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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水在建特色产业小镇有4个
——光坡休闲农业风情小镇、英州互
联网种业小镇、黎安海风小镇、清水
湾国际游艇小镇。

由于圣女果种植在光坡镇有较
长历史，光坡镇以圣女果为主导产业
打造休闲农业风情小镇。近年来，陵
水有关部门在金融政策、标准化种
植、品牌打造方面给予积极扶持，助
村民壮大这一产业。

如今，光坡镇全镇耕地面积2.6
万亩，而圣女果每年种植面积达2.5
万亩，占全县种植量的三分之一。其
育种、生产、储存、销售、运输产业链
较为健全。去年，圣女果业产值达
6.5亿元。有收购商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由于能依靠这一产业致富，村民
生产积极性高，已形成良性产业循
环。近年来，当地进一步挖掘产业潜
力，每年举办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
闲游活动，做大旅游蛋糕。

同为促进农业经济发展，英州镇
选择的路径与光坡镇不同。由于具
有科研和育种优势的陵水现代农业
示范基地位于该镇，英州镇以该基地
为核心，以“互联网+”为契机，瞄准种
业创新高地，打造互联网种业小镇，
促进“互联网+农业”镇域经济发展。
海南日报记者从陵水发改委了解到，
目前，位于基地的省级及镇级互联网
农业小镇数据中心、3个村级服务站
已基本完工。下一步，陵水将推动其

实际运营，形成一个联结英州镇与外
界的畅通渠道，促进农业育种、种植、
销售“一条龙”发展。

依托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打造
的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将是未来陵
水旅游经济的亮点。去年来，清水湾
游艇会取得几项重大突破，促成清水
湾口岸成为我省第二个向境外游艇开
放的口岸，推动清水湾游艇会成为国
内首家为入境游艇提供担保的游艇
会，促进“琼港澳游艇自由行”。不久
前，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被省政府列
入全省百个特色产业小镇名录，意味
着小镇建设将有更多实质性动作。

清水湾游艇会总经理林明昆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游艇小镇将致力于

推动海洋休闲生活方式全民化，携手
国内外著名金融机构和知名游艇服务
商家，探索打造全链条游艇产业小镇，
重点打造六大产业项目——全民航海
中心、高端航海俱乐部、游艇产业博览
中心、游艇创新基地、海钓娱乐赛事基
地、游艇产业市民农庄，“我们有信心
引领海南游艇业发展。”林明昆说。

此外，位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先行
试验区内的黎安海风小镇，经过几年
建设，基础设施臻于完善，形如一座
现代化小城。该项目占地264公顷，
累计完成投资24.17亿元，目前已建
成多层别墅式住宅2198户，市政基础
设施完成大部分工作，综合服务中心、
小学及幼儿园等项目已投入使用。

立足特色优势，夯实产业里子，积极推进“百镇千村”建设

陵水：村村有亮点 镇镇有特色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徐慧玲
通讯员 陈思国

已近年底，走进陵水黎族自治县
光坡镇各村，可见大片的圣女果田
洋。在田边，在路旁，一个个红彤彤
的圣女果正在一家家收购站里被打
包，随后将被发往北上广等地。

新一轮圣女果采摘季已经开始。
以圣女果为主导产业的光坡休闲农业
小镇，去年圣女果产业产值为6.5亿
元。圣女果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
助光坡镇众多农户走上了致富路。

规模种植提升农民收入

“2009年以前，村民大多都住瓦
房，现在基本上都盖起了小楼房，许多
人还买了小汽车。”在光坡镇武山村，
村民陈振帅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村里种
植圣女果后的变化。尽管上个采摘季
行情不理想，但他还是挣了7万元。

据村民介绍，光坡镇种植圣女果
的历史已有20年，但规模壮大是近10
年的事。种植户杨富辉在2007年开
始种圣女果。2008年，我省开始试点
农信社小额信贷。2009年陵水推行
小额信贷首年，杨富辉勇敢“吃螃蟹”，
向农信社贷款，扩大种植规模。

他向海南日报记者介绍，陵水圣
女果效益好，还贷款不是问题，许多村
民和他一样，年年贷，年年还，种植规
模不断扩大。此外，陵水还将圣女果
种植纳入农业保险保障范围，保险费
用的八成可以享受政府的财政补贴，
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

11年来，杨富辉的种植规模从几
亩扩大到20亩，自建冷库并开展收购业
务的他，在2016年采摘季，赚了30万
元。武山村党支部书记李金养透露，武
山村的种植规模已经从2012年的6000

亩增长到如今的1万亩。
武山村是光坡镇发展圣女果产

业的一个缩影。一组数据可以说明
产业之兴盛：光坡全镇耕地 2.6 万
亩，每年圣女果种植面积就 2.5 万
亩，占全县种植量的三分之一。规模
生产带来集聚效应，采摘季期间，光
坡镇有300余家圣女果收购点，约
2000 名内地客商前来收购，陵水
80%以上的圣女果都在光坡镇销售
批发，日均交易量约为300吨。“光坡
镇已经成为了陵水圣女果的集散
地。”光坡镇党委书记龙靖说。

