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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农业发展

2016年

澄迈全县农业总产值
106.79亿元，同比增长 7.5%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 12765元，同比增长9.0%，
连续9年高于全省、全国平均
水平

2017年上半年

全县完成农业增加值
34.74亿元，同比增长5.1%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8127元，同比增长 7.0%

目前

澄迈县累计认证“三品一
标”农产品52个

累计培育注册农产品商标
952件，其中，国家地理保护产
品4个，著名商标23件，国际
商标2件

成为全省打造特色农产品
知名品牌最多、效益最好的市县

制图/陈海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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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大力实施“四化四县”农业发展战略，壮大特色现代农业助农增收

以工业理念办农业 以品牌农业促增收

“这不是普通的地瓜，
是我们农民致富的大金
瓜！”抬头望着村广场上那
醒目的几个地瓜雕像，澄
迈县沙土村村民陈承道脸
上洋溢着自信，流露出一
种甜到心里的幸福。

近年来，澄迈县坚持
以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
业，大力实施“四化四县”
（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国际化，农业生态现代化
建设示范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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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硒产业经济示范县）农业
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
发展壮大特色现代农业，
加大政策、科技投入，减轻
技术、贷款负担，有力促进
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国家现代农业示范
区、国家级食品安全示范
县、国家商标战略实施示
范县、国家农产品质量安
全县、中国果菜十强县、中
国福橙之乡、中国优质地
瓜之乡、中国无核荔枝之
乡……一个个含金量十足
的闪亮招牌成为澄迈农业
发展最有力的证明。

澄迈县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
创建全省首个“国家级农业综合标
准化示范县”，编制完成《澄迈县标
准体系发展规划》，制定咖啡、福橙、
地瓜、福牛等农产品生产技术国家
地方标准35项，约占全省总量的一
半。建成福山咖啡、无核荔枝、澄迈
福橙等标准化生产基地185个，创
建冬季瓜菜、桥头地瓜等特色农产
品示范基地91个，建成19个国家农
业部认证的无公害瓜菜生产基地18
万亩、8个供港澳瓜菜生产基地，建
设常年蔬菜生产基地6500亩。

陈承道的孩子正在念高中和大
学，光是孩子念书的费用一年就需要
近10万元，家庭经济负担重。“过去
没什么手艺和技术，全家人住在上世
纪七十年代建的旧房里，常常连温饱
都顾不上。”他说。

2010年开始，陈承道在当地公

司和合作社的带领下，种植了15亩
地瓜，年收入逐年递增。2017年，
他一年仅地瓜种植收入就达到16
万元，再加上其他种苗、市场销售
等，他年收入达到了25万元。“要感
谢县里重视农业品牌的打造，桥头
地瓜依靠着优良的品质，也得到了
相应的品牌价值。”他说。

澄迈县积极实施农业品牌化经
营，率先全省实施“品牌商标富农”
工程，投入财政资金近1亿元，扶持
农产品企业和小微企业注册、培育和
发展商标。澄迈福橙、福山咖啡和无
核荔枝被列为中国国宴果品，澄迈福
橙、白莲鹅、福山咖啡、椰仙苦丁茶获

“农产品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打造品牌后，桥头地瓜每斤最高卖到
26元；无核荔枝每斤卖到60元以
上，最贵的1斤500元；无籽蜜柚一
对卖到388元，还供不应求。

同时，澄迈县充分发挥龙头企
业、农民合作组织对接市场、联结农
户的作用，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不断提高农业组
织化程度。澄迈桥沙现代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带动2000多户农户种植
地瓜，年产值突破2.42亿元，帮助种
植农户实现户均年收入15万元。

2013年，陈承道拿出35万元盖
了二层小楼，今年又拿出30万元建
了130平方米的地瓜田头冷库。现
在他的地瓜种植与市场销售有效对
接，收入一年比一年可观，“人人都
说是地瓜改变了我，确实！没有地
瓜就没有我的今天。”

沙土村委会党支部副书记、桥
头地瓜协会秘书长杨英春介绍，地
瓜产业直接带动了村里其他产业的
同步发展。游客田间地头采挖地
瓜、观光等活动年流量达20多万人

次，高峰期日流量达到3000人次，
使桥头富硒地瓜品牌做大做强，保
持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性和长久性，
村民生活水平也不断迈上新台
阶。2010年前，村民居住的基本都
是建于上世纪60一90年代的旧平
房，2012年后至2017年，80%的村
民盖上了“地瓜楼”。“照这样发展
下去，再过两三年，沙土村户户都
能住上新楼房，基本告别贫困。”杨
英春说。

目前，澄迈县培育壮大农业龙
头企业17家，累计成立农民专业合
作社905家，带动农户6.8万户。成
立澄迈县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
着力解决农业企业、合作社和农民
贷款难、技术缺乏等问题。每年发
放小额贴息贷款2.3亿元以上。传
统农业向品牌高效农业转型，成为

