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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佳飞 通讯员 王家专

又到橙黄橘绿时节，在澄迈县福
山镇、桥头镇一带的果园，硕果累累的
景象格外喜人。11月20日，正在果
园采摘福橙的68岁种植户孙玉林高
兴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自家果
园福橙丰收，不仅挂果面积大幅提升，
平均亩产量更是去年的好几倍。

更让澄迈人感到自豪的是：日前，
在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
上，中国农产品市场协会发布了中国
农业品牌目录，澄迈福橙、桥头地瓜榜
上有名，成为全国首批最具代表性的
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之一。

“澄迈好山好水好生态，农业品牌
是一张张靓丽的‘名片’。”澄迈县政府
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澄迈县一直
重视打造农业品牌，将一批批原本“养
在深闺人未识”的优质农产品推向市
场，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鼓起了农
民的腰包，更使得农业品牌成为推动
乡村振兴的一股重要力量。

强化科技支撑，筑牢发展基础

孙玉林原本是内地退休干部，因为
看中澄迈的水土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
境，几年前选择来到澄迈，当起了农民。

“这里的土壤富硒，种出的橙子不仅口感
好，而且绿色健康，对身体有益。”孙玉林
说。他的果园位于澄迈县桥头镇荣兴村

美鼎村民小组，面积约240亩，是澄迈福
橙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之一。

澄迈县福橙产销协会会长吴先忠
经常到各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作义务
技术指导。据吴先忠介绍，福橙是澄迈
县2003年从广东引进并培育成功的典
型热带橙类作物。但在种植之初，部分
果农“重栽轻管”，存在果园灌溉条件
差、果农普遍缺乏种植技术等难题，制
约了产业发展。为做大做强福橙产业，
2007年，澄迈县成立了集实验室、病虫
害研究室等于一体的福橙科学研究所，
制定了《福橙栽培技术规程》《福橙种
苗》《鲜福橙》等3项地方标准，统一种苗
培育和供应，推广标准化种植。

“种植福橙，农民最担心的是病虫
害。”吴先忠说，为破解病虫害难题，在
科研力量的支持下，近年来，他摸索出
了“二段栽培法”，即将易感染病虫害
的福橙幼苗集中在大棚中培育，进行
物理隔离，再将成熟无害、茁壮成长的
橙树移植进果园，这样既缩短了挂果
时限，提高了农户的经济效益，而且有
效地降低了病虫害的发生率。

如今，口感好、色泽佳、品质优的
澄迈福橙“身价”一跃而起，每到收获
的季节，吴先忠只要打开手机，订货的
电话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打进来，让他
应接不暇。

不止福橙，尝到科技兴农甜头的澄
迈县，曾先后与中国农科院、华南农业
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校签

订合作协议，成立了福橙科学研究所、
福山咖啡研究所、无核荔枝研究所、无
籽蜜柚研究所、桥头地瓜种植技术研究
所、柑橘研究所、陆侨诺丽果保健饮品
研究所、福牛养殖研究所、新华达白莲
鹅研究所等9家农业科研机构，为当地
农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树立商标意识，发力品牌农业

澄迈福橙、桥头地瓜、福山咖啡、无
籽蜜柚、白莲鹅……细数澄迈的品牌农
产品，可谓琳琅满目，各类贴上“富硒”

“长寿”标签的特色农产品，一经上市，
都成为深受消费者欢迎的“香馍馍”。

10多年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
的桥头地瓜，田头收购价只有几角钱
一斤。为谋生路，有农户悄悄拉去海
口售卖，效果也不理想。“2006年时，
我拉着一车地瓜到海口卖，每斤售价
4角钱，好几天才卖完，到头来还亏了
数千元。”种植户杨英春说，当时的桥
头地瓜品质也是上乘，但由于在消费
者心目中的辨识度不高，售价低迷。

变化始于2009年。当年，为鼓励
桥头地瓜走品牌化之路，澄迈县提出

“商标富农”战略，鼓励农户统一规范
化种植桥头地瓜，并组织成立产销协
会，对产品进行包装和营销。与此同
时，从城市返乡的大学生王文克组织
农民成立了合作社，并注册了“桥沙”
商标，产销桥头地瓜。后经大力宣传

