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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清晨的阳光穿过薄雾，
54岁的陕西人王强跟平常一样，来到
东方市火车站的站前广场开始晨练，今
年是他定居在东方的第二个年头。据
了解，今年春节前后东方八所城区迎来
15万左右的“新东方人”，其中很多人
被这座滨海城市吸引选择在这里长住。

东方地处海南省西南部，是海南
省第三大依海而建的城市。这里历史
悠久，资源富饶，基础厚实，空气纯净，
环境优美，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兼备

山、海、江、河、湖、林、泉、滩等资源。
除了东方得天独厚资源禀赋，高

质量建设热带滨海花园城市更是让这
座城市独具魅力。新城区一幢幢高楼
拔地而起，一条条景观大道宽敞亮丽；
老城区路面街道整洁干净，沿街的变
电箱、电信箱被装饰得精美别致，架空
的电线、通信线路基本实现“入地”，原
本脏乱差的农贸市场一去不复返……
面对这座城市的华丽蜕变，东方市民
符军有着说不出的自豪和欣慰。

2015年12月31日，东方高铁站
正式启用；2017年12月，东方对高速
公路出入口至新港码头全长13454
米道路进行“白改黑”施工项目；2018
年2月6日，东方市新汽车站正式开
业运营；“北纬18°·东方索契”俄罗
斯文化旅游综合体项目一期五星级
酒店和国宾楼正加紧建设，有望在今
年5月份实现开门迎宾……

近年来，东方高质量建设热带滨
海花园城市迈上新台阶。东方市委副

书记、市长邓敏表示，东方市作为全省
唯一享受边贸政策的口岸城市，正在积
极探索建设保税仓库和保税码头，东方
对外开放发展的新格局正逐步形成。
同时，东方结合北部湾城市群发展规
划，积极编制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城区道路和地下管廊、城区园林绿化、
城区滨海路、特色风情小镇、新旅游景
区建设、城区农贸市场升级和布局等方
面的规划，并以大数据信息平台作为理
论支撑，统一空间规划体系。

宜居滨海花园城市

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引进新兴产业，打造一批靓丽“名片”

东方：崛起中的热带滨海花园新城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栋 通讯员 彭珊珊

火球、水蜜桃、紫眸、苞舌兰、玉
女 、文 心 兰 、中 华 红 、泼 墨 石
斛……在感城镇宝上村的东方市迦
南兰花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兰花
基地，各种品种的名贵兰花次第开
放，淡雅的兰花香气弥漫在空气中让
人陶醉。“这里不仅工作环境好，工资
也是一天一结，我一个月能有2000
多元的收入。”宝上村村民苏大姐一
边清理着花圃，一边介绍着兰花产业
给村庄带来的变化。

合作社的负责人黄法祥是宝上
村村民，凭借过硬的兰花种植技能，

他希望通过“农户+合作社”模式帮更
多的农户脱贫致富。据了解，感城镇
127户贫困户入股东方市迦南兰花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去年年底有20
多万元的分红。

这只是东方市特色产业发展的
一个缩影。在东方市大田镇北纬十
八度火龙果种植基地，漫山遍野的火
龙果植株生机勃勃；在新龙镇道达村
香薯种植基地，一个个日渐成熟的香
薯，在肥沃的土地里吸收着养分……

2016年以来，东方因地制宜，发
挥当地热带特色农业资源优势，大力

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精品农业。
积极打造了以东方火龙果、东方香薯
为代表的一批有优势、有影响、有特
色、有竞争力的品牌农产品，推动农
业转型升级。

目前，东方市已注册百果园、白牛
山芒果等各类农产品商标118件，全
市无公害基地认证33家，产品认证15
个；绿色食品2家；有机食品4家，产品
6个；海南省著名商标3个。评获农业
部热作标准园2家；出口创汇基地3
家；CS9001质量认证4家。注册了

“感恩大地”地域公共商标，申请了东

方火龙果、东方乳猪、东方黄花梨等7
个地理标志认证，在海口市设立了东
方好味特色餐馆和东方特产专营店。

据东方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2017年东方市种植甜玉米24.8万
亩，冬季瓜菜21.8万亩，火龙果3.1万
亩，菊花4500亩，绿萝2120亩，建成
哈密瓜、葡萄等一批特色水果基地，调
减低效甘蔗地7000亩，投入1000万
元实施品牌农业战略，东方火龙果、烤
乳猪等十大农业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
不断扩大。火龙果深加工项目加快建
设，填补了东方市农产品深加工空白。

品牌农业红红火火

全域旅游宜游宜业
东方市板桥镇中沙村有个“仙居

谷”景区，溪谷中奇石林立，两侧林木
郁郁葱葱，山风扫过，树叶的沙沙作响
与潺潺流淌的溪水谱成自然之乐。在
曲折湿润的山路间行径，原始森林中
鬼斧神工的自然美景“中沙瀑布”更是
让人叹为观止，清澈见底的水幕在眼
帘前飞流而下……

此时，在“仙居谷”景区，住宅、酒
店等各项配套设施正在施工之中，将
近16000亩的旅游区潜力巨大。据
景区负责人彭泽生介绍，预计在今年
11月底景区将开始试运营，届时景区
将会具备吃、住、游、玩等旅游要素。

据东方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海南环岛高铁的开通，东方坚
持以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区和智慧旅游
城市为抓手，扎实推进“点、线、面”和
百千工程建设，改善旅游软环境，确保
游客“进得来，留得住，玩得好”。

