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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动态

在澄迈，返乡回家创业的王和山
并不孤独。今年38岁的林勇，曾在
深圳当程序员。2013年回到澄迈老
家之后，就一直在从事电商行业。
2017年，他在澄迈互联网产业园租
下400多平方米场地用于打包农产
品，每天往全国各地发送10多吨各
类农产品。

如今，通过电商渠道销售农产品

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道风景线。近3
年来，数千名当地青年加入到电商队
伍。他们通过各类电商平台，将种植
在澄迈田间地头的地瓜、荔枝、蜜柚、
莲雾等数十种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
甚至是海外。

这要得益于澄迈县“互联网+”
消费生态体系的建设。从2015年开
始，澄迈县先后投入2000多万元，引

进神州买卖提（北京）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海岛火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等
企业参与该县农村电商综合示范项
目承建工作。

据了解，目前澄迈全县共建成
并运营 1个县级运营服务中心，1
个县电商公共服务集配仓储中心，
1个镇级运营服务中心，1个互联
网小镇，带动256个村级电商服务

站发展，村级电商网点覆盖率达
100%（不含社区），贫困村覆盖率
达 100%，基本构建了县镇村三级
电商发展体系。

“只要有农产品的地方，就有电
商的身影。”澄迈县商务局局长廖忠
兰称，仅2018年1月至8月，该县富
硒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约13亿元。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

得益于澄迈“互联网+”消费生态体系建设

农户玩转“粉丝”经济卖火土特产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宋祥达

澄迈县加乐镇加乐村村
民，67岁的王爱连做梦也没
有想到，手磨黑豆腐也能做
成年产值 40 万元的产业。
不仅如此，黑豆腐产业还带
动了加乐村其他农产品的销
售，增加了村民的增收途径。

加乐村黑豆腐产业的发
展离不开农村电商的支持。
2015年，澄迈县大力实施电
子商务进农村的工作。为建
设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澄迈县采取政府主
导，引入企业承建等措施，3
年间前后投入2000多万元，
基本健全了全县电子商务服
务体系。据悉，该县农产品
去年前8个月，线上销售额
超13亿元。

3月 2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
迈县金江镇出发，驱车20多公里来
到了加乐村。在一家名为“村里巴
巴”的农家乐庄园内，王爱连正和四
五名妇女忙着制作黑豆腐。

加乐村盛产黑豆，当地有红白
喜事时做黑豆腐的传统，每年年底
家家户户也要做黑豆腐，招待春节
期间的亲朋好友。正是这种传统，
村里很多妇女都会制作黑豆腐，王

爱连制作黑豆腐的技术在村里更是
无人不晓。

2015年，澄迈电商开始兴起。
王爱连的儿子王和山从外地辞职回
到老家，看到母亲做的黑豆腐受村
民欢迎，决定通过线上销售的方式
开拓市场。“一开始，我只是在微信
群里用接龙下单的方式，尝试着将
黑豆腐卖给自己的朋友。”王和山
说，加乐村种植的黑豆是海南知名

土特产，加上母亲制作的黑豆腐口
感不错，“收获了一大票粉丝”，黑豆
腐每天的销量“嗖嗖”地往上涨。

经过一年的发展，加乐村黑豆
腐的销量由之前不足100斤/天，增
至近500斤/天。在2016年春节前
后，每天都可以卖出2000多斤。“到
2016年，澄迈各种农产品通过电商
销售，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王和
山说，他家也是从2016年开始，经常

有电商主播上门，直播他们制作黑
豆腐的过程，并现场试吃。

电商的加入支持，让王和山的
黑豆腐市场越来越大，也带动了加
乐村其他的农产品销售，比如村民
自养的猪牛羊，村民种植的水果、
黑豆……如今，王和山家的黑豆腐
远销岛内外，年收入超40万元，该
村各类农产品每年通过电商销售
额超百万元。

