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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傅人意

炎炎夏日，海南街头巷尾的老爸
茶店和餐馆里，价格便宜的鹧鸪茶是
标配的消暑饮品。近年来，海南茶企
将其标准化深加工、产品升级和品牌
化打造后，鹧鸪茶身价已经上涨到几
百元一盒。

这两年，海南茶企尚南堂旗下的
鹧鸪茶产品从寻常百姓的茶杯，“飞
入”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成为宴请国内
外宾客的高级礼品。

“农产品的本质是口腔经济，如何
满足消费者越来越挑剔的口腔感知，
是我们企业家比农民更应先思考的问
题。”近日，在万宁市农业品牌推进座
谈会上，尚南堂总裁郗志强分享其如
何成功推动鹧鸪茶企业品牌化运作的
秘诀，引得在座的企业家频频称赞。

这是一片茶叶从舌尖到田间的思
考。郗志强认为，品牌化的打造，应该
是一场逆向经营思维风暴，其背后是
标准化生产的支撑、优质品质的打
造。“我们首先要考虑清楚如何将海南
独特的农产品优势、一流的生态优势
转化成产品优势和品牌的势能。从市
场的消费终端倒推产品的进化过程，
由企业负责思考消费者的舌尖感受，
帮助农民打理好田间种植，才能让农
产品从农贸市场走出去，走向国际市
场，卖出应有的价值。”

围绕“舌尖”做好农产品

鹧鸪茶是海南特产，有近几百年
的历史，海南独特的生态资源，造就了
鹧鸪茶的独特口感。

“我们经过前期的市场调研发现，

从口感上看，虽然海南人世代饮用鹧鸪
茶，但让更多游客真正喜欢上鹧鸪茶独
特的药香并不容易。”郗志强说，品牌要
有传播性和故事性，但最重要的是要始
终围绕消费者的“舌尖”做产品。

茶叶讲究三分工艺七分料。从
2014年开始，为了测试出符合更多消
费者喜欢的味道，郗志强将鹧鸪茶和
柠檬、罗汉果、枸杞等都做过测试结
合，但效果并不理想。2016年，他将
鹧鸪茶和小青柑做测试，经历28次尝
试配比，终于在产品口感度好、耐泡度
佳等方面获得市场认可。

实现分级采摘标准化生产

产品品质升级了，要想从“舌尖”上
满足消费者的口感需求，还需要从田间
抓标准化生产，实现加工等环节标准化。

位于万宁长丰镇的尚南堂万宁生
态鹧鸪茶加工厂门口，挂了一张示意
图：宽5厘米、长12厘米的叶子，去年收
购价为7元/斤。不同大小的叶子，收购
价格不同，低的有3元/斤，高的有9元/
斤，引导农民分级采茶、标准化采摘。

郗志强说：“我们从采摘、加工、运
营、销售开始做标准化，目前正在尝试
做栽培标准化。”

将产地优势转为产品优势

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饮所副
所长、研究员谭乐和介绍，鹧鸪茶以野
生茶为主，目前海南全省种植鹧鸪茶
的面积为1万亩-2万亩，种植规模
小，原材料不足，成为目前制约鹧鸪茶
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2000年左右，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对鹧鸪茶进行集约化栽培，亩产从原
来的400斤/亩提高至如今的1200斤/
亩左右。

2018年，海南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鹧鸪茶》发布，意味着鹧鸪茶产品
有了食品“身份”证明，也给产业发展
带来了曙光。

“鹧鸪茶产业可以填补特色茶市
场的空白，是茶叶市场的蓝海，只要假
以时日对市场进行培育，产业前景乐
观。”谭乐和说。

在海南，有不少特色农产品，但是
打响品牌的并不多。鹧鸪茶给海南农
产品的启示是——打造更好的农产品
要从消费者“舌尖”开始思考——我们
的产品要卖给谁？拿到哪里卖？有没
有竞争的品类？从而倒逼向田间地头
到加工的每个环节要标准化要品质。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

围绕特色做足文章

品牌化让海南鹧鸪茶走向大市场

扫黑除恶进行时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邓海
宁 通讯员尚善利）近日，海口市琼山
区人民法院在海口市红旗中学对一起
涉恶势力案件进行宣判，红旗镇干部
群众及学生1000余人旁听了宣判。