“精准扶贫”的最有效方法之一。

品牌商标富农 沙土地里挖金瓜

“以前有做电商的想法，但不懂
技术，就耽搁了。现在好了！我每
天敲敲键盘，点点鼠标，自家种的地
瓜和水果就销往千家万户了。”桥头
镇居民王荤伶在做澄迈县电子商务
公共服务中心村站站长之前，除了
和丈夫一起做快递物流，她也像桥
头镇的其他居民一样种地瓜、卖地
瓜。电商的发展她看在眼里，但面
对复杂的操作流程、商品拍照等一
系列完全陌生的事物，王荤伶感到
无从下手。

恰好在这个时期，澄迈县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正在组建村站，并
对各个村站站长进行免费的电商培
训以及技术支持。王荤伶主动申请
做站长，并积极参加站长培训。在专
业授课老师的指导下，从如何申请开
店、如何给产品拍照等一系列实际操
作学起，并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帮助
下，顺利开通淘宝店并上架商品，逐
渐熟练后台操作，最终将淘宝变为自
家地瓜的主要销售渠道。

目前，王荤伶经营着3个淘宝
店铺，除了桥头地瓜，还出售海南的
热带水果，在“双十一”当天，仅桥头
地瓜的淘宝订单就达到上百箱，店

铺的日常销量为每天四五十箱，成
为当地地瓜销售最好的商家。

澄迈县积极推动特色农产品线
上线下一体化模式发展，2014年起建
立网络销售渠道，在上海、海口等地设
立“澄迈特色农产品体验店”，通过“互
联网+农业”的方式推广销售农产品。

2015年6月，福山互联网农业
小镇建设启动，前期建成福山互联网
农业小镇1个镇级运营中心和6个
村级服务中心，澄迈县网店协会会员
单位海岛火山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启
动了电子商务进农村服务站项目建
设。截至2017年10月，已在全县建
成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点155家，网
点数量在全省名列第一。以互联网
促进小镇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发展新
业态、增强公共服务能力，带动当地
农民增收、促进农业增效。

为服务互联网农业小镇的建
设，澄迈2017年3月建立了海南省
第一家专门为三农服务的澄迈农业
互联网产业园，作为互联网农业小
镇的网货仓储基地、物流发货平台
以及农业电商孵化基地。目前入驻
产业园的企业有35家，到10月底产
业园入驻企业共销售凤梨 200万

斤、桥头地瓜150万斤、荔枝40万
斤、无籽蜜柚10万斤，其他农产品
100万元，同时还配送澄迈县农村
工业品下行10万件。

同时，引入全国领先的农村电
商淘实惠，在全县建设淘实惠大屏
农村服务网点95家，APP服务网点
200家，网点数量全省第一。极大
地丰富了广大农村群众生活生产的
需要。同时淘实惠还建设遍布全县
农村的农村物流体系，有6条物流
专线覆盖11个乡镇、3个农场、177
个自然村、877个自然村。各类车
辆10辆，工作人员20人。全县农村
购买的网货和销售往海口的农产品
都可以24小时内送达。

根据本县贫困村的实际情况，
“淘实惠扶贫土鸡蛋”产品应运而
生，利用目前澄迈县完备的农村物
流体系，物流成本低的优势，澄迈专
门收购该县农村贫困户的优质散养
土鸡蛋，返销到县城和海口的连锁
店，这样既可以帮助到农村贫困户，
城市里的客户也可以吃到健康放心
的爱心土鸡蛋。目前爱心土鸡蛋已
经预定和销售了2000多份，澄迈县
农业局计划相继推出爱心土鸡、爱

心跑海鸭蛋等一系列产品，达到扶
贫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2016 年，全县 40%的凤梨、
50%的桥头地瓜、80%的无核荔枝
和无籽蜜柚实现网上销售，电商线
上线下销售额达9.3亿元，同比增长
1.5倍。澄迈县被财政部、商务部评
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互联网上，澄迈农产品和澄迈
长寿之乡的知名度不断上升。据不
完全统计，淘宝上仅销售桥头地瓜
就已经有1600家店铺。同时民间
力量也不断发展，澄迈县网店协会
作为海南省第一家电子商务类协
会，在政府引导和市场推动两方面
发力，在全县农民和合作社中已经
形成了浓厚的互联网气氛，在福山、
桥头地区已经形成了村村有网店、
户户开微店的氛围。

“我们将积极探索总结澄迈县
农业电商发展新模式，打造电商亮
点工程。”澄迈县农业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一步拟在桥头镇沙土村、宋
岭村，加乐镇沉香村等几个电子商
务发展较好的村进行电子商务示范
村的建设，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发展
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新农村。

除了优质的品种，让百姓吃得
放心，是农产品长久不衰的“身份证
明”。

澄迈县推行农产品质量安全
“有标识可追溯”制度，设立农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站，配置检测车加强
流动抽检。加强种植产品、畜牧产
品、水产品等三大类农产品的可追
溯建设，实行畜牧产品“一证一标一
单”管理。目前，全县88%以上的农
产品做到了有标识可追溯，瓜果菜、

水产品检测合格率达99%，畜牧产
品合格率达100%。

同时，澄迈县推进国家级出口
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陆侨无核荔枝基地、无籽蜜
柚种植基地、桥沙地瓜种植基地
已经获得海南省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出口备案基地认证，获得国际
市场准入。海南翔泰渔业股份有
限公司获得“首届海南省政府质
量奖提名奖”。