黑豆腐“飞出”小村庄

“有农产品的地方就有电商”

■ 本报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 宋祥达

“电商太威武了，我们的桥头地
瓜都成网红了。”3月19日，在澄迈县
桥头镇沙土村，桥头地瓜服务中心负
责人王文克高兴地说。从2014年
起，桥头地瓜搭上电商销售这趟“列
车”，很快就从到处托人买，逆袭成人
人追着买的“网红”地瓜了。

一个村千余家地瓜网店

3月19日上午，海南日报记者
在沙土村看到，村道两侧都是新修
的居民住宅，家家户户都在忙碌地
卸装地瓜、打包地瓜。这些居民住
宅前，总能看到一块写有“桥头地瓜
全国发售”的牌子。

随后，海南日报记者在手机淘
宝网搜索栏输入“桥头地瓜”4个字，
粗略地计算下，至少有1000多家网
店，销量最多的店铺一个月就销售

了近万单。
“今年桥头地瓜一共种植了2.8

万亩，每亩的产量在2000斤左右，
但还是不够卖。”桥头地瓜产业协
会秘书长杨英春最近有点烦，因为
桥头地瓜供不应求，甚至被其他地
区地瓜商“傍上”了，“他们晚上偷
偷地拉地瓜到桥头镇，打包后发售
到全国各地。”

杨英春清楚地记得，2011年，桥
头镇全镇地瓜种植面积仅有3000多
亩，总产量仅是现在的十分之一。为
了销售桥头地瓜，杨英春和王文克想
尽了办法，经常到全国各地联系客商
来订购。2014年，沙土村一些年轻
人开始通过网店销售地瓜，电商也逐
渐从种植户手中收购桥头地瓜。这
一年，桥头地瓜种植面积达到1.6万
亩，被收购商抢购一空。

村民闲暇玩手机卖地瓜

此后，借助电商的便捷，桥头

地瓜的销售一路“高歌猛进”。
2015 年，桥头镇地瓜种植面积继
续扩大，种植总面积达到了2.1万
亩。村民除了挖地瓜、打包地瓜
外，空闲时间就“玩”手机，通过
网店、微信群将桥头地瓜销往全
国各地。

地瓜销量不愁了，2016年，王文
克又有了新的烦恼。这一年桥头地
瓜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5万亩，但
是产量仍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商
需求，王克文和种植户们开始物色
适合种植桥头地瓜的土地。

王文克说，电商除了极大地拓
宽了桥头地瓜销售渠道，也提升了
桥头地瓜的美誉度。网络聚合效
应，很快就让桥头地瓜成为“网
红”，让全国人都知晓桥头地瓜，产
品甚至远销到海外。

如今，只要到了周末，沙土村的
村道总会堵车，地瓜田洋里到处是
从岛内外来体验挖地瓜的游客。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

澄迈桥头地瓜依托电商提升销量，扩大知名度

手机变身“新农具”地瓜逆袭成网红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记者张
期望 见习记者林曦 通讯员宋祥达）
3月21日上午，澄迈农业互联网产业
园内满是卡车发动机声，一辆辆满载
凤梨的中型卡车陆续驶离。“昨晚一
共装车6万斤，太累了。”忙碌了一晚
上，凤梨种植户林勇准备回家睡觉。

“5年的时间，澄迈凤梨种植面积
增长了近10倍，电商功不可没。”3
月21日，澄迈县凤梨产业协会秘书
长王恒笑着说，2013年，澄迈全县

凤梨种植面积只有 6000 亩，今年
的种植面积达到了5万亩。种植面
积猛增，离不开澄迈当地和外地电
商们在销售过程中对凤梨知识的
普及和推广，为凤梨打开了市场，带
来了潜在消费群体。

“凤梨是菠萝的一种，但是与普
通的菠萝相比，口感、纤维量是不同
的。”王恒说，除了口感比普通的菠萝
甜，纤维量少之外，它一个重要特征
是削掉外皮后没有黑色的“内刺”。