据了解，2011年到2017年，在东
方市备案的旅行社、分社及营业网点
从2家增加到13家，旅游持续保持快
速增长态势。据统计，2017年全市接
待旅游过夜人数89.5万人次，较去年
同比增长25%，增幅全省第四；旅游总
收入 5.1 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37.9%。2018年预计旅游过夜人数达
100万人次，增长10%以上；旅游总收
入达5.8亿元，增长15%以上。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东方
市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一批特色小
镇、美丽乡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
来，让当地村民不再远走他乡就能在
家门口致富。

在东方市新龙镇下通天村，庭院、
环村公路、大理石巷道错落有致。创建
美丽乡村后，这个小村庄焕发了新的生
机与活力。目前，在下通天村，通过自
营或流转土地给外来企业经营，全村共

有虾塘、蟹塘800多亩，种植哈密瓜900
多亩。水产养殖、土地租金、务工成了
村民新鼓起的三个“钱袋子”。

据了解，东方市推进“旅游+农
业”产业模式，重点打造大田、板桥、新
龙、东河等4个特色小镇，建设八所镇
上红兴村等15个美丽乡村；对月大、
南浪、俄贤、中沙、雅龙、上红兴、白查
等7个村加大帮扶力度，实施旅游扶
贫开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一乡一
策”“一村一品”“一家一艺”，带动村民
参与旅游发展，增加村民经济收入。

东方市委书记铁刚表示，东方还
有着独特的黎苗文化以及热带原始
雨林，目前正在积极打造天安“小桂
林”、金月湾等特色旅游景区景点。
同时，未来东方全域旅游发展将结合
乡村振兴战略、百镇千村的打造，让
热带滨海资源更充分地发挥的效用。

（本报八所4月9日电）

品牌

在东方市天安乡境内，有一处被
誉为雅龙“小桂林”的山水奇境。这里
山清水秀、气候宜人、四季常绿，自然
景色十分迷人。东方市委宣传部供图

东方火龙果
开创特色农业
“火红”新局面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陈栋 通讯员 彭珊珊

东方市地处海南岛西南
部，降雨量偏小，日照充足，正
是种植火龙果的绝佳地理环
境。这里生产出的火龙果不
仅品质好，而且口感极佳。通
过实施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
营、品牌化运作、信息化营销、
生态化管理，如今，火龙果不
仅成为东方农业的一张响亮
名片，同时也成功开创了东方
市打造特色农业品牌的“火
红”新局面。

早在1998年，东方市就零
星种植火龙果，2012年开始规
模种植，到 2015 年掀开了东
方火龙果产业的新篇章——
在北纬十八度果业有限公司
等大批农业企业的进入和辐
射带动下，火龙果面积迅速扩
大。2016年，在东方市“品牌
农业创建年”的大力推动下，
火龙果作为该市重点打造的

“十大农业知名品牌”之一，以
基地为载体、企业为主体、生
态安全为根本、标准化为基
础，实施品牌农业战略，通过
扩大种植规模、提升产品质
量、提高知名度等方式，并在
火龙果基地先行建设溯源系
统，确保产品质量，增强了产
品竞争力。2017 年 10 月 12
日—13 日省农业厅配合东方
市政府在东方举行红心火龙
果品牌推介会，更是有力提升
红心火龙果的知名度。

得天独厚的气候环境、可
观的市场潜力，吸引了众多的
企业将目光投放到火龙果这
个“火红”的产业上。目前，全
市火龙果种植面积33000亩，
收获面积20000亩，成为海南
省最大的火龙果种植市县。
全市种植火龙果企业22家、农
民专业合作社4家、个体户13
户。种植品种主要有大红、富
贵红、金都一号等多个新品
种，上市时间在 5 月—11 月，
平均亩产量5000斤，每年5月
份开始将有火龙果陆续上市，
预计今年全市火龙果产量达5
万吨。

作为全省最大的火龙果种
植龙头企业，海南北纬十八度
果业有限公司在东方市拥有6
个生产基地分布大田镇、三家
镇、八所镇等地，种植1.7万多
亩，其全程无污染绿色生态有
机种植方法，较好的提升了东
方火龙果的质量和效益。

东方火龙果深受市场的
欢迎，有较高的知名度。东方
市依托火龙果这一区域品牌，
完善冷链贮运，海南北纬十八
度果业有限公司正投资7.1亿
元建设火龙果深加工厂，预计
2018年 6月投产，进一步延伸
产业链，推进产业融合。

（本报八所4月9日电）

俯瞰东方新城区。 东方市委宣传部供图

4月3日傍晚，华灯初上，东方流光溢彩，夜景分外迷人。东方大道旁两排整齐的路灯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高楼相互辉映。
近年来，东方市全力推进建设宜居宜游宜业热带滨海花园城市。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7.1亿元，增长2.5%；固定资产投资62.2

亿元，增长26.2％，增幅全省第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8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0亿元，增长10.6%；城镇、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达29983元、13147元，分别增长8.6%、9.5%，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迈出了坚实步伐。

下一步，东方市将不断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发挥百万亩感恩平原的热带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热带高效农业，让广大农民把绿水青山变成金
山银山。同时，东方市将不断推进十大产业链建设，引进高新技术制造、海洋装备制造等一些新兴产业，进一步完善城市规划、旅游资源布局的
基础之上，打造一批东方靓丽的“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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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57.1亿元
同比增长2.5%

固定资产投资

62.2亿元
同比增长26.2％
增幅全省第一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40亿元
同比增长10.6%

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9983元
同比增长8.6%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13147元
同比增长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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