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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记者
陈卓斌）“自今年3月澄迈成为上
海第二批外延蔬菜生产基地后，
我们加快统筹、组织产销，冬季生
产的首批18吨杭州小辣椒、朝天
椒、黄秋葵等瓜菜已于11月27日
送抵上海销售，很受当地市民喜
爱。”昨天下午，在澄迈县金江镇，
澄迈县果菜运销协会秘书长许泉
向记者介绍道。

据介绍，在瓜菜运抵上海的当
天，澄迈县也与上海西郊国际瓜菜
交易中心签订了新一轮战略合作
协议，将澄迈瓜菜供往上海的阶段
性总量（今年11月至明年4月）由
原先的2万吨提升至6万吨，同时
在品牌宣传、营销等方面达成了进
一步合作。

澄迈聚焦·农产品

澄迈携手盒马鲜生试水农产品新零售
双方将发展订单式农业 打造品牌促农增收

近期，澄迈县与阿
里巴巴旗下新零售企
业盒马鲜生在上海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将在全生态、全渠道领
域开展深度合作。据
悉，澄迈将联合盒马鲜
生发展订单式农业，组
织农企农户根据市场
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
优质农产品，进一步提
升澄迈农业市场化、规
模化及科学化管理水
平。澄迈也是我省首
个与盒马鲜生开展深
度合作的市县。

在传统零售业屡受电商冲击的
形势下，盒马鲜生利用大数据、信息
化、移动互联三大核心技术及自建物
流体系，对线下超市重构新零售业
态，其线上APP、线下20家门店每只
售价99元的活波士顿龙虾、每盒售
价39.9元的三文鱼刺身等新鲜、价廉

的产品获得大批消费者热捧。这家
“网红”企业也被业界誉为“新零售标
杆企业”之一。

谈及为何选择与澄迈合作，盒马鲜
生联合创始人沈丽表示，澄迈拥有清新
的空气、纯净的水源及富硒土地，并高
度重视现代农业的发展，其农产品因味

道好、品相佳而具有独特的市场竞争
力。“在合作上，盒马鲜生可帮助澄迈合
作企业梳理及优化农业全产业链条的
各个环节及成本结构，并通过产品品质
的提升及包装、运输等多个链条的优化
升级，综合提升澄迈县相关合作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沈丽说。

在澄迈，许多农畜渔产品生产供
应商均对澄迈与盒马鲜生此轮合作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眼下，通过打造绿色生态的‘牧
流永发羊’品牌，我们合作社屠宰后
的黑山羊肉每斤售价已达到近 70
元，但高价也让我们的羊肉在销往广
东以北的市场遇到不少阻力。”对于
澄迈和盒马鲜生开展的相关合作，澄
迈县火山岩山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吴一凡很感兴趣，认为这是
一次很好的“破题”机会。

吴一凡说，产生阻力的根源在
于岛外地区对“牧流永发羊”品牌存
在认知度不高，以及品牌自身的互
联网营销推广、产品包装不够“给
力”等问题。“如果能够与盒马鲜生
开展合作，我相信他们以专业的营
销管理经验，能够用全面、细致的产
销数据帮助我们更有计划地组织生

产，同时完善营销体系和包装设计，
助力澄迈本土羊肉进一步打响品
牌，走向广阔的市场。”

沈丽表示，盒马鲜生跟供应商合
作将不会收取进场费、促销费等，“只
要供应商有稳定的生产及供应链能
力，以及良好的市场信誉，能够持续
提供富有市场竞争力的商品，我们都
愿意和他们携手，共同将新零售事业
做大做强。”

澄迈县农业局党委书记郑光伟
告诉记者，澄迈看中了盒马鲜生支付
配送便捷高效的平台，以及其所代表
的缩减中间商、重视消费升级和消费
体验的新零售业态。“我了解到，盒马
鲜生未来将开设至少500家线下门
店。将产品送上盒马鲜生柜台，不仅
能够提升澄迈农业品牌影响力，也能
借大数据指导农企农户发展订单式农
业，实实在在助农增收。”

记者从澄迈县农业局了解到，
近年来，澄迈大力实施“四化四县”
（农业生态现代化示范县、有标识可
追溯农产品示范县、无公害农业科
技示范县、中国富硒农产品示范县
及农业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国
际化）发展战略，共打造了5家现代
农业示范区并荣获“国家现代农业
示范区”等称号，这也让澄迈更有信
心加强双方合作。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

借大数据促农增收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用刀将芭乐（番石榴）切块、蘸上
辣椒盐再放入口中，这一酸、甜、香、咸
混合的果肉是不少海南人喜爱的美
味。而在澄迈县福山镇，今年29岁的
吴坤德不仅爱吃芭乐，还将其中的红
心芭乐种出了致富新门道，迎来了创
业的“开门红”。