但是，如果将凤梨和普通的菠萝摆放
在一起，一般人也很难区别。

如果依靠传统的销售模式，想要
让消费者完全了解凤梨和普通菠萝
的区别，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即使
你有大量的资金，到处做广告，也不
一定能够让消费者完全搞懂两者的
区别、并接受它。”王恒说，但是从
2014年开始，电商大量涌入澄迈之
后，这个难题得到破解。

“我们通过微信群、网店销售的时

候，经常会一对一、一对多地向客户和
消费者讲解两者的不同。”林勇说，通
过这种讲解，消费者很快就明白了两
者口感和纤维量的区别，试吃后才知
道自己之前吃的是普通菠萝，而不是
凤梨。更重要的是，网上有数以万计
电商在讲解，宣传推广效应可想而知。

正是经过电商们大量推广普及，
越来越多消费者了解了凤梨、接受凤
梨，尝过之后喜欢上凤梨。而购买品尝
过的消费者向周边朋友介绍，又让更多

人开始消费凤梨。“这是一种网络裂变
效应，只要产品质量好，一经触发，就会
带来无数的潜在消费者。”林勇说，消费
者增多，市场需求量增加了。

“2014年，我们增加了1万亩凤
梨的种植面积，随后种植面积每年都
在大量增加，即使今年种植5万亩，
市场上依旧供不应求。”王恒说，前几
年，凤梨小果0.2元/斤、0.3元/斤都
没人要，今年卖到两三元一斤，每天
都可以大量往岛外市场发货。

澄迈凤梨线上销售现“裂变效应”
种植面积5年增长近10倍

位于澄迈县金江镇的澄迈县电
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是该县推进
农村电商生态体系县级服务中心。
为建设好该县“互联网+”消费生态
体系，澄迈已经基本构建了县镇村
三级电商发展体系。

目前，该中心已经在澄迈县建
立村站161个，培训7000余人次，
开设地方电商线上商城，运营地方
特色产品42种，助力当地农产品通
过电商等销售平台发展壮大。

文/本报记者 张期望
图/本报记者 苏晓杰

澄迈打造电商服务中心
助力农产品线上销售

澄迈建100多个
“阳光村务”微信群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记者张期望 通讯员
方欣）3月2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纪委监
委获悉，为改变长期以来村务公开依靠一块小“黑
板”现状，自去年以来，该县以行政村为单位建立
了100多个“阳光村务”微信群，要求各镇挂点班
子成员、纪检监察干部等人必须入群，各个村的

“党务、村务和财务”（以下简称“三务”）和“集体资
源、资产和资金”（以下简称“三资”）情况须及时在
微信群内公布，并随时接受村民咨询。

该微信群入群人员以行政村为单位，各镇挂
点班子成员、纪检监察干部、民政助理、各财政所
负责人、村财站负责人和会计、各村（居）委会“三
委”干部、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必须入群，其他党
员和普通群众可自愿申请入群。每个“阳光村务”
微信群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及时在群中
发送关于“三务”公开、“三资”管理工作动态信息，
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收集群众反映的相关问题。
对于群众的合理诉求，镇村干部要及时给予回应，
认真做好答疑解惑。

澄迈专项查处问题辣条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记者张期望 见习记

者林曦 通讯员黄华师）今年3月份，媒体曝光了
河南开封市兰考县宁远食品有限公司等4个食品
生产企业生产的辣条产品涉嫌食品质量不合格问
题。近日，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专项检查
行动，全面排查辖区市场上销售的辣条。

此次专项检查行动，澄迈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共
出动执法人员84人次，在全县排查河南开封市兰考
县宁远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虾扯蛋”辣条、开封市
尉氏县欧飞辣条生产厂生产的“亲嘴牛筋”辣条、湖
南平江县钧力食品厂生产的“爱情王子”辣条、平江
县味泉食品公司生产的“黄金口味棒”辣条。

