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18年11月1日 星期四

T13
三亚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服务世界级滨海旅游城市

打响热带特色农业王牌

100多种蔬菜、水果、肉制品和活
畜禽，吸引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参观和
选购。

这是10月 17日，三亚市举办扶
贫农产品上线海南爱心扶贫网销售启
动仪式暨育才生态区扶贫农产品大集
的场景。截至10月29日，三亚市农产
品线上销售22.7万元，线下销售约20
万元。

作为服务城市的特色农业，如何
做到既满足自给，又能远销省外？

“‘菜篮子’是关乎市民吃饱、吃好
的民生工程。因此，三亚多措并举，稳
定常年蔬菜和冬季瓜菜种植面积，努

力以‘菜园子’建设满足‘菜篮子’需
求。”三亚市农业局负责人说。

三亚市农业局负责人介绍，围绕
“增总量、保供应、抑物价、促增长”的目
标，三亚双管齐下实施政策惠民行动：
一是做好常年蔬菜生产工作。今年三
亚市投入专项资金2000万元，稳定蔬
菜基地面积1.85万亩。上半年常年蔬
菜总产量6.5万吨，产值约1.78亿元。
二是推进畜牧业“菜篮子”建设。安排
1000万元对畜牧业“菜篮子”基地建设
项目进行扶持。目前已扶持养殖场户
229户购买猪苗2.46万头、2家规模化
养殖场建设标准化畜禽栏舍5500平方

米、5家养殖场引进良种畜 1000 余
头。为推进可追溯体系与无疫区建
设，经确认为“优秀”等级的三亚畜牧企
业、合作社，每个予以奖励10万元。

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
手”，有机结合。

一排排标准化档口，已在三亚市
崖州区建成。这是三亚市果蔬综合批
发市场。崖州区农林局局长谭诗琪
说，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项目总投
资2.1亿元，包括交易区、理货区、生活
区、制冷保鲜库等，既便利又能发挥规
模经济效应，让昔日的“马路市场”变
身为“标准市场”。

得益于不断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力度，三亚市农业服务城市的
功能越来越强。

“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一期项
目运行以来，吸引众多实力雄厚的大
型交易商。”崖州果蔬综合批发市场负
责人卢日高说，2017年11月底该批发
市场运行以来，完成瓜菜交易量逾10
万吨；今年9月下旬，三亚瓜菜在确保
自给的同时，还与省外市场签下12.15
亿元大单。同时，构建了从源头到交
易、包装、运输等各环节的农产品安全
监测机制，为打造三亚品牌农业提供
强有力的质量支撑。

10 月 27 日，第五
届全国A20新农展十
大网红地标品牌奖在
浙江省杭州市颁发，
“三亚芒果”名列其中，
是本届榜单中我省唯
一获奖品牌。

“叫好又叫座”的
三亚芒果，是 40年来
三亚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实力不断增强的一
道缩影。

40 年砥砺奋进，
40年春华秋实。

如今，三亚加强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构建优质农业。
全市“三品一标”（无公
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共认证 55家
企业 76个次产品，通
过国际质量、国际标准
化组织、良好农业规范
等各种认证共37家企
业。三亚还获得“芒果
之乡”“中国果菜产业
十强市”“中国特色果
菜出口创汇十强市”
“中国果菜无公害龙头
市”“全国无公害农产
品生产示范基地达标
单位”等称号。在三亚
农业品牌中，16个获海
南省著名商标，14个获
海南省名牌农产品称
号。三亚的红毛丹、火
龙果、百香果、木瓜等
四类优质水果，作为指
定热带水果在2017年
金砖国家峰会上亮相。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洪少婷

颇具田园风光、浪漫风情的三亚
亚龙湾国际玫瑰谷，每天都会迎来一
拨拨慕名而来的游客，“咔嚓咔嚓”的
相机快门声响个不停。像这样体现产
业融合的田园综合体项目，在三亚市
还有很多，正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增强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如何发挥热带气候等优势，有效
助力产业融合？近年来，三亚加快构
建农业全产业链。

