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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名粽”助力粽业升级

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上，琼海市共有7家粽子生产企业荣获

“海南名粽”称号，它们中既有致力于
推广海南传统饮食文化的老牌民企，
也有政企合作传承民族文化的公益产
业扶贫项目，对海南传统美食文化的
推广以及乡村振兴起到重要作用。

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
仔厂生产的五色粽就是“海南名粽”
之一。五色粽源于当地苗家美食
——五色糯米饭。2017年，水口仔村
探索发展五色粽产业，凭借独特的创
意和口味一炮而红。

“与一般粽子相比，我们的五色
粽款式新颖、色彩鲜艳，在这次的海
南端午美食节上吸引了很多关注。”
水口仔村村民李珍燕说，“还有不少
单位下订单。”

2018年，为了推动五色粽产业进
一步发展，水口仔村的帮扶单位与爱

心企业共同出力，建设了海南碧乡石
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使得村里的
五色粽摆脱了小作坊，走上了生产
线，产能与品质都得到进一步提升。

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
仔厂相关负责人介绍，生产线提高了
粽子产量，也比传统的作坊卫生标准
更严格。项目投产后，已在2018年创
造逾50万元销售额，并带动了染料植
物种植、粽叶种植、山兰米种植，以及
养猪、养鸭等10余个相关产业发展。

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还是
当地名气颇大的公益产业扶贫项目，
该厂绝大部分的工人都是当地的村
民。其中，有一半以上的工人是村里
的贫困户。

“每个月能有近3000元收入，还
可以在农闲时打短工，收入稳定。”33
岁的水口仔村村民坟海珍说，村里包
粽子的熟练工已从最初的10人发展
到40多人，水口仔村已经因粽子厂远
近闻名。

在琼海，像水口仔村这样因粽子
闻名的村子不在少数。据悉，琼海现
已形成12个镇“镇镇有名粽”的粽业
格局，包括石壁镇苗家五色粽、大路
镇传统黑猪肉蛋黄粽、万泉镇杂粮
粽、中原镇斑兰粽等。

琼海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琼海市当前正大力推动粽子企业升
级粽子生产线，扩大粽子产业规模，
打响海南名粽的品牌。同时，琼海粽
子正从美食向旅游商品、扶贫产品等
领域跨越，未来将通过品牌建设与产
业升级，实现粽子产业的跨越式发
展，助力农民增收。

“美食+展会”让产业搭快车

在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上，最受瞩目的当然是粽子。但除各
色优质粽子产品外，还有辣木茶、山
柚油、芒果绵绵冰、椰浆等琼海美食。

“今天看到的都是琼海有名的产

品，比如北仍山柚油，还有美味的芒
果绵绵冰，真是大饱口福。”海口市民
陈倩说，其中一些冷饮店、甜品店带
来的产品非常好吃，“而且也是朋友
圈里的明星产品，我周末也会和朋友
专门去琼海吃。”

海南传统美食众多，2019年海南
端午美食文化节除了展示粽子外，也
进一步丰富活动，将一些受到市民喜
爱的代表性美食搬上展台，为海南美
食搭建对外展示的平台，扩大海南美
食的名气。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琼
海市一直重视为美食文化搭建对外展
示的平台，助力产销对接，形成种植、
养殖、食材、餐饮、酒店、食品、酒业、饮
品、加工等相关产业链的良性循环，从
而全面推动地区美食文化兴旺发达。

就琼海市农产品与原生态食材
而言，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进
一步深化，琼海市不断加快打造优
质农产品产业链，不断进行有效精

准推介。
据介绍，琼海市近年来也连续举

办美食文化展或美食文化论坛，为国
内外供需领域的专业人士提供面对
面交流的机会，使各方企业都能实现
高效精准的合作洽谈，同时也全面提
高琼海优质农产品及食材资源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琼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9 年海南端午文化节是一个优
秀的美食文化展示平台，让更多人
了解了琼海的美食，对琼海的美食
产生兴趣，并进而对琼海产生兴
趣。琼海市将继续加大传统美食的
宣传推广力度，让更多人通过美食
了解琼海、爱上琼海，吸引更多商家
与投资者到琼海来。

