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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产业
不断壮大

槟榔种植面积53.2万亩

占全省一半以上
槟榔种植人数超过30万人

旅游业
发展势头好

今年上半年

共接待过夜游客251.2万人次

同比增长12.7%
过夜旅游总收入23.96亿元

同比增长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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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特色产业发展，构建“旅游+”产业格局

产业发展释放万宁新活力
■ 本报记者 袁宇

“我和老公在海南口味王槟榔有限
公司务工，两个人一年能存6万元。”8
月26日，家住万宁市后安镇六底村的
村民邹清画笑着告诉海南日报记者，通
过在口味王槟榔加工厂工作挣的工资
收入，她家已经盖起了2层小楼房，过
上了稳定的生活。

槟榔是万宁最具特色的农产品，种
植面积占全省一半以上。万宁通过引
进海南口味王槟榔有限公司，发展槟榔
深加工，推动青果变“绿金”，把“小青
果”做成大民生。

近年来，万宁经济发展愈加呈现多
元化趋势。槟榔、咖啡、东山羊等农业
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带动群众增收；冲
浪旅游、龙舟赛事、红色旅游等旅游新
业态层出不穷，提升城市影响力与美誉
度，为产业升级转型添油鼓劲；大唐万
宁天然气发电项目开工，海建万宁建筑
产业化现代基地落户，派成铝业科技有
限公司礼纪基地将投用，一批各领域重
点项目将带动城市经济实体更加壮大。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壮大

“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槟榔树，
行情好的话，我这一亩坡地一
年就能赚2万多元。”在万

宁市万城镇保定村，56岁的村民王北
海指着村民房前屋后的槟榔林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槟榔果即将上市，目前已
经有村民开始联系收购商。

万宁市槟榔和热作产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万宁槟榔种植面积达53.2万
亩，占全省一半以上，槟榔种植人数超
过30万人，“近年来，万宁通过实施系
列扶持政策和进行产业化引导，推动槟
榔产业发展，加快槟榔产业转型升级。”
该负责人说。

引进海南口味王槟榔有限公司发
展槟榔深加工就是其中一个措施。据
了解，万宁现已在礼纪、山根、东澳、长
丰、北大等镇建设槟榔高产栽培示范
基地、槟榔黄化症状综合防控示范基
地、槟榔病虫害防治示范基地等，大力
落实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延长产
业链条，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让农民得
实惠。

万宁兴隆咖啡是驰名国内外的历
史名品。万宁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
统领，大力扶持咖啡种植、加工等产业
发展，不仅组织打造兴隆咖啡标准化示
范种植基地，还明确自2019年到2020
年，计划每年安排不低于2500万元资

金，支持兴隆咖啡产业发展。
在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方面，万

宁还大力实施品牌农业创建工程，大幅
增加品牌农业经济总量。利用好富硒
资源，着力培育富硒大米、富硒地瓜、富
硒菠萝等富硒品牌。创建一批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
产品。

“万宁正着力打造‘南药之都’，加快
培育南药育种、种植、加工、交易、产品自
主研发一体化产业链。”万宁市政府相关
负责人表示，万宁市委、市政府还鼓励科
研机构、农业经营主体开展槟榔黄化病
防控联合攻关，力争槟榔黄化病等重大
病虫害发病率控制在8%以内。

新兴产业带动“旅游+”

“啊！大海，我来了。”8月25日，在
万宁市日月湾，从河北来万宁体验冲浪
的游客刘波抱着浪板冲向大海，波浪翻
卷，海风微凉，刘波熟练地踩上冲浪板
在海面驰骋。

冲浪旅游是万宁旅游产业新业
态之一。“万宁冲浪运动的市场正逐
步被激活，前景可期。”万宁盘古掌冲
浪俱乐部市场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2017 年俱乐部成立以后，至

今接待游客已超过10万人次，其中发
展会员超过5000人，“近两年来冲浪
的游客明显增多。”

这当中离不开万宁市委、市政府对
冲浪市场的培育。自2010年起，万宁
已经连续举办了9届国际冲浪赛，这一
赛事从最初数十人“自娱自乐”发展成
全球40个国家400多名运动员参赛。

“通过大型国际品牌赛事展示城市
形象，成功提升了万宁的城市影响力。”
万宁市旅文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品牌赛
事的举办，既提高了地方知名度，也促进
了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还提升本土运动
员的竞技水平，并带动了当地消费。

做好做精赛事文章，万宁依托书
法、槟榔、龙舟等文化资源，积极引进国
际自行车环岛大赛、中华龙舟大赛、国
际大帆船赛等，打造出了一座充满活力
的文化体育之城。“每年龙舟赛的时候，
和乐镇最热闹，就连水稻专家袁隆平都
曾两次来和乐镇看龙舟赛！”在和乐镇
的渔家乐里，本地渔民老谭兴奋地说。

同时，万宁进一步做大做深旅游文
章，全力开展全域旅游创建，开发旅游
新产品和精品旅游线路，突出发展“活
力旅游”，结合当前流行的骑行游、自驾
游等旅游方式，依托兴隆国家绿道、兴
隆热带花园、兴隆热带植物园等，结合