今天早晨，和煦的阳光照射在吴坤
德种在福山镇和富村的一片片红心芭
乐林上，在果树旁，他搬来几张小板凳，
就地将新鲜采摘的红心芭乐削皮切块，
并递向周边的人，“来，都尝一尝，今年
这果可甜着呢！”吴坤德一边说着，一边
从兜里取出手机向记者展示网络订单

数量，“你看，这批红心芭乐才刚开始采
摘不到一个月，我已经接下了近400箱
订单，这回可算放心了。”

时光回溯到2013年冬天，当时25
岁的吴坤德因为3次创业失败，已经在
家待业了半年。知道吴坤德心里苦闷，
初中同学谭咏游便不时来陪他聊天解
闷。谭咏游回忆道，“吴坤德自2007年
开始创业，无论是种植香蕉、辣椒，还是
养殖山鸡，都仅能做到保本甚至亏损大
半，当时的他并不好过。”

吴坤德记得，正当自己的创业
脚步停滞不前时，种植户张益利找
到了他，商量着同去定安考察红心
芭乐种植等事宜。“那时候，已经年
近花甲的老张也因发展种植业碰了
不少壁，但他并未放弃。”吴坤德在
心底暗暗告诉自己，作为年轻的创
业者，自己“必须再试一试”。于是，
吴坤德从家人、朋友处筹措了一笔
创业资金，用于种植红心芭乐。

令吴坤德没有想到的是，芭乐
种植起来并不容易，“除了要解决芭
乐病害问题，果树引来的飞虫也十
分难对付。”于是，吴坤德开始重新
翻阅种植技术书籍，并上网找寻红
心芭乐的管理方法，很快，一张张捕
虫网、一台台诱虫灯出现在了果林
里，相应问题也迎刃而解。

“今年，我还学会了夏秋季不留
果、冬春季进行采摘这一诀窍，让每株
红心芭乐树的挂果量提升了20多斤，
甜度也大大提高。”吴坤德介绍，现在，
他将果品打包成4斤装礼盒，每盒售
价达到70元，游客们若来到田头采
摘，每斤采摘价也能达到10元，“通过
网络宣传和销售、发展采摘游，预计我
今年红心芭乐的营业额可达到20多
万元，扭亏为盈再也不是梦。”

在红心芭乐果林旁，一片翠绿的
小树苗已长至约60厘米高，这里承载
着吴坤德更大的“野心”。“这些红心无

籽芭乐是我今年5月从台湾引种的新
品种，在当地市场，这一果品每斤售价
超过20元。”吴坤德说，如果一切顺
利，明年他将以红心无籽芭乐作为主

打产品，专攻高端市场，“福山土地肥
沃、农产品种类丰富，这里从不缺少奇
迹，我也相信自己能创造奇迹。”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

澄迈福山青年吴坤德10年4次创业，始终坚持“再试一试”

红心芭乐种出创业“开门红”

创业故事

澄迈县中小学举行专题演讲比赛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校园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黄菲）近日，由澄迈县委宣传部、澄迈县文明办
等共同主办的2017年澄迈县“学思践悟党的十九
大精神、我与澄迈共文明”演讲比赛在金江举行，
该县各级中小学学生参加此次比赛。

据悉，演讲比赛分为小学组和中学组，参赛学
生通过讲述身边的文明故事，展现了该县师生的
良好精神风貌。经过角逐，澄迈县老城镇白莲中
心学校、昆仑学校、永发中心学校等学生分别获得
小学组一等奖；澄迈县老城中学、文儒中学等学生
分获初中组一等奖；澄迈县思源高中学生获高中
组一等奖。

据介绍，此次比赛旨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
进校园，展示中小学生的文明风采，进一步提高少
年儿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卫生文明意识，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澄迈苦丁茶叶
出口日本市场

本报海口11月30日讯（记者杨艺华 通讯员
钱海昕 陈怡君）近日，澄迈万昌苦丁茶场生产的
220千克、货值1.3万元的苦丁茶叶，经海南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快速签证放行后，顺利出口到日本。

万昌苦丁茶场创建于1994年，加工生产的
苦丁茶已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海南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推动澄迈国家级出口食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设为契机，从设施设
备、生产管理、加工流程等方面排查企业质量安
全风险隐患，培训植保员做好农业投入品管理，
以生物、物理机械方式防治病虫草害，显著降低
茶叶农药残留风险。