在共享农庄和田园综合体建设方
面，三亚结合共享农庄行动和“三亚芒
果”区域公用品牌战略发展规划，以热
带果园、菜园等为基础，鼓励和引导基
地开发休闲观光、旅游度假等新功能，
重点打造海棠湾水稻公园、亚龙湾国
际玫瑰谷等特色田园综合体，推进奇
幻世界、南田温泉等2017年共享农庄
试点建设。三亚市农业局数据表明：

2018年，全市拟新增6个共享农庄试
点；至 2020 年，将建成共享农庄 20
个；筹建田园综合体4个，外延基地2
个，农副产品深加工综合体1个。

在鼓励发展休闲农业方面，立足
当地自然条件优势和现有产业基础，
支持和鼓励各区打造生态采摘项目、
休闲观光的热带特色型现代果园；充
分利用特色农业资源和农耕民俗文
化，推出3条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
品观光旅游线路；推选南鹿农庄等4
个休闲农业园区参评海南省第五批休
闲农业示范点，指导现有的11个省级
以上休闲农业示范点优化、升级，全市
常态休闲农业可接待游客园区达到30
个。三亚市农业部门有关负责人表
示，至2020年，三亚国际热带兰花博览
会、芒果采摘节等将培育成国内顶级
会展品牌。目前，三亚着力培育省级

现代农业产业园，2018年新增1家省
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到2020年，全市将
建成5家省级以上现代农业产业园。

在加快全市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方
面，三亚对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农产品
精深加工、农产品集约化加工予以大
力支持。以三亚市南繁产业为例，在
高标准建设10万亩国家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1.5万亩南繁科研育种核心区
基础上，大力支持南繁科技城、南繁国
家重点实验室、南繁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努力延长南繁产业链。

在健全和完善农产品物流体系方
面，三亚以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
展有机衔接为重点，加强线下和线上
对接，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轨道。三亚加强产销数据对接，增加
驻省外农产品流通办事处和直销配送
中心布点。目前，三亚积极打造瓜菜

集散中心，健全农产品产地与大城市、
大企业之间的产销稳定衔接机制，同
时支持淘宝海南馆、水果岛等电商平
台，鼓励电商平台创新模式，促进农村
电商全覆盖。三亚还将在育才生态区
建设果蔬交易市场，在天涯区建设畜
禽批发市场和畜禽肉联屠宰加工配送
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着力打造服
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建设要
突出南繁特色，扛起海南担当，打响本
土农业品牌，努力为地方经济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三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
究院院长柯用春表示，三亚国家南繁
基地建设正迎来产学研融合发展的新
机遇，正着力将国家南繁基地建成集
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转化
为一体的服务全国的“南繁硅谷”。

促进融合 | 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这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五彩
产业。

在三亚市育才生态区马脚产业
基地内，选用了红、黄、蓝、绿、白等
颜色的棚膜和防虫网覆盖，热带五
彩水耕蔬菜园颇具视觉冲击力。“不
同颜色的防虫网覆盖，对作物长势、
产量、品质以及主要病虫害有不同
程度的影响。例如，咖啡色网覆盖
下，其果实纵横径、产量以及可溶性
糖、可溶性蛋白含量均显著高于对

照白网，且粉虱数量显著减少。”三
亚市南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研究员杨
小锋说，这个产业具备循环农业、有
机农业、立体农业的优势，基地总面
积约2000平方米，目前带动38户贫
困户增收致富。

在三亚市崖州区北岭村喜山羊
养殖合作社，羊舍屋顶安装了光伏发
电设备。崖州区农业服务中心主任
陈晰介绍，这个合作社的羊舍面积有
3000平方米。贫困村民张庆华兴奋