据了解，2013年1月，陈某等人从
匡某处受让琼山区一家石材加工厂，主
要经营石材的加工与销售。匡某告诉
陈某等人，林某庄、王某德和王某可以

帮忙处理征地等引起的纠纷，但每月必
须支付一定费用。因林某庄等3人在
当地有一定的影响力，所以陈某等人不
得不把向村民征地等问题交由林某庄
等3人处理，约定在征地时可以支付林
某庄等3人3000元/亩的报酬。另外，
林某庄等3人还要求陈某等人每月再
支付几万元的费用，如每个月不正常支
付费用，就会到石场打砸车辆，堵塞道

路，直接影响石场的正常经营。2013年
3月到2017年11月期间，陈某等人被
迫支付林某庄等3人共计234.9万元。

2017年12月，陈某等人将石场
转让给李某雄，但李某雄不想继续让
林某庄等3人为石场办事，且不愿再
每月支付4.2万元，李某雄担心林某
庄等3人对石场不利，在原石场负责
人陈某的劝说下，于2018年1月支付

4.2万元“平安费”给林某庄，之后便不
愿意再付款给林某庄等3人。林某庄
等3人多次想找李某雄当面索要费用
未果后，便向陈某、李某雄发信息进
行威胁，自 2018 年 1 月 28 日起至
2018年2月7日连续6次用车辆、石
头堵住通往石场的道路，直接阻拦进
出石场拉运石料的车辆，虽经当地公
安机关多次处理仍未善罢甘休，林某

庄等3人已逐步形成恶势力团伙。
法院根据上述事实，认定林某庄、

王某德和王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
威胁的方法长期勒索他人财物239.1
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
勒索罪，是恶势力犯罪团伙，应依法惩
处，遂依法判处3名被告人15年有期
徒刑，处30万元到40万元不等罚金，
并追缴3名被告人违法所得。

海口琼山区法院公开宣判一起涉恶案

多次敲诈勒索 3名被告均获刑15年

海口启动餐厨废弃物
专项整治联合行动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计思佳）为保障
食品卫生安全，严厉打击非法收运处置餐厨废弃
物行为，杜绝“潲水猪、地沟油”，4月20日上午，
海口市政府召开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该市餐厨
废弃物专项整治联合行动，对不签约、不配合、非
法收集处置餐厨废弃物的餐饮单位和个人的违法
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实行顶格处罚。

根据部署，未来3个月，海口市政、园林环卫、
市场监督等部门和各区政府将开展联合执法行
动。今后也将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对非法收集处置
餐厨废弃物的违法行为实行严管重罚。同时，针对
媒体所反映的情况举一反三，各有关部门认真查
摆，找准问题，建立问题台账，对症施策，不断完善
监管机制和联动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该市还将通过媒体传播相关科普知识，引导
社会群众和餐饮经营者正确认识使用餐厨废弃物
饲养“潲水猪”和提炼“地沟油”对人们身体健康、
社会环境带来的巨大危害，积极举报非法收运处
置餐厨废弃物行为，配合政府部门做好餐厨废弃
物收运处置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同时了解到，为应对餐厨废弃
物日益增长，目前海口市园林环卫局正在筹划新
的餐厨废弃物处理项目。

海南公务员考试开考
这些骗局你要小心！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良子 通讯员张
淑贤）海南公务员考试于4月20日开考。据调
查，往往考试期间，都是不法分子实施诈骗高峰
期。为此，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发布特别
提醒，谨防公务员考试诈骗。

28岁的王先生日前收到一条短信，内容提示
可以提供公务员考试的试题。王先生通过QQ与
对方联系，先后向对方的银行账户转入7000元的
试题费和5000元解密费，王先生事后发现收到的
试题均是往年的试题，才意识到被骗了。