在国内外市场上，澄迈的农产
品都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为了进
一步加大国内外市场营销力度，澄
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连续15年
带队到北京、乌鲁木齐、西安、成都
等城市举办推介会。澄迈每年仅冬
季瓜果菜出岛量就高达50万吨左
右，年产值超20亿元。此外，该县
瓜果菜还直供、直销港澳地区和日
本、中亚5国；水产品出口欧盟、加
拿大、美、日、韩等国。三大类农产

品每年出口出境量超20万吨，价值
近25亿元，位居全省第一。

下一步，澄迈县将牢固树立创
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
理念，以建设“田园综合体”和发展

“共享农庄”为抓手，扎实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打造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牌，不断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增美，
为建设美好新海南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澄迈县大力推动山柚油品牌建设

一滴“软黄金”
飘香千万家

近年来山茶油备受消费者瞩目、好评如潮。
山茶油富含延缓动脉粥样硬化形成的单不饱和脂
肪酸，所含的不饱和脂肪酸高达85%～97%，比
进口橄榄油高7个百分点。山茶油在海南当地被
称为山柚油。

美国国家医药中心实验证实：山茶油中的茶
多酚和山茶甙对降低胆固醇和抗癌有明显的作
用。这两种物质是山茶油特有的。国际粮农组织
已将我国的茶油列为了重点推广的健康型食用
油，在欧美及东南亚地区，吃山茶油已成为一种健
康消费的新时尚。

澄迈的中兴镇、原山口乡、加乐镇是毗邻南渡
江的3个乡镇，这片区域产出的山柚油在海南颇
有名气。但由于山柚树生长周期长、投入大、产量
低，20斤鲜果只能榨出1斤左右的油，农民没有
种植的积极性，因此产量不高，往往供不应求，当
地的山柚油最低可以卖到300元一斤。

海南本地人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多的是把山柚
油当做药物及滋补保健品来使用。

近年来，澄迈县高度重视品牌农业打造，山柚
油以其绿色天然的物理压榨方式和独特的食用、
药用价值以及护肤功效受到了相关公司、专家、学
者、权威机构和政府对该产业的充分重视。

在澄迈乐香油茶苗圃种植基地，100多万株
山柚树长势喜人。“海南气候条件优越，种植山柚
树所需光照、水分条件较好，产出来的山柚油可以
直接食用，没有涩味。”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罗健说。

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于2015年
成立，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于2016年确立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他们从2012年开始在全省各市县
对1000多株海南山柚树进行普查，通过对100多
株优树各项数据的研究比对，又成功挑选出了4
个优良品种，分别为“海油1号”“海油2号”“海油
3号”“海油4号”，并于2016年底全部通过了海南
省林木良种认定。

“以前不知道海南也出产这种油，研究后发
现，种的质量，种植的气候条件，比大陆地区还要
优良！”罗健指着身旁的幼苗说：“‘海油1号’苗就
是在澄迈加乐镇发现的，皮薄、果大，出油率高，而
且幼苗生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其他品种。”

“品质成就未来。老百姓是否相信你的产品，
得看品质。”罗健介绍，澄迈山柚油色泽金黄、澄清
透明，味道纯正，浓郁香醇，滑口留香，“澄迈山柚
油品质优良，营养成分和活性成分丰富，气味组分
种类多，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品质优良”是众多
专家对澄迈山柚油的一致评价。

同时，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海
南农垦合作，采用“公司+农业合作社+农户”的多
种合作经营模式，计划发展海南特色山柚油种植
基地和观光旅游项目10万亩，力争通过公司的示
范带头作用，带动农户进行产业化种植。

“与农业合作社、农户进行合作，为其提供
种苗、技术的扶持，再保价收购果实进行统一深
加工、品牌包装、销售，这样可以进一步帮助农
户增收致富。”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澄迈县山柚油协会秘书长王笃雄介绍，
澄迈山柚油将利用专家评定，对种植户和农户
进行培训，通过一系列认证标准，走出一条以农
业产业化与新型工业化相结合，解决“三农”问
题的新路子。

3年育苗，4年挂果，6—7年达到丰产期，才盼
来“漫漫茶果金黄，村村茶油飘香”。一颗山柚树，
承载着一方人的生计，承载着脱贫与致富的梦想。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一滴金黄色的山柚油里，折射
出了现代人日益健康的生活方式与理念，倒映出了
澄迈人民扎根故土、孕育绿色财富的希望。

（本版策划/秦中楚 撰文/李金波）

“互联网+农业”发展 鼠标点开新出路

质量安全监管健全 科技支撑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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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桥头富硒地瓜供不
应求。阮琛 摄

技术人员在澄迈乐香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油茶种植基地查看山柚树结果情况。 舒晓 摄

工作人员挑选采摘下来的澄迈无籽蜜柚。
英挺 摄

第六届桥头富硒地瓜推介暨全域旅游宣传活动给游客们献上一场热闹的地瓜盛宴。阮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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