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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31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
管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
目发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
作管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
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
控规DA2-29-05A和DA2-29-05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32622.70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32603.15平方米）。
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该宗地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其中：1.控规DA2-29-05A地块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20694.9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0682.48平方米）；2.控规DA2-29-05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
坐标系面积11927.74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1920.67平方米）。2019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三亚市东岸单元（三亚总部经济
及中央商务启动区）控规DA2-29-05A、DA2-29-05B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DA2-29-05A和DA2-29-05B地
块土地征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
费、青苗补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
开发利用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
净地出让的条件。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总部
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29-05A和DA2-29-05B地
块不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规划用地性质为零售商业用地
（用地代码：B11），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项目，属房
地产业中的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地块的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
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标。以上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
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协议内容的组成部
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后
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并
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容进行开发
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后，要严
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建成，
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人
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
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
比例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并在海南省有注册资本金不少于人民币100亿元的公司。因
该宗地毗邻东岸湿地公园，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具备大型城市湿地
公园的建设和运营管理经验，且具有国家4A级景区以上（含4A级景
区）项目的开发和运营管理经验。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
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东岸单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
城市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
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
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
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
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
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竞买人需缴
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32616万元整（该宗地评估价格的60%）。竞买
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的审查。竞买人竞
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其所缴纳的竞买保证金
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一次性缴纳土
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性缴纳完全
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期限不得
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让金的
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解除合
同，并由受让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年
11 月 2 日至2019年 11月 29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拍
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
公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
定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1 月 29
日17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
金后，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11 月 29 日17时30分
前确认其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
海南省政府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
该宗地挂牌时间为：2019年 11 月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2日11时30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
人报价，且报价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
人。2.在挂牌期限内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
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
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
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
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
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
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
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
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

室--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日

控规编号

DA2-29-05A
DA2-29-05B

合计

土地面积
（m2）

20694.96
11927.74
32622.70

用地规划
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
（用地代码：B11）

/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
用地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1.8

/

建筑高度（m）
≤24

/

建筑密度（%）
≤35

/

绿地率（%）
≥25

/

评估单价
（元/m2）
16663

/

评估总价
（万元）

34484.0119
19875.1932
54359.2051

规划指标

备注：控规DA2-29-05A、DA2-29-05B地块车位数均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地块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的联络线。

三亚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三自然资告字〔2019〕33号
根据三亚市总体规划、2019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和项目建设的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

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原国土资源部第39号令）《海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统一交易管
理办法》《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的意见》（琼府〔2018〕3号）《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产业项目发
展规划和用地保障的意见（试行）》（琼府〔2019〕13号）及《三亚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规范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工作管
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17〕248号）等有关规定，经三亚市人民政府批准，现将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及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和开发建设要求：（一）挂牌出让宗地基本情况：本次挂牌出让宗地位于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
控规DA2-46-01A和DA2-46-01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总面积28348.7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总面积28331.90平方米），
用地四至及界址坐标详见地块勘测定界图。具体情况如下：1. 控规DA2-46-01A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5006.14平方米（海
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4997.25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 B11）。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20%，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3001.23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999.45平方米），其他商务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面积12004.9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1997.80平方米）；2. 控规DA2-46-01B地块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13342.57平方米
（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3334.65平方米），规划用地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29/ B11）。其中，零售商业用地占20%，
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面积2668.51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2666.93平方米），其他商务用地占80%，CGCS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面积10674.06平方米（海南平面坐标系面积10667.72平方米）。2019年9月5日，三亚市人民政府以《关于东岸单元（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
务启动区）控规DA2-29-05A、DA2-29-05B等地块用地具备净地出让条件的证明》，证明控规DA2-46-01A和DA2-46-01B地块土地征
收及“两公告一登记”工作已完成。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政府已与被征地单位签订了《征用土地补偿协议书》，土地补偿款、安置补助费、青苗补
偿费和地上附着物等款项已支付到位，相关征地材料现存于吉阳区人民政府。目前地块上的附着物已清表、无法律经济纠纷、土地开发利用
规划条件明确、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地块周边可以满足施工建设所需的水、电供应，相关设备、机械可以进场施工。该宗地具备净地出让
的条件。经核查，该宗地概况及规划指标等情况详见下表：

