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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全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26.46亿元
同比增长4.3%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文宏武 黄光周

70年来，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旧貌早已换
新颜。作为安民之基的
农业与广大农村，同样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

据《保亭县志》记
载，水稻、番薯、花生、木
薯是1949年保亭地区
种植的主要作物，水稻
种植超过12.8万亩，亩
产却只有66公斤；番薯
作为重要粮食作物，种
植了8100多亩。新中
国成立之前，保亭地区
蔬菜以野菜为主，1952
年蔬菜种植面积才255
亩，总产103.8吨，水果
虽是种类繁多，但多为
野生，不成规模。

如今，保亭特色农
业多点开花，红毛丹、
百香果、黄秋葵、山竹、
芒果、莲雾等产业不断
做优做强；2018 年全
县水稻种植面积约4.7
万亩，亩产比 70 年前
翻了几番；冬季瓜菜的
种植面积稳定在4.5万
亩以上，年产量达到
6.64万吨；水果仅红毛
丹 一 项 年 产 量 就 有
1.85万吨。

保亭县政府主要负
责人表示，接下来保亭
将坚持“调结构、转方
式、创品牌、促增收”的
工作思路，大力发展生
态循环农业和精品农
业，推动适度规模经营
和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促进农业生产向标准
化、产业化、品牌化转
变，为建设美好新保亭
奠定农业发展的坚实基
础。

打
造
热
带
农
业
品
牌
，推
动
农
业
提
质
增
效

保
亭
：
特
色
农
业
﹃
花
果
飘
香
﹄

全县槟榔种植面积10.05万亩
收获面积7.2万亩
年总产量2.09万吨

年总产值3.34亿元

全县橡胶种植面积33.7万亩

产值2.26亿元

全县种植
黄秋葵9000亩

百香果2586亩

榴莲700亩

红毛丹2.3万亩

兰花等花卉549亩
冬季瓜菜稳定在4.5万亩以上

林下种植面积8.5万亩

其中棕榈藤4.1万亩、益智4.4万亩

建成农家乐53家

培育精品
打造热带农业品牌

“你尝尝，是不是很甜？”说话间，眼
前这位个子不高、笑容朴实的中年男子
灵活地给手中的黄金百香果削了个

“盖”，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保亭六弓
乡大妹百香果基地了解当地百香果产业
发展情况。

这名男子名叫宁海强，是保亭六弓
乡大妹百香果基地的一位工作人员。海
南日报记者接过他递来的黄金百香果，
尝了一口，果子十分清甜。而旁边堆放
的包装纸箱上，“六弓乡百香果”几个大
字格外显眼。

“黄金百香果一年可收两季，今年上
半年的市场收购价为每斤8元至10元，
平均亩产2500斤至3000斤。”宁海强透
露，扣除成本后平均每亩收入近万元。

黄金百香果是百香果的一种，相比于
常见的紫色百香果，黄金百香果抗寒性较
差，却更适合在海南种植。六弓乡政府相
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3月，六弓乡通过
招商引资，引入龙头企业带动当地发展黄
金百香果种植产业，并于当年6月创建了
占地面积146亩的大妹百香果基地。

下一步，六弓乡还将扩大种植面积
至2000亩以上，并将完成配套建设百香
果加工中心和电商销售中心，建全产业
链，让“六弓乡百香果”的牌子越叫越响，
帮助村民增收致富。

近年来，保亭坚持实施品牌提升行
动，“保亭红毛丹”“保亭山兰米”“七仙岭
山竹”等地理标志商标获国家商标局批
准，2019年新增“三品一标”2个，全县“三
品一标”累计达23个。

此外，保亭以什玲鸡、五脚猪为代表的
特色养殖业誉享省内外。什玲鸡属保亭本
地原种鸡，常年放养或半放养于林地，晚上
栖息在树上，被当地人称为“会上树的鸡”，
其肉质鲜美细嫩，目前“保亭什玲鸡”已通
过地理标志商标认证。此外，六弓鹅、黄
牛、山羊等也是保亭的特色畜禽。

保亭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保亭还将精心打造农业精品品
牌，继续加强“三品一标”认证和申报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推进热带农产品质
量品牌提升，培育发展一批本
土农产品、企业和区
域品牌。

