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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
笑非 通讯员李德乾）又到芒果成熟的
季节。本周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全域
全季四大主题旅游活动之一的“夏品
芒果香”系列旅游活动启动，届时骑
行、采摘、芒果拍卖、自驾旅行等精彩

活动将接踵而至，为夏日的山海黎乡
增添一份芒果的香气。

此次活动，昌江还注重挖掘黎族
苗族文化内涵，大力推动乡村旅游发
展，同时探索一条“以旅助农、农旅相
融”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真正实现“旅

游+农业”协同发展，让乡村变美、让
农户增收。

因此在活动设计方面，昌江坚持农
业与旅游产业相互协调结合，围绕“山
海黎乡大花园”的整体旅游形象，整合
挖掘独特优势资源，促进农业资源转化

为旅游资源，打造出农业与旅游业相互
协调、共同促进发展的新路子。

同时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相
结合，由政府在组织推介、公共服务保
障等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并提供良好的
活动平台。再借助市场运作积极培育

开拓芒果采摘体验乡村旅游市场，建立
起以岛内居民为主、吸引岛外游客为突
破口到昌江观光体验的发展路子。

此次“夏品芒果香”系列活动将一
直持续到6月底，届时精彩活动轮番
上演。

“夏品芒果香”系列活动本周日启动

周末去哪逛？昌江摘芒果

昌江快讯

棋子湾高铁站班次
每天增至28趟次
班次跃升西部市县第一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李德乾）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昌江黎族自治
县交通部门获悉，从本月中旬起，棋子湾高铁
站再次迎来了新一轮调增高铁班次，目前已经
每天增至28趟次，班次跃升西部市县第一，将
为昌江“四季旅游”“全域旅游”提供有力的
交通保障。

海南日报记者在棋子湾高铁站看到，乘客络
绎不绝，进站、出站的乘客都在班车等候区耐心等
待，用不了多久便会发车。石碌市民刘先生说，目
前环岛高铁所有班次都在棋子湾站停靠，如今每
次下高铁都有班车坐回家，相比此前坐出租车已
经便宜了很多。

据了解，昌江高度重视棋子湾高铁站运
营情况，通过与海南高铁公司对接协商达成共
识，促成棋子湾高铁站多次调增班次。昌江县
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棋子湾高铁
站公交车已经实现对 28 个高铁班次旅客接
驳的无缝对接，基本覆盖石碌城区及周边各
乡镇。

昌江举办科技活动月活动
“科普”赶大集
惠民零距离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
员钟玉莹）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正式开启了第
十五届科技活动月暨科普大集活动，通过充分展
示本地农业、互联网等领域的科技创新成果，调
动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人士投身建设科技强
国的积极性，同时让科技改革发展成果广泛惠及
群众。

昌江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全县各部
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创新活动形式、充实活动内
容，把科技活动月办出新意，努力掀起一轮爱科
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

据介绍，本届科技活动月为5月 1日至 31
日，以“科技强国 科普惠民”为主题，接下来
还将在全县范围内开展系列科普活动，宣传
近年来我省及昌江的科技创新成果，以及防
灾减灾、低碳节能等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
科普知识，引导社会公众关注和支持科技创
新，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此外进一步
提高广大群众的科技意识和科学素养，为建设
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营造良好的科技创
新氛围。

昌江与吉利科技集团将开展
飞行汽车等项目合作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李德乾 陈家漠）5月14日，吉利科技集团首席执
行官徐志豪一行来到昌江黎族自治县，与昌江相
关负责人及部门就飞行汽车、特色小镇、田园综合
体、海洋牧场等项目的相关合作事宜开展了洽谈，
共同加快推进项目落地。

洽谈会上，徐志豪详细介绍了吉利集团和吉
利科技集团计划在昌江投资飞行汽车、特色小镇、
田园综合体、海洋牧场等项目的初步设想，同时和
相关单位负责人针对项目在落地中将遇到的问题
和困难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并提出了加快项
目落地的意见建议。

昌江县委相关负责人说，一流的资源要留给
一流的企业、一流的项目，昌江将全力支持吉利集
团前来投资兴业，同时也希望吉利集团抓住海南
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发展的新机遇，对标海南自贸
区自贸港建设的新要求，对项目进行高水平规划、
高标准建设。该负责人表示，昌江将成立由县领
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组成的协调组，加强与吉利集
团的协调对接，并提供优质服务，尽快推进项目落
地见效。