截至3月18日晚，执法人员共检查食品经
营单位255户，发现问题辣条经营户3户，下架
封存问题辣条（虾扯蛋）245袋（最小包装）。下
一步，澄迈县市监局将继续加大检查力度和覆盖
面，特别是校园周边的小卖部等地方，逐级溯
源，同时加大宣传力度，保持高压态势，保障该
县群众食品安全。

澄迈成功打掉
一涉恶高利贷犯罪团伙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记者张期望 见习记
者林曦 通讯员黄华师）近日，澄迈警方重拳出击
非法高利放贷领域，成功打掉一涉恶犯罪团伙，陆
续抓获王某等犯罪嫌疑人11人，连破敲诈勒索、
虚假诉讼、寻衅滋事、非法侵入住宅、强迫交易等
刑事案件10起，扣押房产7套、车辆3辆，缴获现
金、金银首饰一批，总估算价值约为500万元。

2018年11月，澄迈警方接到报案称以王某、
王小某为首的团伙从事非法放贷活动。接报后，
澄迈警方立即开展侦查，经近2个月的研判分析
和缜密侦查，在对多条线索进行梳理后，警方决定
将该团伙列为涉恶案件展开打击。

经查，自2010年起，该团伙利用“套路贷”从
事非法放贷活动，常以诱骗受害者签订债务合同
后，催款时通过暴力或软暴力的方式强迫受害者
签订高额欠条，虚增债务；又或是通过连环骗局恶
意垒高借款金额，在受害者无力偿还的情况下，通
过诱骗或胁迫，安排特定的关联人员与受害者签
订新的虚增债务合同“以贷还贷”，层层加码垒高
债台，逼迫受害者低价抵房或是卖房还债。

在受害人无力偿还债务时，该团伙又以恐吓
威胁、谩骂滋扰受害人及近亲属等暴力或软暴力
手段催讨债务，实施威胁恐吓、暴力殴打、敲诈勒
索、虚假诉讼、寻衅滋事、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行
为，以达到非法侵占受害人财物的目的，造成受害
人倾家荡产，甚至被逼离婚出逃。

2019年1月22日，专案组成功抓获王某在内
的5名犯罪嫌疑人。随后，经群众检举揭发和警
方的全力深挖，专案组陆续在1个多月内抓获该
犯罪团伙其他嫌疑人6名。

目前，该涉恶案件正在进一步深挖扩线中。

澄迈富硒果蔗丰收

蔗农求助电商找销路
本报金江3月21日电（记者张期望 见习记

者林曦）“我们村300亩果蔗丰收啦！等你们来帮
忙卖。”3月21日，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村民张太
进，通过一个微信公众号向电商们发出了邀请。

2016年，夏富村被澄迈列入扶贫开发整村
推进村，为了帮助该村村民致富，金江镇镇政府
在该村大力推行产业扶贫政策，鼓励该村村民
种植了300多亩富硒果蔗。今年，这300亩果
蔗实现亩产量2500根以上，亩产值近万元。如
果销量打开，可为该村40多户贫困户增收200
多万元。

澄迈县金江镇夏富村驻村工作队队长梁蓓介
绍，该村果蔗是从台湾引进的品种，口感极佳。种
植在夏富村的果蔗，不仅富硒，而且含有大量的
铁、钙、磷、锰、锌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其中铁
的含量特别多，每公斤达9毫克，居水果之首，素
有“补血果”的美称。

“如今，澄迈农村电商得到大力发展，我希望
电商们来到我们村，帮助当地村民脱贫致富。”梁
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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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月20日，澄迈县桥头镇澄迈表沙种植专业合作社农民，正在按等级分拣
电商订购的地瓜运往上海。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宋祥达 摄

澄迈聚焦·电商发展

规模化

品牌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