据省反诈中心综合分析，公务员考试诈骗概
括起来有3类。一是不法分子设立低质量山寨公
务员报考网站，以所谓的“预报名”、干部调配录用
等为诱饵，对考生实施诈骗；或是打着官网的名义，
在这些山寨网站上推销经过简单“加工”而成的山
寨版公务员考试专业书籍，从而骗取钱财。二是查
分短信诈骗。在考试结束后，不法分子会发送含内
置钓鱼链接的查分短信，引诱考生点击链接达到获
取个人信息并实施诈骗的目的。三是以认识招录
单位人事部负责人，可以走后门为诱饵，或以承诺
帮忙调整工作内容或工作城市，给予提拔和调动为
由，通过收取“疏通费用”方式实施诈骗。

海南省反诈中心提醒：公务员考试的试题及
答案属国家机密，如人为泄密，则无论买卖方都将
触犯刑律，且查实以购买试题等方式作弊者，将给
予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等处理。希望广大考生诚
信考试，不听信、不传播所谓的“提供公务员考试
真题，零风险包过”的谎言。

海口“椰青杯”
青年足球赛开踢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年海口市“椰青
杯”青年足球赛暨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选拔赛20
日在海口世纪公园足球场继续举行。

本次比赛共有16支球队参加，比赛采用分组
循环和淘汰制两个阶段。4个小组的前两名进入
交叉淘汰赛。

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最佳球员奖和最佳
守门员奖。获得冠亚军的两支队伍将代表海口市
参加海南省青少年足球赛男子市县组预选赛。

本次比赛由共青团海口市委员会主办，海南
第二春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承办。

国际乒联青少年公开赛比利时站收拍

海南球手林诗栋
夺2金1银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9国际乒联青少年
公开赛比利时站20日收拍。海南乒乓球运动员
林诗栋代表中国队参赛，夺得U15男子团体和男
子双打冠军。在男单决赛中，林诗栋2：3不敌队
友陈垣宇，获得亚军。

在男团首场比赛，中国队3：2险胜中国台北2
队，取得开门红。随后U15中国男队先后战胜了英
格兰队、德国队、中国台北1队和捷克队，夺得冠军。

在男双比赛中，林诗栋和陈垣宇搭档，5场比
赛均以3：0战胜对手，摘得金牌。林诗栋在男子
单打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与搭档陈垣宇会师决
赛，林诗栋在决赛以9：11先失一局的情况下，分
别以11：8、11：6连拿两局。此后对手连胜两局
反超。最终，林诗栋2：3不敌陈垣宇，获得亚军。

今年14岁的林诗栋是儋州人，2015年4月1
日正式入选海南省乒乓球队。2018年，林诗栋开
始在大赛上崭露锋芒。去年4月份林诗栋获得了
2018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U13组）暨全国少年
乒乓球比赛（南方赛区）男单冠军，成为夺得该项
赛事冠军的海南第一人，并获得了国家队教练组
的认可，随后两次代表国家队出征国际比赛。在
9月份结束的2018年国际乒联青少年巡回赛克
罗地亚站比赛中，林诗栋夺得U15男团冠军、U15
男单亚军以及U15男双季军。11月份的2018国
际乒联匈牙利青少年公开赛（高级站）中，林诗栋
收获1金1铜。此外，林诗栋还包揽了海南省第
五届运动会乒乓球比赛的少年组男子团体、乙组
男子双打、乙组男子单打3枚金牌。

本报文城4月20日电 （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云明慧）日前，文昌
市法院对3起涉恶势力案件的13
名被告人进行公开宣判，依法惩处
了以被告人云某某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和以被告人陈某某、丘某
某为首的2个恶势力犯罪团伙。

在被告人陈某某为首的恶势
力犯罪团伙案件中，在公共场所随
意殴打他人，致两人轻伤二级，一
人轻微伤，任意毁坏他人财物，造
成直接损失价值人民币3751元。
在被告人丘某某为首的恶势力犯
罪团伙案件中，致3人轻伤二级、3
人轻微伤，以及任意损毁他人财物
价值3751元。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非法持有
枪支罪数罪并罚，决定判处被告人
陈某某有期徒刑7年；被告人丘某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其余被告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至4
年8个月不等刑期。

以被告人云某某为首的恶势力
犯罪集团，在文昌市冯坡镇一带，进
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等刑事犯罪
活动。被告人云某某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17年6个月，并处罚金3
万元，被告人叶某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13年，并处罚金3万元。

