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中山鸡主要供货商一览表
产品类型

山鸡

山鸡蛋

商家名称

琼中农乡牧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琼中湾岭东诚养殖专业合作社

琼中黎母山什隆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

琼中红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海南万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琼中湾岭排营坡山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琼中湾岭加章种养专业合作社

琼中园林山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联系人

喻文波

卢传明

李明月

丁保卫

徐光美

符式和

王世海

陈昌

联系方式

13518043685

13976599209

18876850716

18876715628

15595899288

13637520240

13876640123

1387667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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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力支持养蜂业发展

据了解，目前，琼中有养蜂示范村
42个，饲养农户达3600户，饲养中蜂
5.77万箱，主要分布在湾岭镇、吊罗山
乡、黎母山镇、红毛镇。2016年琼中全
县蜂蜜产量86万斤，产值3440万元。
养蜂农户户均年收入9000多元，养蜂
成了全县促农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

“琼中养蜂业主要通过‘养蜂合作
社（大户）+基地+贫困户’模式抱团发
展，琼中全县已打造3个县级养蜂科
普（扶贫）示范基地、15个乡镇级养蜂
科普（扶贫）示范基地，养蜂合作社12
个。”琼中蜂业协会负责人表示。
2017年，琼中计划培育蜂种1万箱，供
农户饲养，带动398户贫困户脱贫。

琼中在大力推广养蜂的过程当
中，建立了由县科协、县蜂业办、养蜂
合作社和乡镇农业技术人员组成的养
蜂科技服务指导队伍；琼中科学技术
协会邀请省内外养蜂专家，为县、乡镇
养蜂技术骨干、蜂农举办养蜂技术培
训班和技术讲座；不定期组织技术人
员深入养蜂村庄，进行短期养蜂技术
培训；组织“农民养蜂技术员”，进村入
户手把手对蜂农进行养蜂实战技术指

导。
琼中还把养蜂业与乡村旅游结合，

利用黎族苗族传统节日“三月三”活动，
举办了蜂蜜采收节，推出了红毛镇什寒
村、红毛镇什裕村、黎母山森林公园、湾
岭王伟养蜂基地、营根镇水潮村5条蜂
蜜采收乡村旅游路线，在宣传琼中蜂蜜
品牌的同时，也让游客体验养蜂取蜜、
品尝蜂蜜带来的乐趣。

当然，琼中养蜂业也面临一个现
实难题——缺少大型企业以合理的价
格来收购蜂蜜以及进行产品深加工。
因此，琼中蜂蜜销售状态多数处于自
产自销的状态，卖回头客、熟人亲戚，
同城送货上门。

品牌设计简约而不简单

“以‘琼中蜂蜜’作为正标题，地域
名称加上产品名称，形成地理标志。
副标题‘甜言蜜语’，情感色彩比较浓
郁，形象表达了琼中的蜂蜜甜香润滑
的口感特点。”参与包装设计的工作人
员说，希望消费者吃了琼中蜂蜜，就连
语言都透着甜蜜。

蜂蜜的包装倾向于简约的风格。
色彩以橙黄为主，大块的留白使得包装

画面更为通透，让人在琳琅满目的商品
挑选中得以有一丝的舒缓放松。

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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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幅绘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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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琼中蜂蜜业在探索中完善

琼中以生态旅游业为第三产业发

展目标，品牌的打造让“奔格内”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因此来到琼
中旅游的游客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增
加。2016年，全县乡村旅游接待人数
42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达1.67亿
元，旅游人数的增加，带动琼中经济发
展的同时势必也带动了包括琼中蜂蜜
在内的琼中特色农产品的大量消费。

蜂业是具有增收、生态和保健特
色的农业产业。根据市场调研统计：
2016年全年琼中全县蜂蜜产量为86
万斤，产值 3440 万元。2009 年-
2011年，有专家来琼中考察论证，琼
中的养蜂量可以达到40万-50万箱。

近几年，琼中打造海南中部绿色
崛起试验示范区亮点纷呈，特色产业、
特色新村相继涌现，发展不断升级，具
体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塑造，都可以
成为琼中的另一种名片，可以延伸到
世界的各个角落。

未来，“琼中蜂蜜”特色农业品牌与
“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有机融合，打造
生态旅游业扶贫发展模式，推进农业特
色产业与旅游业跨界融合发展。