据介绍，在2019年海南端午文
化节上，琼海展区现场成交额达到
22万余元，此外还有更多的意向订
单，甚至有企业接到多达1万只粽子
的大订单。

镇镇有名粽，粽子产业实现品牌化发展

琼海名粽品种繁多特色足

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
参展商品五色粽

琼海石壁苗妹子五色粽专业合作社
参展商品五色粽

海口馨艺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鸡屎藤粽子

海南津可佳食品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粽子

琼海福文村粽子农民专业合作社
参展商品福粽

海南金山畜牧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灵芝鸡粽

海南特麦拉食品有限公司
参展商品斑兰粽、柳妈粽

“真好吃！”5月26日，在位于海
口名门广场的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
文化节会场，湖南游客刘杰品尝完定
安粽子后赞不绝口，一边大口吃着粽
子，一边招呼工作人员，给他打包3箱
真空包装的粽子，准备寄给老家的亲
朋好友品尝。

端阳将至粽飘香，家家户户煮粽
忙。临近端午节，定安粽子是琼岛人
民喜爱的节日佳品，不管是自家享
用，或者赠送亲友，都能带来一份美
好的节日回忆。刚出锅的定安粽子
剥开后，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
软嫩滑爽的富硒糯米与肥而不腻的
黑猪肉及醇香的蛋黄完美交融，色味
俱佳，让人垂涎欲滴，轻轻咬上一口
后，香糯可口、唇齿留香。

“这两天卖得特别好，带到现场
的粽子都不够卖了，还得连夜从定安
调货。”美食文化节上，购买和预订定
安粽子的订单源源不断，海南定安新
泰来食品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王虹
忙得不可开交。定安粽子为何人气

居高不下？她认为，这和定安本地优
质新鲜的原材料有直接关系。

“只有用好食材，才能包出料香
味美的好粽子。”王虹介绍，定安粽
子的备料有不少讲究。其中，粽叶
必须选用半老柊叶，过嫩过老，都会
使草木清香无法渗入粽子；粽米选
用颗粒饱满、米香馥郁的富硒糯米，
浸泡半日至柔软，放在簸筐里滤干
水，散入少许精盐调匀；馅料常用猪
肉和咸鸭蛋黄，其中猪肉必须选用
七分瘦三分肥的定安黑猪肉，并用
特制秘方腌制成黄褐色，“其中猪肉
更是关键，用了高品质的定安黑猪
肉，才能保证包出来的粽子肉香味
美却没有猪肉的膻味。”

好肉出好粽，在定安人看来，只
有选用了高品质的定安黑猪肉作为
原料，才是正宗的定安粽子。定安合
作社和企业在养殖定安黑猪时，对于
喂料要求很高，甚至邀请农业专家定
制配方，以保证生猪的健康和肉质的
鲜美。

而在今年，在粽子展销中更加
注重食品安全问题，对各大定安粽
子企业提出了更加严苛的食安检测
要求。在定安，政府、协会、企业共
同努力，层层从严把关，为广大消费
者提供经过层层检测的“放心粽”

“安全粽”。
“今年，为保证食品安全，定安

的粽子企业在猪肉等原材料采购、
粽子制作以及销售的过程中，有了
更严格的标准，也受到政府部门更
严格的监管。”定安县粽子协会会长
王沸健介绍，为了让消费者吃上由
放心猪肉制作的定安粽子，各相关
生产企业在定安粽子协会的组织和
协调下，通过点对点购销的方式，直
接与养殖企业对接，统一订购具有

“两章两证”的合格猪肉，作为定安
粽子的原材料。

同时，定安各粽子企业均建立了
完整、准确的猪肉购销台账，详细记
录猪肉的来源、用量和制作完成后粽
子的销售处，以保证所有粽子都是用

放心猪肉制作。
“在粽子生产期间，我们还要接

受食药监等部门每周2次到3次的突
击检查。”王虹介绍，每次检查时，食
药监的工作人员不仅会仔细查验台
账，还对生产车间的原材料生猪肉以
及制作完成的粽子进行抽样检测，以
保证其食品安全问题，“虽然过程十
分繁琐，但作为企业的一员，我们都
很赞同和支持检查工作，因为这样更
能保证粽子的质量，为消费者送上