地说：“在喜山羊养殖合作社上班可
以挣工资，政府贴息的贷款投入合
作社后可以分红，轮换值班后的空
余时间，还可以回家种植芒果和冬
季瓜菜。”

三亚市农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了带动农民依靠特色产业增收，三
亚全方位激发“三农”发展活力：巩固
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落实第二
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
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

活土地经营权；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设
立村集体企业，实行市场化经营，实现
土地的保值增值；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扶持海源、斯顿、南鹿等本土领军型农
业龙头企业，带动本地农民加快发展
热带高效农业，做强天锋物流等企业，
促进三亚农产品销售顺畅，实现农产
品“产得出，销得出”；推进全域小康建
设，采取差异化帮扶措施，建立健全稳
定的脱贫长效机制。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共享发展 | 带动农民依靠产业增收

服务城市 | 不断提升农业供给质量

三亚市马脚常年蔬菜基地内的五彩水耕蔬菜大棚。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 本报记者 易宗平

玻璃缸里，装着橘黄色的液体，揭
开盖子，一股香甜的酒味扑鼻而来。10
月29日，三亚市育才生态区管委会那受
村脱贫户苏其文向参观者展示自己酿
造的百香果酒。客户品尝后纷纷点赞，
并要求订购。

苏其文身后，是一片百香果果园。
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百香果的绿叶和果
实挥扬着生命的张力。“百香果可以直
接出售，也可以作为原料酿成酒，销售
价格会更高。”他说，这两种办法可以有
效解决百香果销路问题。

“这个百香果果园共有20亩，是我
同其他4户贫困户合办的，今年我们依
靠这个果园户平均增收1万元。”苏其文
介绍，“我们在种植和管理中注重生态
理念，从来不打药水，也不打除草剂，而
是用割草机除草。”

今年37岁的苏其文是2015年建档
立卡贫困户，全家有4口人，在2016年
底就摘掉了“穷帽子”。“这都要感谢杨
书记的指导和关照！”苏其文激动地说。

“杨书记”名叫杨小锋，是三亚市南
繁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目前担任
那受村驻村第一书记，同时也对口联
系、帮扶苏其文。

除了手把手教给苏其文种植、养殖
技术，杨小锋还鼓励苏其文参加一些农
技培训。在种植方面，苏其文掌握了百
香果、豇豆种植和管理技术；在养殖方
面，他学会了科学养殖生猪的方法；在
加工方面，他根据父辈经验探索出百香
果酒的酿制方式。

“感谢党的好政策，脱贫后政府仍
然在支持我、帮扶我！”他感慨地说，“今
年前9个月，我家种植、养殖、加工和务
工收入，加起来有4万多元，日子越过越
红火！”充满感恩之情的苏其文，把学到
的种植、养殖和管理技术，以及百香果
酒酿制方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贫困
村民苏就能、苏其能等人，带动他们发
展特色产业。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如今，同苏其
文合作办果园的其他贫困户都成了脱
贫户，周边邻居也纷纷种植豇豆等农产
品实现致富增收。

“我是在驻村工作队帮扶下脱贫
的，要像工作队那样发挥作用，带动其
他贫困户一起发家致富。”苏其文表示，
今后将继续与周边村民合作，进一步扩
大种植、养殖和加工规模。

（本报三亚10月31日电）

三亚脱贫村民苏其文——

变身农技能手
带动贫困户奔富路

全市拟新增6个共享农庄试点

在三亚农业品牌中
16个获海南省著名商标
14个获海南省名牌农产品称号

三亚市农业局数据表明

将建成共享农庄20个
筹建田园综合体4个
外延基地2个
农副产品深加工综合体1个

2018年

至
2020年

今年三亚市投入专项总资金2000万元

稳定蔬菜基地面积1.85万亩

上半年常年蔬菜总产量6.5万吨

产值约1.78亿元

推进畜牧业“菜篮子”建设

安排1000万元对畜牧业“菜篮子”基地建设项目进行扶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