周边的美丽乡村，打造热带雨林
旅游新产品。

万宁109公里的阳光海岸上有9
个美丽海湾，结合优质海湾资源，万宁
重点打造冲浪、潜水、龙舟、海钓、邮轮
游艇、水上飞机等六大水上运动旅游新
产品。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万宁共接
待过夜游客 251.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过夜旅游总收入23.96亿元，同
比增长18.86%。旅游产业发展继续保
持高涨势头。

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原来打点零工，收入不稳定。现
在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公司还给我买
了保险，退休后都有保障。”家住万宁市
和乐镇罗万村的村民钟丽群在家门口
的槟榔加工厂工作。她笑着说，工厂就
在家门口，“步行5分钟左右就到家，下
班后还可以回家照顾孩子。”

受益于槟榔产业的发展，钟丽群所
在的槟榔加工厂近年来效益增加，陆续
在当地其他地区建起分厂，带动了更多
像她一样的村民就业。

万宁市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8年，万宁市槟榔产业纯收入18.18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4281元，对农
民增收贡献达到29%，占全市农民人均
纯收入近三分之一。

万宁市委、市政府还将东山羊、槟
榔加工、特色山鸡、和乐蟹等特色产业，
与脱贫攻坚工作结合起来，通过构建

“贫困户+党支部+合作社（或+企业、+

互联网）”等产业发展模式，捆绑帮扶贫
困户4578户11455人，实现产业帮扶
覆盖率达100%。截至目前，万宁已累
计实现减贫9041户36842人，贫困发
生率降到0.86%。

“村里建设百香果基地后，我就过
来打工，工资不错，而且离家近，比出去
打零工要强得多。”北大镇北大村村民
刘运明在村里的百香果基地打工。
2018年，万宁市把百香果作为北大村
脱贫攻坚主导产业进行打造。刘运明
开心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百香果基
地务工，他负责浇水、除草、施肥、管理
等工作，“既挣钱，还学技术，我自家现
在也种了百香果。”

位于兴隆华侨农场的兴隆咖啡谷
在政府保护价收购的基础上，采用“公
司+基地+农户”的咖啡产业经营模式，
与862户当地咖啡种植户（其中贫困户
59户）签订购销协议，以12元/斤的保
护价格向农户回收咖啡鲜果，高于市场
价格33%。

在万宁，发展经济并不是为了漂亮
的数据，而是要让百姓生活得更好。据
统计，2018年，万宁城乡常住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22696元，比上年增加1873
元，同比增长9%。其中，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32329元，比上年增加
2467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4850元，比上年增加1158元。人
民群众分享城市发展成果，切身感受到
了城市发展带来的实惠。

（本报万城8月26日电）

万宁东山羊养殖产业助力脱贫攻坚

养羊＋种草，
军田村的独特致富经
■ 本报记者 袁宇

“喂了这批精饲料，再喂一批牧草，今天的饲
养工作就结束了。”8月26日16时许，在万宁市北
大镇军田村黑山羊标准化养殖基地，工人黄健飞
夫妇俩正拎着饲料袋给基地里的黑山羊投料。这
个基地里饲养的是万宁有名的东山羊。2018年3
月，万宁东山羊入选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
应进一步凸显。

“养殖基地包我们的吃住，一个月还给我俩
6300多元的工钱。”黄健飞说。

军田村是库区迁安移民苗村，人多地少、资源
匮乏。2016年，万宁市政府与驻点帮扶单位省农
业农村厅采取“公司+合作社+村集体+贫困户”的
模式，在军田村发展东山羊养殖产业。

据了解，军田村由7名党员带领贫困村民成
立了养殖合作社，随后省农业农村厅整合了550
万元产业扶贫资金，建起羊舍，购买了520只种
羊，交由海南老羊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统一饲养
管理。公司负责人高云林说：“企业每年按照1：
1的比例，向合作社返还肉羊的收益。目前每年
分红已超过60万元。”

目前，军田村黑山羊养殖基地年出栏黑山羊
近1000头，年产值约100万元，实现全年有羊出
栏。基地还和海口一些商铺合作设立东山羊体验
馆，向市民及游客推介东山羊，扩大产品的市场知
名度。在黑山羊养殖基地的带动下，军田村已于
2017年成功实现整村脱贫出列。

“黑山羊养殖还帮我们找到了另一条发展
道路。”军田村村民陈高文带着海南日报记者到
他的农田去参观，他的农田大都是一些以前的
撂荒地，现在种上了一种名叫“王草”的牧草，

“这些草就是供黑山羊养殖基地的，比水稻田的
效益高得多，之前的5亩撂荒地如今一年能有3
万多元收入。”

军田村村民种牧草，由海南老羊倌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统一免费提供草种。在牧草收割时，公司还
会安排货车及工作人员，免费帮村民打包收割好的
牧草，再运回黑山羊养殖基地。为了带动更多村民
种植牧草，公司下一步还计划引进收割、碾碎一体
化机械设备，进一步减少牧草收割的人力消耗。

“目前羊饲料除了有玉米等粗粮外，还会加入
椰渣、椰子壳、中药等，让羊肉的口感更好。”高云
林说，目前基地已经注册了“椰林羊”商标，下一步
将借助东山羊这一品牌，冲击中高端市场。

（本报万城8月26日电）

数读万宁
产业发展

着力培育 等富硒品牌

富硒大米

富硒地瓜

富硒菠萝

大力扶持咖啡种植、加工等产业发展
打造兴隆咖啡标准化示范种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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