为降低企业出口成本，该局又通过简化原料
种植场备案环节，对澄迈万昌苦丁茶场的备案申请
免予现场审核，并根据e-CIQ主干系统抽批规则，
对该批苦丁茶叶免于现场查验及抽样，根据企业提
交的相关报检材料审核合格后予以签证放行。

G98白莲互通至狮子岭互通南半幅封闭施工
澄迈交警公布相关绕行路线

澄迈县委7个巡察组
进驻教育系统
进行为期2个月常规巡察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符少敏）为净化澄迈教育系统政治生态，推动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根据中共澄迈县委统一
部署，从11月28日开始，澄迈县委7个巡察组对
澄迈县教科局、澄迈中学、澄迈县二中、澄迈县三
中、澄迈县思源高中、澄迈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等
6个党组织及教科局下属单位党组织开展为期2
个月的常规巡察。

澄迈县委要求，各巡察组要结合教育系统特
点，聚焦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
党不力“三大问题”，重点检查被巡察党组织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和上级重大决策部署贯彻执行情况、党
内政治生活开展情况、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情况、选人
用人情况、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履行
情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等，要做到紧
扣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
律和生活纪律，紧盯重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

据悉，澄迈县巡察机构自去年10月成立以
来，先后开展了脱贫攻坚专项巡察、基层党建专项
巡察、卫计系统常规巡察等三轮巡察。在巡察中，
澄迈县巡察机构创新采用边巡察、边整改、边督
办、边提高、边查处、边震慑的“六边法”，共发现问
题633个，已完成整改572个，发现涉嫌违法违纪
问题线索140件193人，立案查处42件44人，党
政纪处分32人，移送政法机关8人。

本报金江11月30日电（记者陈卓斌 通讯
员吴年怡）昨天傍晚，在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快速
干道旁，几间平房内的居民正忙着淘米、炒菜，不
一会儿便飘出了浓郁的饭菜香气。而在平房之
后，一座陈旧的厂房已不再传出机械作业的难闻
臭气和扰民噪声。

“我们前一天刚将这座利用旧厂房隐秘作业
的钢材加工企业关闭。”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环保局工作人员肖海斌表示，“对于没有通过环
评、报建等手续的企业，我们该整治的整治，该查
封的查封！”

整治打击“散乱污”企业只是海南老城经济开
发区加强大气环境整治工作的一部分。眼下，海
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内共有注册工业企业约120
家，涉及水泥加工、新型材料、医药水产等多个领
域，对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而言，大气整治工作千
头万绪、任务繁重，必须抓准问题导向这一“牛鼻
子”，才能更好地治本攻坚。

据悉，今年以来，在企业污染防控管理方面，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将23家被列入污染重点防
治对象的企业进行编号管理，并按照单、双号轮流
巡查，重点敦促其加快技改升级、节能减排等。

另据了解，对于工艺落后或者产生的污染物
难以治理，可能对园区环境造成负面影响的项目，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环保部门还享有“一
票否决权”，截至目前，今年共有29个拟入驻园区
工业项目被“一票否决”。

海南老城经济开发区
加强大气环境整治

11月 29日，吴坤德（右）在澄迈县福山镇红心芭乐种植园品尝果实。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澄迈与上海西郊国际瓜菜
交易中心扩大合作

今冬明春将有6万
吨瓜菜销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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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7日下午，澄迈县代表团来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盒马鲜生（星宝店）进行考察，并当场与盒马鲜生签署合作协议。 通讯员 宋祥达 摄

盒马鲜生“瞄上”澄迈优质农产品

农户希望借盒马鲜生打品牌拓市场

■ 本报记者 陈卓斌 程范淦

本报金江11月 30日电
（记者陈卓斌 邓海宁 通讯
员庄霖）记者昨天从澄迈县
公安局交警大队获悉，11月
29日至2018年2月10日期
间，相关单位对G98白莲互
通至狮子岭互通南半幅进行
封闭施工，途经车辆可按以
下路线绕行。

南 半 幅 西
往东方向（澄迈
老城镇、白莲社
区、海口市区、
机场、东线高
速）的车辆绕行
线路：

由G98（环岛高速）公路大丰
互通下高速→金马大道→海南老
城经济开发区南二环路（或南一环
路）→G225海榆西线→南海大道
（或滨海大道西延线）前往海口市
区，继续沿南海大道→长滨路→椰
海大道→迎宾大道→龙昆南互通
上高速前往机场和东线高速

前 往 中
线高速（屯昌
方向）车辆由
南海大道→
椰海大道→
丘海大道→
丘海互通前
往

前 往 澄
迈（金江）方
向车辆由大
丰互通下高
速→金马大
道前往

老 城 高
速路往海口
方向封闭施
工，途经车辆
可走 225 国
道（南 海 大
道）或溋滨大
道前往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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