昌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积极调研破难题
合力攻坚推项目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记者刘笑非 通讯员
杨耀科）近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开展了对叉河、石
碌等乡镇的新开工签约重点项目进展情况的调研
活动，旨在了解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问
题，并召开座谈会听取情况汇报、合理解决项目推
进中的问题。

在环保型脱蛋白恒粘度天然橡胶产业化项
目、海南矿业固废生产5万立方米水泥异件构
件和10万立方米烧结保温切块项目及昌江核
电输水管线切改工程等项目施工现场，昌江县
政府相关负责人听取了各项目的情况介绍，在
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及推进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后，组织县内各相关部门召开座谈会，共同
研究解决方案。

针对企业提出的苦难，昌江相关职能单位
将做好跟踪督办，及时反馈项目进度，同时转
变工作作风、扛起责任担当，把资金用在刀刃
上，确保保障项目顺利推进。而面对即将启动
的征地工作，昌江也要求对已经完成征地搬迁
安置工作任务的，需做好村民思想工作，同时
在限期完成搬迁工作，加快项目进度，确保项
目稳步推进。

近日，在昌江县县
城的街头，一簇簇的三
角梅开得正艳，成为昌
江夏季的一道风景线。

本报记者 陈元才
通讯员 李德乾 摄

就在李兴全汲取农业“营养”的
同时，和丰农业的相关人员也在会议
室里认真“听讲”。来自宝岛台湾的
农业专家吴记，正在畅谈着百香果的
种植经。

“近两年，在果蔬市场总体比较
乏力的大环境下，百香果却是逆势
上扬，价格越卖越好。”周平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虽然目前和丰农业的
圣女果种植亩产能达到2500斤，但

受限于种植技术，无法再进一步，但
台湾成熟的百香果种植不但亩产能
达到 3000 斤，果质也十分优秀，因
此和丰农业主动联系上已有合作意
向的台商，共同探索优质百香果种
苗的开发。

“在昌江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
百香果种植，且设施也已非常完善，
缺的就是技术、品种。”吴记说，目前
昌江的百香果种植还在探索中，品

种主要以黄金百香果为主，口感较
台农、满天星等品种较次，市场竞争
力也较低，要先把产业做大，首先要
确定品种。

此次选择与台商合作，和丰农
业也看中了台湾已经成熟的百香果
产业发展经验。“不仅是种植、育苗
与鲜果上市，百香果作为目前市场
上火热的加工水果，形成完整产业
链进行加工上市也值得尝试。”在吴

记看来，依托和丰农业的辐射带动
作用和影响力，在此次技术引进签
约后，他看好昌江形成新的特色农
业产业。

当一回“老师”，做一次“学生”，
和丰农业在两种角色间的自由切换，
给昌江带来的品牌特色农业发展的
新活力，也为当地农户带来了增收的
新渠道。

（本报石碌5月16日电）

昌江和丰农业输出圣女果种植技术，同时引进台湾技术培育百香果产业

当一回“老师”，做一次“学生”
■ 本报记者 刘笑非

通讯员 杨耀科

李兴全一行前来，并非毫无准
备。此前，和丰农业便与广东茂
名的农之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开
展过多番洽淡，在多次实地考察
后决定进行合作签约，包括李兴
全在内的首批 33名当地圣女果种
植大户前来进行相关技术培训，
为当地的圣女果产业实现升级做
准备。

“此次的培训，主要集中在圣女
果种植技术、圣女果种植的准备事

宜，以及病虫害防治等，贯穿整个圣
女果种植周期的注意事项，能有效提
升种植户的科学种植水平，帮助他们
少走弯路。”负责培训的和丰农业技
术员周平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这也是
公司第一次将圣女果种植技术输出
到省外，帮助当地种植户打造特色农
业产业。

此前，和丰农业的圣女果种植
技术已经“辐射”到了东方、临高、白
沙等地，帮助当地农户发展起了特

色产业。“除了培训，更重要的是后
期的技术跟进。”周平说，技术输出
是个持续的过程，而学员们也不止
要学技术，更要把成型的圣女果产
业“搬”回去。

在李兴全看来，和丰农业的种
植、育苗技术，已经不同于传统的种
植技术，加之品种本身的耐热性优势
以及温室大棚技术，将为茂名的圣女
果产业进行全面的升级，“这一趟，来
得值！”

