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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无籽蜜柚开摘
活动持续至9月18日

本报金江8月18日电 （记者李佳飞 通讯
员张曼）8月18日上午，以“实施绿色循环农业，
参与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2019
海南澄迈无籽蜜柚采摘节暨品牌推介活动”在澄
迈县洪安蜜柚共享农庄举行。来自省农业农村
厅、澄迈县农业农村局、金江镇、海南共享农庄
联盟、海南大学校友会等各界代表以及客商代
表、中央和地方主流媒体记者约300余人到场参
加活动。

据悉，澄迈无籽蜜柚采摘节暨品牌推介活动
已成功举办4届，经多年努力，澄迈“柚子夫妇”品
牌无籽蜜柚在国内高端水果市场已有一定知名
度，曾获得无公害产品认证、绿色食品认证，获准
使用海南首个国际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标志，产
品远销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和加拿大等地。

截至目前，澄迈全县种植无籽蜜柚面积约
4000多亩，瓜果面积890亩，每年吸引数以万计
的省内外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购销柚子。

近年来，“柚子夫妇”采取“庄园带村”的模式，
有针对性地对附近村庄贫困户进行帮扶，开展培
训教程，有效带动周边多个村庄种植无籽蜜柚，与
金江镇道南村、海仔村等10余个村庄建档立卡贫
困户签订产业扶贫协议。

此次采摘节由省农业农村厅、澄迈县农业农村
局、金江镇政府指导，海南洪安农业有限公司主办，
洪安蜜柚共享农庄承办。活动持续至9月18日。

聚焦“两不愁三保障”“背水一战”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8月
18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四十一期
榜单揭晓。海南农垦、陵水、澄迈占
据销量排行榜前三名的位置，琼海
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
米、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
树菇、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的农家鸡蛋订单数继续领先。

8月13日至14日，中国农业发
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临高县支行、省
残疾人联合会机关饭堂、华能海南
发电股份有限公司、华能海南发电
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电厂等单位，分
别采购三亚金贵香香米、海口龙泉
椰子软饼、临高牛奶凤梨等，采购总
额为33227元。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四十一期榜单公布

海垦陵水澄迈占据排行榜前三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罗霞

8月17日,2019年第五届琼海潭
门赶海节开幕。与前几届相比，今年
的潭门赶海节不仅内容更加丰富了，
国内外游客也更多了。潭门赶海节也
逐步成为有影响力的休闲渔业节庆活
动大品牌。

休闲渔业增添时尚文化元素，对
国内外游客更具吸引力。而挖掘传统
古老的渔业文化内涵，与现代游客的
需求结合，则打造出了内容独特的休
闲渔业新业态。

作为休闲渔业的一种业态，民宿
因渔村而兴；而作为休闲渔业的重要
载体，渔村还有待发展。如何结合独
特渔业文化，打造建设美丽渔村，推动
渔民转产转业，是做好海南休闲渔业
发展这篇文章的关键一环。

渔业文化丰富独特

近日，河南游客黄先生的妻子配
图发了一条朋友圈：被民宿里掉下来
的椰子树小枯叶“砸到”。

朋友圈一发出，便收到不少评
论。“所有人都在问‘这么美的民宿在
哪’，没有一个人关心我的‘伤情’。”黄
先生的妻子看着朋友圈的评论哭笑不
得，忍不住向居住的海景民宿主人符
名林“抱怨”。

符名林的“无所·归止”海景民宿，在
距离琼海潭门港数百米的石碗村的海
边。符名林说：“没有渔村村落和渔业文
化，也就没有民宿的‘渔味’和‘鱼获’。”

“游客之所以选择海边渔村的民
宿，主要是因为可以品尝当地海鲜美
食，了解其悠久的耕海历史，更重要的
是能够就近体验赶海习俗。”当过10
年渔民的符名林深谙此情，于是“洗脚
上岸”选择发展民宿，让更多人了解潭
门渔业文化，也以此维系他与“渔”的
情缘。

“上千年来，海南沿海渔民依托优
越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资源而生
存，创造出适合当地环境的渔业技能
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渔业文化，
如潭门祭公祭海、陵水疍家调等。另
外，源自五指山川流不息的万泉河、南
渡江，也孕育了海南中部的少数民族
渔业文化。”上海海洋大学教授钱卫国

说，这些传统的渔业文化，内容丰富、
原生性强，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
性。传统文化、民俗风情与渔业的有
机结合，也为休闲渔业发展带来新的
突破。