推广，桥头地瓜的“身价”猛涨，甚至卖
过26元一斤的“天价”。

“酒香也怕巷子深！”王文克感慨
道，得益于澄迈县委、县政府实施的品
牌强农战略，如今，他的“桥沙”地瓜不
仅畅销内地，而且出口日本、德国、新
加坡等地，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在澄迈，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我
们相信，澄迈福橙、桥头地瓜入选中国
农业品牌名录只是一个开始，澄迈还有
许多富有品牌价值的特色农产品，已经
得到消费者的认可。”澄迈县热作局局
长王业科介绍，截至目前，澄迈全县有
效注册农产品商标达1027件，其中驰
名商标1件、国际商标2件、著名商标12
件，今年新增农产品商标25件。澄迈
福橙、福山咖啡、桥头地瓜、白莲鹅等7
种产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福
山咖啡入编《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大典》。

产业辐射带动，助力乡村振兴

走进桥头镇沙土村，一栋栋新式
楼房格外引人注目。“得益于品牌强农
战略，我们这里的农民生活越过越
好！”澄迈县桥头镇镇委书记沈新霞自
豪地告诉记者。据了解，桥头镇沙土
村共有1300多户5300余人，目前除
了4户家庭特殊情况外，其他人基本
全部脱贫，全村近95%的村民都住进
了新房，大家称之为“地瓜楼”。

原来的穷乡村变美了，农民的腰包

鼓了，辐射带动效应逐年显现。据统
计，目前桥头地瓜在全省建有8个示范
种植基地，扩种面积近8万亩，为乡村振
兴夯实了产业基础。

与此同时，每逢福橙采摘时节，一
拨拨游客涌进福山、桥头一带，搅热了
乡村旅游市场。“11月底到12月初，
是澄迈福橙品质最优、上市最集中的
时期。”澄迈县副县长徐伟松告诉记
者，为进一步打响澄迈福橙品牌，帮助
农户拓宽销售渠道，澄迈县政府计划
于11月下旬举办“澄迈福橙采摘节”，
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组织优质供应商
参会，力促农民增收。

连日来，在孙玉林的果园，每天都
有20余名工人在抓紧摘果和分级包
装。“我们一定会挑选出最好的产品回
馈消费者。”孙玉林说，无论是城市还
是农村，越来越多人已经感受到，农产
品的供给越来越丰富和多元化，人们
对品质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品牌农业
必须走健康绿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为此，他的果园始终坚持标准化的有
机种植，精细化的管理。

为进一步做精做强富硒品牌农
业，助力乡村振兴，澄迈县以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契机，加快高质量农
业示范园区建设。截至目前，澄迈全
县创建国家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5
个、省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17个，累
计新增热带特色水果种植面积逾1.66
万亩。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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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扎实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桥头地瓜等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

品牌金花朵朵 农民笑脸盈盈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我们从昨晚 7时开始打包福
橙，早上已运出100多箱。”11月19
日上午，在位于澄迈县福山镇的澄迈
桥头金福地瓜种植专业合作社，合作
社创始人温时悟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温时悟出生于澄迈县桥头镇沙
土村。自学生时代起，温时悟便开
始接触电商，如今，他已成为年销售
额突破 800 万元的农村电商创业
者，他的创业故事也为人们所津津
乐道。

时光回溯到2013年夏天，高考
完的温时悟在家尝试着做些小生
意。由于澄迈县大力扶持农业品牌，
桥头地瓜彼时已经名声在外，村里不
少农户当起地瓜收购商。看此情景，
温时悟便率先尝试在微信“朋友圈”
卖起了地瓜。

没过多久，温时悟成功卖出了20
箱地瓜，挣了400多元。尝到甜头后，
到海口上大学的温时悟一边忙学业，一
边利用课余时间继续在网上卖地瓜。
一年时间，他卖出了总价1万多元的地
瓜。“上大学期间，除了学费，我没跟父

