好新琼中的集中呈现。琼中绿橙
皮绿而薄，橙子对半切开，色泽诱人，

汁多味甜，纤维纤细，让人垂涎欲
滴。绿橙四周环绕着蔓藤绿叶，象征
绿橙生活的环境纯天然、无污染。绿
叶郁郁葱葱，正如琼中日益壮大的绿
色产业，延绵不绝。

今年琼中绿橙的包装设计采用
插画的形式展现，将琼中特色的历
史、文化、风景、人文等融入包装封
面，以一副绘画的方式展现琼中的青
山绿水、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文化特
色。将琼中这些特有的元素融合进
产品包装，打造农产品的品牌形象，
形成地域品牌，有利于琼中吸引更多
游客前来观光，也将琼中这个地域品
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绿橙产业结出“甘甜果实”

近年来，在扶持琼中绿橙产业发
展方面，琼中多措并举，一是加强琼
中绿橙品牌保护，使用琼中绿橙的地
理标志及包装箱，均需经过政府授

权，并建立有明确的产地溯源系统。
二是加大对绿橙种植的补贴力度，按
标准化果园的补贴制度，从种苗无偿
供应开始，到果园开垦补贴、灌溉设
施补贴、器械补贴，多项补贴加起来
可以达到3000元/亩，补贴力度远超
国内其他地区。三是在技术上扶持
绿橙产业，目前育苗基地已达 100
亩，建设大棚进行防虫隔离，采取健
康的芽条培育健康种苗。

此外，琼中利用“琼中绿橙”品牌
效应作为精准脱贫的一个突破口，将
扶贫种苗专项资金注入绿橙种植基
地，让贫困户拥有种植部分股权，对
带动贫困户脱贫有积极作用。

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海南优质农产品、
海南省名牌产品……从严格的品牌保
护到务实的政策扶持，到科学的技术
管理，琼中绿橙将生态、无害、有机的
理念透入肌理，如今正结出甘甜果实。

（本版策划/撰文 申易 秦海灵）

又到一年绿橙飘香时，穿
行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
镇华裕合作社绿橙标准化示范
基地，一颗颗饱满的绿橙压弯
了枝头，采摘的人们络绎不绝。

琼中自1999年开始将绿
橙作为果树发展的主导品种大
力推广，推出土地优惠、政府帮
扶、创新机制等多种措施，积极
鼓励和引导县内外企业和广大
农民参与开发、大力发展琼中
绿橙产业。

经过数十年的探索种植，
如今，琼中绿橙种植面积已由
最早的1000亩扩大至目前的1
万余亩，2016年总产量近1万
吨，2017年产量预计超500万
斤，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关注琼中十大农产品推介之绿橙

种桑养蚕（蚕丝被）
海南中丝发展有限公司 13876750987(蒋小红)

全县桑蚕园

20000亩
参与桑蚕产业农户

3600户

其中贫困户

768户
年产茧量

220万斤

经济收益

4000万元
制图/张昕

琼中桑蚕主要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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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琼中长
征镇烟园村里的公共蚕房里，男女
老少都忙着给蚕宝宝喂食桑叶，期
待来日能卖个好价钱。

“短短几年，村里建起了 88 间

蚕房。在政府扶持下，村里还建
起了小蚕共育室，发展种桑养蚕
循环农业，现在家家户户都盖起
了‘桑蚕楼’。”烟园村干部蒋启
存说。

通过种桑养蚕业，去年烟园村
人均收入突破万元，62 人摘掉了

“贫困帽”，2017 年以来，全村养殖
蚕茧的收入已达163万元。烟园村
将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探索桑园套

养土鸡、桑枝培育食用菌等致富项
目。“种桑养蚕是‘短平快’的好产
业，琼中桑园面积达 2 万亩，3600
多户农户从中受益。听党话跟党
走，村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少