标准化品牌化促市场认可

11月27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武
山村一家圣女果收购点看到，许多工
人正对圣女果进行打包。省外收购
商谢强已在武山村收购数年，他表
示，陵水圣女果在全国各地圣女果中
是品质最好、市场认可度最高的。

这种市场认可，与陵水推进圣女
果标准化种植、进行品牌化打造有关。

陵水农委主任高晓飞说，过去，受
传统种植观念影响，部分农户滥用化
肥农药，致使土壤遭到破坏。长期下
来，将会影响果苗的存活率和鲜果的
口感。近年来，陵水通过免费给农户
发放有机肥、组织农业专家对农户进
行种植技术培训、设立技术服务站等，
引导农户进行标准化生产和采摘。

“我们采取了‘七个统一’的做
法：统一领导、统一技术指导培训、统
一种苗、统一购买和发放农资、统一
收购、统一溯源、统一一把金融钥
匙。”高晓飞介绍。

在圣女果标准化示范基地的基础
上，去年光坡镇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
1.6万亩。此外，陵水还积极研究圣女
果良种良苗，促进产品提质增收。

加强品牌建设，是光坡镇乃至陵
水圣女果收获市场成功的主要原因
之一。2016年，“陵水圣女果”获原
国家质监总局“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认证。近日，陵水圣女果顺利通过更
具市场含金量的农业农村部地理标
志产品专家评审。

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在光坡镇，有不少人做起了圣女
果苗的生意。武山村村民陈江飞就
是其中一位。去年，他卖圣女果苗赚
了7万元。今年他培育了10亩果
苗，共20万株，每株成本为0.5元，售
价1.2元至 1.5元之间。截至10月
初，他今年已有约8万元收入。“光坡
镇的圣女果名气大，周边市县的农户
都会过来买苗。”陈江飞说。

延伸圣女果产业链，成为村民致
富的另一块敲门砖。在谢强的收购
点，不仅是武山村的村民，椰林镇等

外地村民也过来打工。他们的日收
入在200元至300元之间。在整个
圣女果种植销售期间，生产、储存、销
售、运输等环节约吸纳2万多人次外
来人员到光坡镇务工。

从2015年起，陵水每年都举办陵
水（光坡）圣女果采摘季暨乡村休闲游
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开展采摘游活动，
促进农旅融合，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该镇大艾园村是采摘季骑行驿
站节点，活动期间投放了百余辆自行
车吸引了众多游客。村民还在村文化
大舞台旁架起小摊铺，增加收入。

在武山村、妙景村等地的圣女果
田洋间，一条穿过多个自然村及圣女
果田，投资1400万元、总长14公里
的骑行观光绿道已经建成。

龙靖表示，在未来规划中，光坡
休闲农业小镇将以圣女果产业为支
撑，发展田园综合体和共享农庄等，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本报椰林11月29日电）

光坡休闲农业小镇把主导产业做大

一颗圣女果 富了一个镇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黄艳艳

从基建改造到产业升
级，从种植圣女果到发展游
艇业，从追求数量到谋求质
量，近年来，陵水黎族自治
县以各地资源禀赋为依托，
以发展特色产业为核心，积
极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
村”建设，以此推动新一轮
城乡发展，获取经济转型升
级新动能。

2017 年至 2019 年，陵水将完
成37个省定美丽乡村建设任务，目
前已经基本建设完成一批。有7个
乡村获评海南省星级美丽乡村，包
括获评五星级的文罗镇坡村，本号
镇大里地区小妹村、什坡村。此外，
小妹村、什坡村还获评“全国美丽宜
居示范村庄”，坡村获评“中国美丽
休闲乡村”。

陵水住建局副局长全克江说，
陵水当前美丽乡村建设以政府投
资为主，且多集中于基础设施提升

方面，当地期望引入社会资本，带
动产业开发，并提升运营管理水
平，尤其是旅游产业，要提升开发
的广度、深度。

由于自然风光独特及政府大力
投入改善基础设施并加强宣传，大里
如今拥有农家乐、民宿、黎族工艺品
展销等旅游服务项目，迎来不少游
客。在引入社会资本的思路下，如今
有数家知名企业正与大里洽谈合作，
将开发出更多旅游项目。

不久前，雅居乐集团宣布将在英

州镇岗山村打造其在海南的首个美
丽乡村项目，预计投入不少于4亿
元。雅居乐集团将依托村庄资源以
及背靠清水湾旅游度假区的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及观光旅游、
旅游服务，打造集休闲、观光、体验为
一体的美丽乡村。

发展旅游并非唯一路子。美丽
乡村英州镇走所村，在旅游规划之
外，还发展起花卉种植、猪肚菇种植
产业。而坡村，在发展旅游产业外，
近日也尝试由村办企业成立吸纳普

通村民和贫困户组成的造林队，承揽
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等业务，拓宽增
收渠道。

为促进乡村振兴，陵水还作了很
多探索。近两年，陵水发展庭院经济
取得良好成效，陵水近日出台新的庭
院经济发展计划，除继续扩大规模
外，更加注重提升效益。此外，本号
镇所有村庄均成立村集体企业，多地
开设电商扶贫站点等，这些均是有益
的探索。