‘放心粽’。”
“我们希望通过层层把关，让消

费者吃上最放心的粽子，过上一个美
好的端午节。”王沸健介绍，目前，定
安粽子企业建立了溯源系统，对定安
粽子的选料、加工、制作、包装和储
存、销售等环节进行严格管理，实现
了粽子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质量监
控。“品质有保证，才能让产品更加具
有生命力，我们相信，在规范化的管
理下，定安粽子以质取胜，会走得更
远。”王沸健说。

粽企精选优质食材、层层从严把关，为消费者送上“放心粽”

定安粽子以质取胜味道香

定安定城华达宾馆（华达）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华达
联系人：李新
电话：13111973337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

定安定城香满楼粽厂（香满楼）
产品：黑猪肉粽子、椰子饭
品牌：香满楼
联系人：朱武才
电话：18689739315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见龙大道216号

定安岭翰实业有限公司（岭翰）
产品：黑猪肉粽子、花生油、山柚油
品牌：岭翰

联系人：李富全
电话：13518000225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美玉村（排纪岭附近）

定安定城王记花姐粽子厂（王记花姐）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王记 花姐
联系人：陈菊花
电话：13379858208

15091930480
地址：定安塔岭工业开发区（国税局后面）

海南迎春食品有限公司（迎春）
品牌：徐记迎春
联系人：徐千植
电话：13907502231
地址：定安定城经贸路

定安定城印象春阳酒店（印象雅食）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印象雅食
联系人：吴振平
电话：13322086688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沿江二路88号

定安文宗食品有限公司（文宗）
品牌：文宗
联系人：陈诚锋
电话：13379804777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杨春村（芳塘）

定安定城新明记大酒店（新明记）
产品：定安黑猪肉粽子、月饼
品牌：新明记
联系人：秦南兰

电话：13398918818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沿江二路10号

定安定城吴氏大福口粽子专业户（大福口）
产品：黑猪肉粽子、椰子粑、鸡屎藤粑、笠、年糕、
椰子饭
品牌：大福口
联系人：吴乾生
电话：18689850223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干湖村

定安东城食品有限公司（优禄禄）
产品：黑猪肉蛋黄粽子、黑猪脚、椰香排骨、原味
风干腊肉、原味风干牛肉、原味虾酱
品牌：优禄禄
联系人：蔡阳
电话：13518006665 0898-63806066

地址：定安县塔岭开发区兴安大道昌茂花园

海南中凯安泰实业有限公司（现龙）
产品：黑猪肉蛋黄粽子、黑猪排骨、苦瓜茶、富硒
大米、月饼
品牌：现龙 、探花、见龙塔
联系人：何开娇
电话：4001501933 13518009115
地址：定安县定城镇干湖村（福祥路）

定安黄阿姨食品有限公司（黄阿姨）
产品：黑猪肉粽子
品牌：黄阿姨
联系人：张天翼
电话：18689829515
地址：定安县中瑞农场合山队

（撰文/段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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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这有五色粽卖！”“黑猪
肉粽真好吃！”5月25日，海口市名
门广场人头攒动，2019年海南端午
美食文化节在这里举行，人气火爆。

在这次活动中，来自琼海的
13家食品生产企业带来了如五色
粽、黑猪肉粽、鸡屎藤粽、百香果
茶、辣木面条、山柚油等各种名优
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品尝
和选购。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参
加活动的粽子都是经过层层检测
的“放心粽”“安全粽”。

据了解，今年的海南端午美
食文化节已是第三届，活动已成
为海南粽业展示推广、市民选购
粽子最重要的平台之一。本次活
动是“海南名粽展销会”的升级
版，旨在通过展示传统美食文化，
助力海南全域旅游建设，助推海
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做优做强。

琼海展区
现场成交额达到22万余元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

2019年海南端午美食文化节琼海展商（部分）

海南碧乡石碧苗妹五色粽水口仔厂

琼海石壁苗妹子五色粽专业合作社

海口馨艺饮食文化有限公司

海南津可佳食品有限公司

琼海福文村粽子农民专业合作社

海南金山畜牧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特麦拉食品有限公司

2019年荣获“海南名粽”称号的粽企
（琼海7家）

（撰文/元宇）

定安县粽子协会会员企业名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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