琼中农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琼
中也有需进一步完善的体制——由
龙头企业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和
有关规定制定蜂产品生产和加工标
准，并将产品生产加工技术工艺规范
分别传递给蜂业合作社的养蜂生产
者和企业生产车间，由内部质检机
构、品管部门信息化监控执行，溯源
追踪从生产到加工、销售环节的全过
程，实施质量管理，可有效保证产品
质量安全达标。

特色农业品牌与“奔格内”乡村旅游品牌有机融合

琼中蜂蜜酿出甜蜜生活

琼中山鸡成绿色产业招牌

琼中山鸡，是琼中原鸡海南亚种
与家鸡的杂交后代改良培育成功的，
是琼中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

自2004年成功繁育出山鸡后，琼中
县政府积极引导，通过龙头企业带动、金
融部门贷款扶持、畜牧兽医技术部门提
供技术支持等多元方式，加快琼中山鸡
产业发展，采取“公司+农户”模式扶持农
户发展，由养殖场出种苗、技术、饲料、兽
药，农户建鸡舍，出劳动力饲养。

在政府的大力扶持下，琼中山鸡
产业发展成果喜人，2016年第一季
度，琼中建成存栏种山鸡1万套的琼
中山鸡种鸡场。琼中新丰养鸡专业合
作社带动36户农民发展养鸡产业（其
中贫困户5户），琼中兴民养鸡专业合
作社带动18户贫困户发展养鸡产业。

2016年10月，经国家工商局许
可，琼中山鸡取得畜牧业商标。目前
已建成面积8000平方米的琼中野山
鸡种鸡场1家，种山鸡现存栏1.5万
套，琼中山鸡规模养殖户16户，每户

每批次养殖山鸡2000只以上。
依托原生态的槟榔林为放养基地。

山鸡喝山泉水、吃虫、草、玉米长大，采食
虫子补充了蛋白质，因此山鸡品质优
良。培育方面全程追踪，从鸡苗的科学
搭配到成鸡的质量检测，直至分检上市，
均全程掌控，确保最优等的品质。

品牌设计地方特色鲜明

琼中山鸡需求的数量大，山鸡附加
价值应得到更好地提升，在部分人看
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只是第
一步，传统农业扩张发展的必经之路则
是从“卖数量”过渡至“卖品牌”。目前，
琼中山鸡正在往品牌化的方向走。

琼中以“琼中山鸡”命名，鲜明的地
理标志和明了的产品名称相互搭配，便
于人们熟悉和记忆，也有利于后期的深
入和推广。设计定位一是体现山鸡品
质的健康生态自然，无污染；二是简洁大
方，生动；三是保证设计作品原创性，符
合纸箱包装及所有权转让的有关规定。

山鸡包装上最主要的元素是槟榔
树、鸡蛋花和七彩山鸡。琼中山鸡白

天在槟榔树下觅食，夜晚飞到槟榔树
上睡觉，槟榔树是琼中山鸡重要的栖
息地。鸡蛋花是阳性树种，性喜高温
和阳光，有鲜明的海南特色，搭配槟榔
树叶一起出现，海南地方特色鲜明。

琼中山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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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幅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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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将琼
中这个地域品牌推向更广阔的市场。

琼中山鸡未来发展空间大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县委书记孙
喆介绍，琼中鼓励贫困户抱团发展，建
立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采取“龙头
企业+基地+贫困户”“专业合作社+基
地+贫困户”“村集体经济+基地+贫困
户”“种养大户+基地+贫困户”等4种
产业扶贫模式，帮助群众实现可持续
脱贫致富。琼中红丰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的山鸡养殖基地，因为采取该方式，

137户贫困户抱团入股，同时基地还采
取生态循环农业的模式，如今养殖规
模已发展至可年产150万只山鸡种苗
和10万只散养山鸡。

养殖规模上来了，产值如何进一步
提高，琼中如何走好品牌化发展之路？

业内人士认为，根据山鸡本身的资
源优势和消费特点，应该抓住“琼中山
鸡”品牌契机，加大宣传，使其成为品牌
性产品。同时开发多种产品，扩大市场
份额。

其次，完善琼中山鸡加工链，为了
将来市场的发展，丰富山鸡在市场的
供应，获取更大的利润，就必须开发山
鸡的深加工产品，从而开拓消费市
场。政府方面应加大扶持力度，培育
发展琼中山鸡产品的加工能力。同时
铸造山鸡品牌。

再是产业结构的调整跟技术创新
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建议政府在项
目、资金等方面给予企业支持，鼓励企
业去积极参加技术研发。在养殖培育
上要加强优良品种的培育，积极推广
健康养殖技术、生态养殖技术、特种繁
殖技术,不断改进加工工艺。