（本报椰林11月29日电）

特色小镇 游艇产业将成新亮点

美丽乡村 持续探索发展新路径

岗山村

以田园生活为核心建设美丽乡村

打造特色休闲度假区
本报椰林11月 29日电 （记者苏庆明

通讯员陈思国）今年8月，雅居乐集团宣布将
在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岗山村打造其在海
南的首个美丽乡村项目，预计投入不少于4
亿元。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了解到，雅居乐集
团将把岗山村融入清水湾旅游产业大局中，
将岗山村打造成为田园综合体和特色休闲度
假区。

岗山村位于英州镇的东南部，地处清
水湾片区内。据了解，雅居乐将结合当地
特色环境，发挥企业优势，与岗山村全体村
民共建共享，切实做到改善人居环境，完善
医疗、交通、娱乐等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
会，让村民享受富裕殷实的美好生活，力争
把岗山村打造成为全国产业扶贫的样板和
名片。

雅居乐还将把岗山村融入到清水湾旅游
产业中一体化开发，因地制宜，以田园生活为
核心，营造现代热带生态田园景观，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果蔬加工业和服务业，并结合田园
风光、果林种植、村寨黎族文化三大旅游特色
打造特色休闲度假区，以及集现代农业、休闲
旅游、田园社区、文化传承、生态保护等为一
体的田园综合体。

“通过全面提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
施，完善配套功能，实现‘三生’（生产、生活、
生态）、‘三产’（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有
机结合与关联共生，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雅居乐岗山村项目有关负责
人表示。

陵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说，陵水将把岗
山村项目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好做好，
鼓励村民利用自有住宅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服务业，或与企业合作经营民宿、餐饮等
乡村旅游产业，共享经营收益。

走所村

建设美丽乡村后谋划产业发展

“颜值”“内涵”都要
■ 本报记者 苏庆明 通讯员 陈思国

“包括走所村在内，田仔村猪肚菇刚上市
不久，已经有3.6万元的销售额，供不应求！”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
镇田仔村走所村民小组，田仔村驻村第一书
记钟庚兑兴奋地说。

走所村出名，源于“颜值”高。走进这里，
仿佛步入大花园，三角梅等花木点缀其中，一
条条石板路从花树中穿过，亭台散布，移步皆
景。在绿树掩映下，一座座民居造型典雅，融
合了江南风格和黎族特色。

“全村63户人，有48户属于危房改造
户，你可以想想原来走所村是个什么样子。”
钟庚兑说，两年前，走所还是个又脏又穷的
村庄。

“田仔村原是扶贫整村推进村，去年6月
起打造美丽乡村。”钟庚兑介绍，走所村从中
受益，村里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全面改造。

建设美丽乡村过程中，走所村一起步
就瞄着高标准，重新整合了土地、扩宽村
道、建村民广场，同时进行立面改造，雕琢
绿化景观，还建起了湿地公园。走所村人
居环境获得村内外一致赞誉。“你看，所有
污水都进管网，所有电线全部入地，这在陵
水农村是罕见的。”钟庚兑自豪地说。村民
黄亚其也感叹：“在村里住几十年了，这两
年村子变化最大！”

有了高“颜值”，走所村也一直谋划发展
最看重“颜值”的旅游产业。今年3月底，英
州镇芒果采摘季乡村游活动就把分会场设在
这里，活动期间游客挤爆农家乐。

但打造旅游乡村，非一日之功。在平时，
走所村很难迎来游客。要增强产业“内涵”，
还得多条腿走路。

除了一直以来都种的芒果外，今年，走所
村与一家企业合作打造花海。贫困村民胡亚
梅把半亩地租给企业，每年获得1000元的租
金和500元的固定分红。在给企业帮工时，
她每天还能得到150元工资。

今年8月，包括走所村在内，田仔村瞄
准市场需求，种起猪肚菇。这是菌类新品
种，口感有竹笋般的清爽，又有猪肚般的滑
脆。目前田仔村种植了2万株猪肚菇，销售
额累计3.6万元。此外，田仔村还种了20亩
圣女果。

如何把产业做大做强，是钟庚兑当前思
考的重点。他说，由于猪肚菇供不应求，下一
步整个田仔村将扩大种植规模。另外，要想
方设法提高花海收成率及市场效益。目前，
走所村大部分农户家的光伏发电站都已并
网，预期每户每年可获得3000元至3500元
的“阳光”收入。

旅游业依然是下一步产业发展的重点。
“走所村美丽乡村建设正在制定二期规划，我
们将研究推出一批可行性较高的旅游项目。”
钟庚兑说。

（本报椰林11月29日电）

依托雅居乐清水湾游艇会打
造的清水湾国际游艇小镇，将是
未来陵水旅游经济的亮点。图为
清水湾游艇码头。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近日，在陵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武山村圣女果收购点，工人们正忙着给
新鲜采摘的圣女果打包。 本报记者 武威 通讯员 陈思国 摄

俯瞰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海风小镇。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