文昌法院公开宣判
3起恶势力案件
13人获刑

本报洋浦4月20日电（记者林
晓君 通讯员符琳 范煜）近日，洋浦
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王某
飞等39人涉恶势力犯罪团伙系列
案。该案是洋浦开展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以来，首例涉恶势力案件。案件
涉案人数多，聚众斗殴、寻衅滋事规
模大，社会影响恶劣。

2017年4月14日凌晨2时许，
被告人王某飞与被告人王某尧等人

在洋浦呀诺哒酒吧饮酒。因到酒吧
关门时间，工作人员打开灯光，停止
播放音乐。为发泄不满情绪，王某飞
等人在酒吧内抛砸啤酒瓶，造成酒吧
大显示屏幕部分损毁，并与前来制止
劝阻的人员发生肢体冲突。经价格
鉴定，被损液晶拼接屏价值人民币约
1.1万元。

2018年1月14日凌晨，洋浦西
浦村的王某飞和王某保等人与洋

浦南方村的李某国等人在洋浦苏
荷酒吧娱乐时产生矛盾，双方结
怨。同年1月20日凌晨，被告人王
某飞、王某保等人纠集西浦村数十
名青年与李某威等南方村青年持
械在洋浦凯森物流公司附近进行
斗殴。在撤离过程中，对小轿车和
电动车进行砍砸、烧毁，造成人员
受伤和财产损失。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某飞等

人，持械参与聚众斗殴，任意损毁公
私财物，造成人员受伤，破坏社会秩
序，情节严重，触犯了聚众斗殴罪、寻
衅滋事罪。另同案被告人王某还犯
有电信网络诈骗等罪行。庭审期间，
控辩双方围绕指控事实和证据进行
了充分质证、辩论，并对情节认定、法
律适用及量刑等发表了意见，各被告
人分别做了最后陈述。鉴于涉案人
数较多，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寻衅滋事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

洋浦法院公开审理今年首例涉恶势力案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金
昌波）海南日报记者从省检察院获
悉，近日，由省检察院第二分院依法
提起公诉的符建荣等19名被告人涉
黑案，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全面审
理，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一审判决中，被告人符建荣被判
处有期徒刑23年；其他18名被告人
分别被判处19年至2年6个月不等
的有期徒刑。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
告知了符建荣等19名被告人享有的
诉讼权利，并依法讯问了各被告人。
检察机关起诉书指控：以符建荣为首
的涉黑团伙在2014年至2017年间，
在临高县加来地区持手枪、火药枪、
砍刀、斧头等作案工具，多次蒙面实
施违法犯罪，造成1人死亡、3人轻伤
和1人轻微伤的严重后果。该团伙
称霸一方，严重影响了临高县加来地

区群众生活，对经营纸箱、槟榔销售
的商户人身、财产等合法利益造成严
重侵害，严重干扰、破坏了加来地区
的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2018年12月23日，省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
人符建荣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
织罪、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开设
赌场罪、敲诈勒索罪、故意毁坏财物
罪等6项罪名，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有期徒刑23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谢志豪等
其他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2年6
个月至19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剥夺政治权利、罚金等附加刑。一审
宣判后，符建荣、谢志豪等12名被告
人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2019年3月20日，省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
二审判决。

临高符建荣等19人涉黑案二审

省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报海口4月20日讯（记者
郭畅）4月20日上午，2019年海南
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南
国宝宝“亲情节”在海南国际会展
中心启幕。此次展会设有母婴商
品区、综合服务区、游乐体验区，汇
聚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母婴好货，现
场360度全景展示了母婴生态链，
展览类别涵盖母婴用品、月子会
所、儿童摄影机构、少儿培训、家政
服务等，活动将持续到4月22日。

同时，活动还为观众献上十余
场精彩主题活动：南国宝宝大赛、
亲情大闯关、合生元星妈盛典、蒙
蒙摩米潮童风尚盛典、飞来大奖锦

“镖”赛等。
本届展会由海南日报报业集

团、南国宝宝母婴用品公司、智海王
潮传播集团联合主办，合生元冠名
赞助，海口市会展局支持。

首届南国宝宝亲情节
掀消费热潮

➡ 4月20日，2019年海南国
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暨首届南国宝
宝“亲情节”启幕。图为海南嗨骑
士儿童平衡车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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