根据《海南省建设用地出让控制指标（试行）》规定，鉴于三亚总部经
济及中央商务区东岸单元控规DA2-46-01A和DA2-46-01B地块不
在省级六类产业园区范围内，且用地规划性质为其他商务混合零售商业
用地（用地代码：B29/B11，比例8:2），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
商务区项目，属房地产业中的商务金融及零售商业用地，因此该地块的
投资强度指标为500万元/亩，年度产值和年度税收不设控制指标。以上
出让控制指标按规定列入《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属该
协议内容的组成部分。（二）开发建设要求：1.竞买人须在签订《挂牌出让
成交确认书》后现场与三亚市商务局签订《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
准入协议》，并严格按照《海南省产业项目发展和用地准入协议》约定内
容进行开发建设，否则将承担相关违约责任。2.竞得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后，要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和合同约定，及时动工兴建，并按合同约定期限
建成，若在规定的期限内不能建成，应向市人民政府申请延期。否则，市
人民政府将依法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3.该宗地项目建设须按省、市装
配式建筑有关政策要求执行。4.本次出让宗地项目建成后，建筑自持比
例不低于30%，自持部分不得对外整体或者分割销售。

二、竞买事项：（一）竞买人资格：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和其他组织（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均可申请参加竞买，申请人单独
申请，不接受联合申请。失信被执行人不得参加本次竞买。根据片区
产业规划发展的要求，该宗地拟用于建设三亚总部经济及中央商务区
项目，竞买人或其关联企业须与三亚市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并在三亚市注册完成结算区域总部，且须为中国A股上市公司。
同时竞买人须出具书面承诺：如竞得该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应参照
《东岸单元区域整体开发精细化城市设计导则》的相关要求开发建设。
具有下列行为的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得参加本次土地出让挂牌：1.在三亚
市范围有拖欠土地出让金行为，并未及时改正的；2.在三亚市有闲置土
地、违法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商品住房、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等违法行
为，并未及时纠正的。（二）报名参加竞买人须提交法人单位有效证明文
件、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及挂牌文件规定需要提交的其他
文件；委托他人办理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代理人的有效身份证
明文件。竞买人需缴纳竞买保证金人民币41752万元整（该宗地评估
价格的60%）。竞买人交保证金之前必须先通过挂牌出让竞买人资质
的审查。竞买人竞得该宗地使用权，签订《挂牌成交确认书》后，其所缴
纳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作受让宗地的成交价款。同时，竞得人须按《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期限支付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

一次性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应从土地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60日内一次
性缴纳完全部土地出让金；合同约定分期缴纳土地出让金的，分期缴纳
期限不得超过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首次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全部土地出
让金的50%。逾期未付清土地出让金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依法
解除合同，并由竞得人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三）竞买申请人可于2019
年 11 月 2 日至2019年11月 29 日到三亚市房产信息中心（海南南部
拍卖市场有限公司）或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
窗口（土地矿业权交易）咨询和购取《挂牌出让文件》（《挂牌文件》为本公
告组成部分），有意参加竞买的，应提交书面申请并按《挂牌文件》规定
办理相关手续。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 11 月 29 日17
时00分。经审核，申请人具备申请条件并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后，三
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在2019年 11 月 29 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
参加竞买资格。（四）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活动在海南省政府
会展楼二楼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土地交易厅进行。该宗地挂牌时
间为：2019年 11 月 22 日09时00分至2019年 12 月 2 日16时00
分。（五）确定竞得人原则：1.在挂牌期限内只有一个竞买人报价，且报价
不低于底价并符合竞买条件，确定该竞买人为竞得人。2.在挂牌期限内
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竞买人报价的，确定出价最高且不低于底价者为
竞得人，报价相同的，确定先提交报价单者为竞得人。3.在挂牌期限内
无人应价或者竞买人报价均低于底价或不符合其他条件的，不确定竞
得人。4.在挂牌期限截止前10分钟仍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竞买人要
求报价的，则对挂牌宗地进行现场竞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人。（六）本
次竞买活动进行现场书面报价，不接受电话、邮寄、电子、口头报价。（七）
成交价款不含各种税费（耕地占用税及相关税费由竞得人按规定缴
纳）。（八）其它事项：该宗地以现状土地条件挂牌出让。本次挂牌出让
事项如有变更，以届时变更公告为准。