资源尚待深入挖掘

走访海南沿海市县多个渔村后，
海南智渔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渔
业项目经理罗一鸣发现，目前海南渔
村仍处于相对初级发展阶段，传统捕
捞方式及渔村传统文化保存较好。而
且，受海流河流、地形地貌等影响，各
地渔业资源呈现出显著的时间和地区
性差异，当地渔民使用渔业资源的方
式和渔村文化也各有不同。海南渔村
还有许多等待挖掘的丰富文化资源，
有足够大的潜力向市场提供“差异化”

“有故事”“有品质”的旅游体验。
以常年被跟踪调查的琼海潭门渔

村为例，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人类
学博士王利兵指出，文化和社会资产
是渔村不可或缺的资源，甚至在一定
程度上决定了渔民利用自然资源的方
式和态度。

丰富资源有待深入挖掘、政策指
导有待深化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健
全、村民观念需要及时转变等，是海南
建设美丽渔村、发展休闲渔业过程中面
临的挑战。熟悉台湾休闲渔业发展的
台湾环境资讯协会项目负责人谢璧如
建议，美丽渔村的休闲活动不仅是捕
鱼、挖螺，而应该将自然体验、文化活
动融入到民宿、渔家乐等经营中，能让
其朝着更加精品化、精致化的方向发
展，也能让更多人成为海洋的保护者。

建美丽渔村须多方推动

“你赶过海吗？知道怎么赶海吗
……”聊起渔村村民的赶海挖螃蟹经
历时，三亚西岛梦姆淘民宿主人陈育
文的脸上洋溢着孩童般的兴奋，几乎
忍不住站起身来比划动作。而让他更
兴奋的是：“我的家乡西岛，面积不大，
却是海南美丽渔村的典型示范。”

“2017年，西岛开始建设美丽渔
村，杂乱的菜市场被改造成特色集市，
海边的荒地成为特色社区广场。”西岛
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黎庆学
说，西岛还牵手文创团队开展建设，

居民用垃圾分类获得的积分兑换生
活用品，垃圾废弃物制成的艺术品可
以装点扮靓渔村，既美了渔村，又乐
了村民。

“建设美丽渔村，在旅游方面，海
南应加强各地传统渔业文化风俗的
挖掘，发展以渔业体验、渔村旅游为
主要模式的项目，以渔业文化、教育
科普、主题公园等多元素融合的展示
项目，以点带面，促进休闲渔业业态
跨越式发展。”省旅游协会执行会长、
海南康泰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繁华表示。

钱卫国建议，海南应因地制宜建
设美丽渔村，充分挖掘当地渔业文化
特色，结合具体的渔事活动开展多种
类型的旅游休闲活动，包括海洋休闲
旅游活动、休闲海钓活动，发展具有南
海渔家风情的民宿、渔家乐等。

“在建设美丽渔村、发展休闲渔业
的同时，还要通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加强相关培训引导、激发村民主观能
动性等，改善渔村生产生活环境，转变
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促进渔业增效、渔
民增收。”罗一鸣说。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海南渔村有许多待挖文化资源，有潜力向市场提供有品质的旅游体验——

美丽渔村，如何打造？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胡阳

“咱村种的红心火龙果品质特别
好，口感甜香，汁液沾到手上都不容
易洗掉。”8月14日，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本号镇军普村火龙果扶贫产业基
地，排列整齐的数千根支架上绕着火
龙果藤，翠绿枝叶四散，饱满果实藏
匿其中。贫困户陈其川走入田间，随
手摘下一个果子，拨开皮，露出一片
玫红色的诱人果肉。

“海南气候炎热，很适合火龙果
生长，一年有6个月以上的采果期，
市场需求大，价格好，收益大。我们
来基地，学技术，拿工资，年底还有分
红，非常满意。”陈其川所在的这处基
地于2017年建成，共有100余亩，目
前已顺利收果2年，已向贫困户分红
40余万元，可谓是军普村当之无愧的

增收产业。
别看如今军普村的火龙果产业

很是红火，发展的过程可耗费了一番
曲折。

2017年4月底，军普村整合127
亩土地，由党支部牵头，与有着丰富火
龙果种植经验的三亚天涯红休闲农业
公司陵水分公司（以下简称天涯红公
司）合作，全村86户贫困户以167万
元扶贫资金入股，采取“公司+党支
部+合作社+贫困户”的扶贫模式发展
产业种植。可问题随之而来，由于双
方专业知识匮乏，合作社与企业之间
的“协议”竟然没有区分甲乙双方，且
内容不仅未能充分保障贫困户成员利
益，甚至也未能保障外来公司利益。

“在实际运行中，合作社没有合理
的职务分配和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人
员混乱，账目不健全，管理很不规范。”
军普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符育人
说，产业才刚开始就遭遇重重困难，令
村委会和贫困户都感到十分苦恼。