事实上，作为昌江本地的农业
龙头企业和海南省级现代农业产
业示范园，和丰农业在不断为市
场提供优质农产品的同时，还承
担着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输出的
工作，为诸多农户当着农业发展的

“好老师”。
“先进技术共享，能不断壮大一

个产业的发展，我们不怕来的‘学生’
多，就怕‘学生’不来。”和丰农业负责
人周明辉笑着说。

技术输出 当好农业“老师”

技术引进 做回农业“学生”

5 月 16 日早上，
来自广东茂名的圣
女果种植户李兴全
走出环岛高铁棋子
湾站，一眼就看到远
处那一片果蔬大棚。

“都说昌江的圣
女果种植技术先进，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来
学习的。”李兴全笑着
说，此次他们一行33
名种植户过来，就是
要向海南昌江黎族自
治县和丰世纪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和丰农业）“讨”一
本圣女果种植经。

三角梅扮靓
昌江街头

主
要
活
动

时间：5 月 19 日、6 月 1 日－2
日、6月8日－9日

地点：指定果园
活动内容：通过策划、直播昌江

芒果果园和各旅游景区景点的3条
旅游线路，强化芒果产业和旅游产
业的融合，在划定采摘区域（七叉镇
1 个、石碌镇 1 个、棋子湾专道 1
个），让游客到果园体验芒果采摘之
乐趣、品采摘收获果实之美味。

“美丽乡村、绿色骑行”2019
海南省体育扶贫昌江行活动
暨2019·芒果飘香昌江情旅
游活动启动仪式

时间：5月19日
地点：昌江县百年芒果园
活动内容：绿色骑行25

公里、徒步6公里，车友联谊
晚会、爱心扶贫集市，2019·
芒果飘香昌江情旅游活动启
动仪式。

百年芒果拍卖会
时间：5月25日
地点：银湾美高梅酒店
活动内容：从几百年的

本地芒果老树中采摘芒果，
将不同年数的芒果进行拍
卖，拍卖活动由县工商联牵
头负责，拍卖所得款项将捐
赠给县教育基金会。

芒果园观光采摘
时间：5月19日—6月30日
活动内容：联系果园划

分区域，向广大游客宣传推
介，游客都可到昌江指定芒
果园观光采摘，在共享芒果
园“认领”果树，体验芒果之
旅的乐趣。

“芒果熟了·好运来了”
自驾之旅活动

时间：6月1日-2日
地点：天和芒果园
活动内容：面向全国招

募100个家庭参加自驾游活
动（自费，收费金额待定），配
备专业领队头车带领自驾游
家庭进行观光自驾；并在指
定的芒果园进行趣味采摘活
动，品偿长桌宴及欣赏黎家
歌舞。

“玉满昌江”三宝展
地点：县文化公园三楼
时间：5月-6月
活动内容：举办“昌江三

宝”—昌江玉、黄花梨、沉香
精品展，集中展示昌江玉、黄
花梨、沉香文化；让广大市民
游客深入了解昌江三宝文
化，推动昌江玉发展，提升昌
江玉品牌知名度。

“‘陶’艺堡”趣味体验活动
地点：石碌镇保突村
时间：5月-6月
活动内容：在石碌镇保

突村制陶馆，设置黎族原始
制陶品展示区，黎族原始制
陶体验区。让游客了解昌江
悠久的历史文化，体验原始
黎族传统制陶技艺乐趣。

“‘核’你在一起”科普观光游
活动

地点：昌江核电站
时间：5月-6月
活动内容：开辟核能科

普展区，通过全景沙盘模型、
图片、文字、视频等方式，向
游客展示核电的科普教育知
识，了解昌江核电站发展历
程，近距离参观核电气势磅
礴的建筑群。

（注：该活动仅在周末且
只对团队游客开放）

海尾龙舟赛暨美食一条街活动
时间：6月7日（暂定）
地点：海尾新港社区
活动内容：通过举办龙

舟赛、美食一条街等活动，弘
扬优秀传统民间文化，展示
具有海尾地方特色的小吃，
提升海尾小吃的市场知名度
和美誉度，吸引八方来客。

主播带你游昌江
——欢乐采摘体验分享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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