联系电话：88364406 66529845 65303602
联系人：赵先生（13807527707）
地址：1.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三亚市房地产服务中心7楼7005室

——海南南部拍卖市场有限公司
2.海南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一楼受理大厅3号窗口

查询网址: http://www.landchina.com
http://www.ggzy.hi.gov.cn http://lr.hainan.gov.cn

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19年11月1日

控规编号

DA2-46-01A

DA2-46-01B

合计

土地面积
（m2）
3001.23
12004.91
2668.51
10674.06
28348.71

用地规划
性质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零售商业用地（用地代码：B11）
其他商务用地（用地代码：B29）

土地
用途

零售商业用地（20%）
商务金融用地（80%）
零售商业用地（20%）
商务金融用地（80%）

/

使用年限
（年）

40

/

容积率

≤3.5

/

建筑高度（m）

≤80

/

建筑密度（%）

≤40

/

绿地率（%）

≥25

/

评估单价
（元/m2）
26658
23320
28101
24444

/

评估总价
（万元）

8000.6789
27995.4501
7498.7800
26091.6723
69586.5813

规划指标

备注：控规DA2-46-01A、DA2-46-01B地块车位数均为1.0车位/100m2建筑面积，地下一层标高与周边地块保持一致，需预留与周边地块地下空间的联络线。

深秋时节，佳肴飘香。11月1日上
午，2019第四届海南美食文化节在名门
广场开幕，五指山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
育局组织了该市12家企业参展，五指山
红茶、五指山忧遁草、五指山五脚猪以及
五指山土蜂蜜、灵芝等山货纷纷亮相，备
受消费者青睐。

五脚猪肉质结实、鲜嫩爽口、味道
独特、多吃不腻；雷公根、百花菜等野菜
清热解毒、清香怡人……地处海南中部
山区的五指山是生态核心区，热带雨林
分布广泛，纯净的空气，清澈的水源，宜
人的气候，孕育了五指山原生态食材。

“五条腿的猪”“会冲浪的鱼”“不回家的
牛”以及“会上树的鸡”等都带有大自然
的“野性”。勤劳智慧、心灵手巧的黎
族、苗族同胞，还会利用当地食材制作
各种各样的小吃，如竹筒饭、鱼茶以及
三色饭等。

生态美食丰富多样

五指山海拔高、纬度低，热带雨林密
布，森林覆盖率达86.44%，这里光、热、
水资源丰富，年平均气温为22.4℃，年平
均降雨量为1690毫米，年平均日照时长
为2000小时左右。这里山清水秀，四季
如春，素享“天然氧吧”“南国夏宫”“海南
绿肺”的美誉。

五指山热带雨林面积超过10万公
顷，是全球仅存的几块保存最完好的热
带原始雨林之一。正是保存完好的生态
系统，给原生态食材提供了优越的生长
条件——

五指山五脚猪是当地未经改良的小
种猪。五脚猪的脚非常短小，个体不大，
嘴尖且长，平时用嘴拱土觅食，嘴不离
土，人们就认为它的嘴也是一只脚，故称
其为“五脚猪”。虽然五脚猪也是家猪，
可人们并不对其圈养，每日饲养2次至3
次后，便任其在外自由觅食和活动，因此
它的肉质结实，鲜嫩爽口，可用于白切或
下火锅，风味独特。在本届美食节，五指
山馆内的烤五脚猪更是吸引了许多消费
者的目光。

五指山蚂蚁鸡是当地少数民族在野

外放养的一种小种鸡，以蚂蚁、野虫、野
菜等为食物。因其体积娇小，故被本地
人形容成“蚂蚁鸡”。蚂蚁鸡一般在山场
树林之中放养，经过多代繁殖，逐渐成为
身材娇小、毛色光泽、皮薄肉嫩、骨酥皮
脆的优质鸡种，最大的蚂蚁鸡体重也不
超过2斤，鸡身多由瘦肉组成，骨硬肉
软，肉感类似鸟肉，香而甜，让人百吃不
腻。又由于蚂蚁鸡晚上基本都飞在树上
睡觉，所以当地人称其为“会上树的鸡”。