2017年下半年，本号镇政府委
托海南正和职业学校校长姚佩君及
其团队帮忙，解决合作社经营乱象。
在深入调研后，姚佩君决心指导村委
会成立村集体公司，制定规范协议，
明确利益分配和人员职务，带动产业
持续发展，并为公司完善了制度设
计。2017年8月，军普村集体企业黎
梦休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顺利成立。

“经过重新设计后，村集体公司的
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资产所
有权归村集体公司，收益权归全村贫
困户（包括动态调整新增的贫困户）。”
本号镇副镇长黄宇志说起创办村集体
公司的运行模式和好处来，头头是道：
公司成立董事会和监事会，董事会成
员由村“两委”干部担任，行使公司决
策管理权，有利于贯彻党的方针；监事
会成员由镇驻村干部、驻村第一书记、
贫困户代表组成，有利于对资金使用
进行监管。除了董事会成员外，公司
还可吸收农村“能人”及其他有管理才

华的人才进入经营团队。
“公司成立后，大伙的观念变了，

都觉得我们是企业员工，做事必须正
规化。”符育人介绍，现在村民们积极
学习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经常
参加镇里组织的村集体企业培训。

“村民们学会认票据、做报表，还定期
开会讨论发展事务，几个‘后生仔’还
学会跑市场，主动联系外地收购商
……这在过去，可是比登天还难！”

打破桎梏，村民的产业发展劲头
被彻底激发。“公司制度理得清，人心
齐了，大家干事热情高了。”符育人
说，在与天涯红公司合作的火龙果项
目见成效后，黎梦休闲农业公司正自
主开展新的火龙果种植项目，目前已
经试种了60余亩。“现在市场需求还
大，我们打算扩种到200亩。”

如今，军普村的“一村一企业一
体系”的产业发展模式在本号全镇铺
开，22个行政村成立了22家村集体
企业。 （本报椰林8月18日电）

创新实行“一村一企业一体系”模式，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陵水军普村：火龙果映红致富路

备注：以上排名根据海南爱心扶贫网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时间：2019年8月12日至2019年8月18日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商品名称

「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生态大米

「陵水」本号镇电商扶贫中心的茶树菇

「乐东」海南顶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家鸡蛋

「白沙」富涵家禽专业合作社的虫草鸡蛋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扶贫南海茶

「澄迈」沙土甘薯地瓜合作社的桥头地瓜

「澄迈」澄迈慧牛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牛肉

「保亭」保亭指山现代农业公司的黄金百香果

「白沙」牙叉镇志道村的旺巴黄牛肉

「澄迈」贫困户李运山的农家土鸡蛋

累计销售量（件）

9878

8817

5833

5169

4492

3643

3363

3003

2732

2517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地区

海垦

陵水

澄迈

海口

定安

临高

白沙

保亭

乐东

万宁

金额（元）

6106565.94

5598481.91

5101676.78

3777220.48

3588877.20

3119691.81

2963393.74

2528851.37

2273946.44

1503009.91

海南爱心扶贫网订单排行榜
（第四十一期）

海南爱心扶贫网销量排行榜
（第四十一期）

8月18日，大熊猫贡贡、舜舜
迎来了在海南度过的第一个生
日。为推广宣传熊猫文化，与猫
粉和市民游客共享生日喜悦，海
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专门为大熊
猫贡贡、舜舜兄弟策划、举办了6
岁生日活动。

贡贡、舜舜于去年11月10日
安家海南热带野生动植物园，它
们均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雅安碧峰峡基地。

图为舜舜品尝动物园方精心
制作的冰冻果汁蛋糕。

文/本报记者 邓海宁
图/本报见习记者 封烁

登岛熊猫兄弟
迎来6岁生日

热带水果生产与加工技术培训班举办

7国28名学员在琼
结束培训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王玉洁 实习生
林博新）近日，由商务部主办，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承办的2019年发展中国家热带水果生产与加
工技术培训班在海口结业。来自萨尔瓦多、加纳、
肯尼亚、菲律宾、南非、南苏丹、乌干达7个国家的
28名学员进行了为期25天的学习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班分为公共课和专业课，采用
课题讲座、现场教学、专题研讨与参观考察相结合
的教学方式，介绍我国国情概要、热带农业新技术
发展现状与前景等，帮助学员更加了解中国。围
绕热带水果生产与加工技术，培训班着重讲解香
蕉、芒果、柑橘、菠萝、椰子、火龙果、百香果、油梨、
荔枝等重要热带水果的种苗繁育、种植管理、病虫
害防控、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