1.普通蜂蜜生物酶的含量不超
过0.2％，琼中蜂蜜则接近 1%

2.琼中有养蜂示范村 42 个，饲
养农户达 3600户，饲养中蜂 5.77万
箱，主要分布在湾岭镇、吊罗山乡、黎
母山镇、红毛镇。 2016年琼中全县
蜂蜜产量 86万斤，产值 3440万元，
养蜂农户户均收入9000元

3.琼中已打造 3 个县级养蜂科
普（扶贫）示范基地、15个乡镇级养
蜂科普（扶贫）示范基地，养蜂合作社
12个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中
平镇的热带雨林中，蜜蜂飞舞花
间，在蜂箱里一进一出，酿造出
香甜的百花蜜。

“山里的花好水好，没有农
药纯天然，蜜蜂酿出来的就是最
好的蜂蜜！这样的蜜可以放心
吃！”蜂场的养蜂人三哥一边说
一边小心翼翼地打开蜂箱，拿出
一块蜂巢，蜂蜜在阳光下透着琥
珀色晶莹的色泽，散发出甜蜜诱
人的香味。

从2005年开始，琼中开始
大力推广和发展养蜂业，农户尝
到了养蜂的甜头，养殖规模逐渐
扩大。有良好的质量做保证，琼
中蜂蜜的口碑也越来越来响，并
因此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集体
商标”。

蜜源地是影响蜂蜜质量的
主要因素之一，琼中位于海南岛
中部五指山、黎母山腹地，是个
“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农业
县，森林覆盖率高达83.74%。
这里植物资源丰富，露水充足，
植物生长季节长，多年生植物大
都无冬眠期，植物的花期很长，
全年均有植物开花，为发展养蜂
生产提供了良好条件。

琼中蜂蜜与其他普通蜂蜜
相比，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经过了
二次酿造，是熟蜜，所含的生物
酶含量高，普通蜂蜜生物酶的含
量不会超过0.2％，而琼中蜂蜜
则接近1%，琼中主打的百花蜜
生物酶含量尤为高，而且基于生
态条件生产出来的单糖蜂蜜更
易被人体吸收利用，具有口感
好、无污染、营养价值高的特点。

琼中蜂蜜特点

琼中蜂蜜：
蜂蜜包装设计选择简约包装风格，

大量的留白使包装更加空灵，也能够让
游客最大程度地观察到蜂蜜的色泽。蜂
蜜作为琼中的支柱产业之一，发展历史
相对悠久，是琼中较有代表性的产品之
一，所以在元素上选择了民族感丰富的
黎族图腾。

蜂蜜新包装 释义

制图/杨薇

琼中全县 4 个乡
镇 49 户农民饲养山
鸡近 10000 只，农民
户均收入3500元

从卖数量升级至卖品牌，走向品牌化发展之路

琼中山鸡打响品牌攻坚战
“咯咯哒……”在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红毛镇牙挽村的一
片龙眼林里，一只只羽毛绚丽的
山鸡扑腾着翅膀栖息在枝头，
“鸡司令”丁保卫捧着一盆饲料
刚刚俯身，数十只山鸡便迅速围
了过来。

这里是琼中红丰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山鸡养殖基地，因为
137户贫困户的抱团入股，如今
养殖规模已发展至可年产150
万只山鸡种苗和10万只散养山
鸡。

与传统的“公司+合作社”的
合作模式不同，红丰公司山鸡养
殖基地通过实行统一供苗、统一
防疫、统一饲料、统一品牌、统一
销售的“五个统一”品牌运营模
式，正立志打响“琼中山鸡”这一
特色农业品牌。

（本版策划／申易 秦海灵 撰稿／申易）

2017 年，全县
山鸡饲养量达到 40
万只，存栏 15万只

琼中计划培育山鸡养殖户 100
家，每家每批养鸡 1000只，年内可养
殖2批，总量将达到20万只

制图/杨薇

关注琼中十大农产品推介 之山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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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中七彩山鸡。

琼中蜂蜜主要供货商一览表
产品类型

蜂蜜

商家名称

琼中连生蜂业有限公司

琼中营根亚柳食品店

海南省南丰天天快递有限公司琼中分公司

琼中黎苗土特产贸易有限公司

琼中群生养蜂产销农民专业合作社

琼中祺源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

陈允容

陈春燕

邱禧

王荣堂

蒋善海

杨雷

联系方式

13876416300

13976177797

13807544757

18089831316

13697536871

18608998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