五指山野菜种类极为丰富。五指山
蒌叶在当地农村随处可见，其味辛、性
温，有温中散寒、祛风利湿、消肿止痛的
功能，对胃腹寒痛、风寒咳嗽等都能起到
一定的疗效。在五指山本地，山蒌叶常
用于煎蛋、熬汤、干煸肉类等。五指山雷
公根是一种黎族人经常食用的野菜，人
们将它与河里的小鱼虾或肉骨同煮，是

极为可口的佳肴。五指山树仔菜产自五
指山腹地，富含多种维生素、蛋白质和矿
物质，胡萝卜素和维生素B2含量是普通
蔬菜的10多倍，维生素C和蛋白质是普
通菜的45倍。由于其嫩梢细嫩多汁、味
道鲜美，营养价值又高，当地黎族、苗族
同胞取其嫩梢为菜，做法有炒食、煮食、
凉拌等。五指山百花菜是纯天然的绿色
无公害蔬菜，因其口感清爽，富含对人体
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具有清热解毒祛
风降湿、开胃健脾的功效，深受当地市民
和外来游客的喜爱。

五指山山脉地处北纬18度附近，加
之遍布原始森林，人口较为稀少，生态环
境保存较为完好，在热带雨林气候滋养
下，常年多雨，水量充沛，养分充足，特别
适合野生灵芝生长。野生灵芝属于温和
滋补品，可起到缓解疲劳、提高免疫力、

促进血液循环等多重功效，在烹饪中常
与其他食材一起熬汤，灵芝的药性融在
汤中，易于人体吸收，能滋补肺气，提高
免疫力。

五指山市曾举办市“十大名菜”评
选活动。最终，五指山五脚猪、五指山
蚂蚁鸡、南圣牛肉干、五指山灵芝汤、
五指山石鲮鱼、五指山小河鲜、五指山
小黄牛、五指山水满鸭、五指山鱼茶、
五指山野菜系列等被评为五指山市

“十大名菜”。

佳茗良药走出深山

好山好水出好茶。五指山野生茶
树分布广泛，当中主产地为五指山水满
乡的五指山红茶，被赋予了“琥珀汤，奶
蜜香”的独特品质，在清代曾被列为朝

廷贡品。
五指山红茶产区属典型的低纬度、

高海拔的热带海洋季风气候，这里冬无
严寒，夏无酷暑，冬春雾罩，夏秋云绕，每
年云雾天气多达200天以上，雨量充沛，
是海南最负盛名的优质产茶区，被誉为

“江河之源，盛产茶叶之地”。
五指山红茶以其入口回甘，韵味悠

长而深受消费者青睐，曾远销50多个国
家和地区。

目前，五指山茶叶种植面积近万
亩，成功培育了“椰仙”“峡谷红”“水
满香”“竹满红”“印象水满”“水满润
红”“品香园”“甘工红”等多个茶叶品
牌，并于2015年获得国家农业部农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登记，成为海南第三
个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的产品。

五指山忧遁草又被称为“接骨草”。
过去，当有人发生骨折、割伤时，黎族老
人习惯将忧遁草捣碎敷在创口，消炎效
果明显。近年来，人们将一株株野生的
五指山忧遁草从深山采出，在原生态的
环境下继续培育，让更多的人能够享受
到忧遁草带来的裨益。如今走进五指
山，在很多村落都能看到由忧遁草、山、
云构成的美妙画卷：在青山之中，雾气未
散，一株株忧遁草在白云底下旺盛生长，
这是五指山独有的韵味。

当下，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养
生保健市场的需求不断增长，五指山本
地的忧遁草企业也纷纷瞄准了这一市
场，将五指山忧遁草包装成鲜叶、干叶、
茶叶、粉剂、酵素等产品对外销售，备受
消费者青睐。

（本版策划、撰文/易建阳）

五指山原生态美食亮相2019第四届海南美食文化节

好山好水育佳肴 地道山货受青睐

⬅11月1日，第四届海南美食文化节在海口市名门广场举行，
市民在了解五指山馆的特色产品。 方山 摄

⬆图为精心烹制的白切、香煎五脚猪肉。
（易建阳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