培训期间，不少学员纷纷感叹中国的发展速
度之快，他们认为参加培训不仅收获了知识，也收
获了友情，并期待继续加强各自国家与中国、海南
的农业贸易合作。

海口近百个家庭
挑战湿地定向越野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见习记
者习霁鸿）8月18日，由共青团海口市委、海口市
少工委主办，海南（海口）青少年活动中心承办的

“领巾飞扬 欢乐一夏”暑期公益夏令营之“湿地小
卫士”趣味体验活动在海口潭丰洋湿地公园顺利
开展。近100个家庭感受自然湿地魅力、共同探
索湿地生态奥秘与价值。

走进湿地公园，志愿者老师带领小营员们沿
途领略潭丰洋公园的美丽风景，同时对海口潭丰
洋湿地的常见植物、作用和重要性做了详细介
绍。随后小营员和家长们结伴开启“湿地类型探
索”“湿地动植物寻觅”“定向越野”等趣味任务，在
完成趣味任务中学习湿地知识，传递“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活动最后，小营员们动手进
行湿地植物水质净化实验及手绘湿地鹅卵石活
动，为本次活动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本次“湿地小卫士”趣味体验活动的开展旨在
以认知、记忆、体验、游戏、协作等互动方式，引导
青少年群体积极参与湿地保护。

海口整治
椰海大道两侧搭建乱象
为期半个月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计思佳 通讯员
陈创淼）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口市秀英区获悉，
该区对椰海大道两侧乱搭乱建及占用绿化带等乱
象开展为期半个月的专项整治，全力保障椰海大
道改造工程按时贯通。

8月16日上午，秀英区海秀镇城管中队组织
30余名城管执法队员、工人等对椰海大道周仁村
段道路沿线乱搭建、乱堆物料及破损广告牌等现象
进行整治。当天上午，位于椰海大道旁的一家废品
收购点涉嫌无证经营，且环境较为脏乱，乱搭乱建，
影响市容市貌。城管队员经过调查后决定依法取
缔，动用挖掘机现场对该废品收购点进行了拆除。
同时，距离该废品收购点不远处的一家石材加工
厂，环境也存在脏乱差的情况，地面堆放着大量石
材。城管队员与该石材加工厂的负责人取得联系，
要求其半个月内自行搬离物品并进行拆除。

海秀镇城管中队负责人介绍，自8月14日开
始，该中队对该路段两侧的乱象进行集中整治，至
8月16日上午已整治乱搭建11宗、破损广告牌4
宗，5家占用绿化带销售二手车、工程车、小货车
的店铺，清理移走车辆190多辆。

据了解，秀英区长流镇也于8月14日开始对
椰海大道长流段道路两侧进行执法整治。秀英区
还对绿色长廊等重点路段沿途路口进行整治，服
务保障椰海大道改造项目顺利推进。

脱贫致富电视夜校
今晚播出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记者陈
卓斌）讲海南脱贫攻坚好故事，激发贫
困群众内生动力。第145期省脱贫致
富电视夜校将分别于8月19日20时
在海南经济频道播出、20时30分在
三沙卫视播出。海南卫视也将于8月
25日16时20分播出该档节目。

本期节目将邀请海口市美兰区委
常委、宣传部长郑艳，向观众们介绍美
兰区通过创办“田教授”品牌，挖掘和
培育致富能人、种养能手、帮扶干部、
农技专家、社会人士等组成“田教授”
志愿服务队，扎下身子服务百姓，为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贡献力量的故事。

观众也可以登录海南网络广播电
视台或下载“视听海南”手机客户端收
看本期节目。

黎锦织机改良

东方40名贫困织娘
参加培训

本报讯 （记者刘梦晓）8 月 14
日，由中华慈善总会和省黎族服饰文
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的黎锦织机改良
应用技能培训班开班仪式在东方市东
河镇举行。

东方市东河镇是一个以黎族为主
的黎族苗族聚居的大镇，黎锦生产颇
具规模，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黎锦产
业。同时，黎锦产业也成为了东河镇
脱贫攻坚的重点产业。

然而，传统的腰机织锦方式效益
低、品质不高、幅宽窄，适用性有限，同
时长时间席地躬腰，极易给织娘的身
体造成一定的损伤，也在一定程度上
阻碍了织锦技术的提高和传播。中华
慈善总会了解此情况后，根据东方市
东河镇黎锦生产的现状，划拨爱心和
平基金29.7万元，用于订制改良织机
和技能应用培训。

培训班组织了东河镇西方村和中
方村建档立卡的40名贫困织娘参与
学习，除向她们赠送24台改良织机
外，还邀请技艺传承人和改良织机技
师全程实操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