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迈上了新台
阶。”村民林泽根说。

如今的烟园村，有着无限生长
力，而在群山之间，还有很多贫困村
庄也已换上新颜。

养蚕结出致富茧

中部山区拥有丰富的土地资源，大量平缓的
坡地和低产水田均可改为桑田。海南岛中部山
区6市县内有15家农场，拥有三四百万亩土地，
可用于种桑养蚕的土地颇多。

雨水充沛、气候温和、阳光充足、空气质量
好，桑树全年都可生长。全年可以不间断滚动
养蚕，半月养一造，一年养24造。每亩桑田产茧
量和养蚕收入是江浙地区的3倍至4倍，比广
东、广西高出约1/3。春茧早上市3个月，秋茧晚
收2个月，既可以调节市场，又能得到较高利润。

据悉，桑树全身是宝：桑树根系发达，固沙防
风，净化空气，一亩桑树每年吸收二氧化碳13吨，
吸收二氧化硫30公斤；桑叶可做菜吃，桑枝可养
羊，可加工桑茶、桑药、桑果汁等。蚕茧同样全身是
宝，蚕蛹是生物制药和保健品的重要原料，蚕丝不
仅可做衣服，还可提取丝蛋白，做丝蛋白粉，用于化
妆品、保健品和食品。

（本版策划/撰文 申易 秦海灵）

秋季时节的清晨，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长征镇烟
园村，数十辆摩托车结队行
驶的轰鸣声，打破了这个苗
族小山村的宁静。

“大家准备到桑园收割
新鲜桑叶，蚕宝宝们等着吃
饭呢！”烟园村脱贫户王学
金说，自己能脱贫，离不开
党的好政策。这时候，村民
盆建雄接过话茬：“政府免
费发放蚕苗，组织专业人员
教授养蚕技术，贫困户建蚕
房能拿到 1.5 万元的补贴
款，就连普通农户也能享受
到8000元的补贴，养蚕路
就是致富路，跟党走就是谋
幸福。”琼中桑蚕，日益成为
广大农民引以为傲、规模化
养殖的特色农业产品。

琼中不是海南第一个种桑养蚕
的市县，早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
初，就有市县尝试种桑养蚕，但都失
败了。琼中是海南第一个大规模种
桑养蚕并最终获得成功的市县。

种桑养蚕源自黄河、长江流域，
人们长期以来都以为种桑养蚕是只

能在温带地区发展的产业。2006年
“东桑西移”国家工程的正式实施，
促使种桑养蚕在海南生根开花。琼
中为什么会选择种桑养蚕作为当地
经济发展的拳头产品呢？这是琼中
县委、县政府深入调研分析后的结
果：琼中农业传统主导产业是水稻，

只够农民吃，不赚钱；橡胶、槟榔等
产业，前几年价格一路下滑，赚钱
难；要让农民手里仅有的土地资源
优势发挥出来，必须寻找农业新兴
主导产业。

种桑养蚕对琼中来说既是新生
事物，更是新机遇。琼中县委、县政

府探索“政府+企业+农户”的模式，
由政府提供服务，种桑养蚕的经营
主动权则给企业、还给农民。琼中
尝试发展种桑养蚕业期间也曾被质
疑：“蚕茧不像花生，农民可以自己
吃。如果没人收购，要是农民把卖不
掉的蚕茧堆到县政府怎么办？”琼中

县委、县政府选择了与已经占有市场
的国内龙头企业——广东丝纺集团
合作，同时建立县、乡镇、村三级种桑
养蚕技术服务网络，组建专家、技术
骨干队伍，给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
后的技术服务，并通过小额信贷贴息
政策解决农民种桑养蚕资金难题。

成功经验背后的琼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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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宝宝。 蚕农在取蚕茧。 农户在品尝桑椹。

（除署名外图片均由琼中县委宣传部提供）

琼中姑娘手捧香甜的绿橙迎接客人到来。

海南种桑养蚕优势多

延伸阅读

农民种桑养蚕走上致富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