数读保亭农业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南林村发展兰花
产业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加茂镇的商贩在装箱打包从
附近村庄收购来的瓜菜。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丹
采摘季活动吸引游客参加。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目前

3家 727家全县有

创建省级以上热作标准化示范园14个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1个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个
省休闲农业示范点10个

理顺机制
焕发农村新活力

近日，保亭响水镇合口村什栋村民
小组的黎家手工皂推向市场，消费者反
应良好。手工皂是合口村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的产业之一，为村民们提供了稳定
增收的产业依托。

为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提高村民生
活水平，2018年以来，保亭规划引领，重
点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全域旅
游、“美丽海南百镇千村”等产业在乡村
的发展，逐渐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
功能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布局。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对于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据了解，2018年保亭开展新
型职业农民培育培训9期，培训农民450
人，其中贫困村民250人。今年初，保亭
农业部门又推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项目
精准扶贫培训实施方案，努力为保亭未
来的农业发展提供更多技术人才。今年
6月，保亭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用
技术培训班走进该县各乡镇，为贫困群
众送去种植、养殖知识。

此外，保亭积极深化开展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工作；积极探索农村集体所有
制有效实现形式，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壮大；鼓励采用土地股份合作、土地托
管、土地信托、联耕联种、代耕代种等多
种方式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承包农户
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企业、合作社发展农
业产业化经营；培育壮大新型经营主体；
加快培育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化、规模化、组
织化、社会化、产业化水平。

保亭县委书记王昱正表示，下一步，
保亭将围绕“打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王
牌”的总目标，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和
精品农业，持续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精心
打造农业精品品牌，同时努力提高农业
附加值，培育规模化养殖小区和养殖大
户，提高农业产业化、规模化水平。

（本报保城9月24日电）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
红毛丹。本报记者 武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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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优结构
做强特色农业产业

底下流水潺潺，架子上一簇簇兰花
竞相开放，在蓝天白云映衬下更显美丽
动人。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23日在保
亭南林乡南林村的正方兰花基地见到的
场景。

“我们村山地多，耕地少，过去大伙
只能到外面打工。”回忆过去，南林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进英感慨良多，
守着绿水青山，村民收入水平却提不上
来。

后来南林村结合自身特色，找到了
种植兰花增收的路子。该村争取近130
万元扶持资金，建成12亩兰花大棚，采取

“党支部+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四方合
作运营模式带动基地发展。兰花这朵

“致富花”在南林村盛开。
“保亭山多地少，但拥有得天独厚的

生态和气候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
业才是保亭农业发展的出路。”保亭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保亭调整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狠抓冬季瓜菜、热带
水果、畜禽养殖等优势特色产业，全力推
进农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保亭着重突出了绿色生态的特点，
发展黄秋葵、苦瓜、茄子、朝天椒等为主
打的冬季瓜菜产业。“我种了近10亩的黄
秋葵，今年已卖出了8万多元。”响水镇合
口村村民陈武告说，种植黄秋葵、辣椒再
配合传统的槟榔、橡胶产业，越来越多村
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种植面积达到2.3万亩的红毛丹，更
将品牌的效应延伸到了农业产业之外。
保亭连续多年举办乡村旅游红毛丹采摘
季活动，以红毛丹产业为支点，全面整合
采摘、餐饮、住宿、景区、温泉酒店等资
源，助推果园基地信息化、电商化建设，
拓宽果园销售渠道，“互联网+旅游+农
业”的旅游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农业易受自然灾害与市场价格的影
响，为了增强农民地域风险的能力，保亭
作出许多探索。

保亭积极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等
科研机构开展联防共治工作，投入财政
资金546万元，建设槟榔黄化性症状防控
示范基地1910亩，开展槟榔黄化性症状
防控工作。

针对橡胶价格低迷的情况，保亭与
上海期货交易所合作，推出橡胶“保
险+期货”金融服务，承保橡胶面积约
9.2万亩，较好解决了橡胶“价贱伤农”
问题；同时，投入 376.7 万元为全县
4530 户胶农购买橡胶价格保险，为保
障胶农收入加上“双保险”，帮助胶农应
对市场风险。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六弓乡的黄金百香果。
通讯员 黄光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