母再要过钱，全靠自己的创业收入维持
生活。”说起这点，温时悟十分自豪。

得益于澄迈农产品的品牌效应，
温时悟的电商创业之路一帆风顺。
2014年，大学还未毕业的温时悟注
册成立澄迈桥头金福地瓜种植专业
合作社，拉动了20多户农户加入合
作社，共谋发展。

在一次福橙品牌交流会上，福橙
给温时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温时悟
立即赶到福山镇花场村参观考察，当
场下订单购买了500斤，并在3天内
销售一空。

在售卖农产品的过程中，细心的
温时悟还发现，福橙种植户卖出好的
商品果后，剩下的品相较差的非商品
果有时会被小摊贩以低价收走。

“一些小摊贩会拿这些福橙以次
充好，再卖给顾客，或者故意压低价格
卖出，造成市场价格混乱，最终伤害品
牌和农户。”温时悟说，为此，2018年，
他聘请了一支台湾的科研团队，尝试
探索农产品深加工，把非商品果重新
加工，制作成健康养生的产品，计划
2020年向市场推出。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

澄迈大学生温时悟返乡做农业电商，年销售额超800万元

瓜果“触电”带来“哇”声一片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泥鳅刚买来时不足一节指关节长，4个月就
长到了10多厘米长。”11月20日上午，在澄迈县
加乐镇德润村的泥鳅养殖试验基地，该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队长杨民一边带领海南日报记者观赏满
池塘活蹦乱跳的泥鳅，一边高兴地介绍，最近，这
批泥鳅在澄迈县举办的各类爱心扶贫集市上成为

“抢手货”，广受消费者青睐。
德润村下辖 8个自然村，有农户 462 户共

2282人。村民以种植槟榔、橡胶等热带传统经济
作物为主，因为经济效益不佳，村内许多土地成为
撂荒地。

“农民富不富，关键要看支部；村子强不强，关
键要看‘领头羊’。村集体经济就是产业的‘领头
羊’。”德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长杨民说，今年2
月，乡村振兴工作队入村了解情况之后，决定另改
思路，不再以发展传统产业为主，而是尝试帮助德
润村发展特色产业来壮大集体经济。

德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与村“两委”干部通过
发放问卷调查、挨家挨户走访、搜集村情民意和产
业项目筛选，最终把目标瞄准泥鳅养殖产业。“泥
鳅含有蛋白质、钙、铁、磷等十几种营养成分，有

‘水中人参’的美誉。”杨民介绍，泥鳅养殖技术简
单，也适宜在海南生长。

“刚开始，村民们思想一下子转变不过来，
不支持养泥鳅，怕有风险，不愿意出租鱼塘给村
委会。”德润村党支部书记王广武说，为取得村
民支持，他发动各村村民小组组长上门给村民
做思想工作，并与乡村振兴工作队商议，以“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组织村干部带头
养殖泥鳅，合作社中 16户贫困户享受年底分
红。其中，5名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还参与项
目建设、鱼塘打理，获得劳动收入。最终德润村
安常坡村民小组将村内的2个鱼塘出租给了德
润村委会。

6月初，杨民等人前往江苏省连云港市万
亩泥鳅养殖示范园进行实地考察，并现场学习
泥鳅养殖、疫情预防等相关技术。与此同时，德
润村委会利用政府扶持壮大集体经济的20万
元补贴资金，对鱼塘进行清淤、消毒、投放水草
等。不出1个月，200万尾泥鳅被投放到清理
好的水塘中。

除了每天安排一个农户专门饲养泥鳅，德
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和村“两委”干部们还轮
流巡逻，“水面有残余饲料，需要减少投料”“中
午阳光太强烈，则不要投食，避免泥鳅游出水面
晒伤”……德润村党支部书记王广武说，大家轮
流养殖泥鳅，总结出了一条条经验，都成了“土
专家”。

为了打开泥鳅销路，德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成员和村“两委”干部通过建立微信群，发动亲朋
好友购买泥鳅，并前往澄迈金江镇、加乐镇各餐饮
店推销。泥鳅上市不到一个月，销量达1000多
斤，获益3万余元。看到效益可观，不少村民自发
帮忙管理鱼塘，学习泥鳅养殖技术。

“等这批泥鳅全部上市，开拓出市场后，我们
将发动更多村民参与养殖泥鳅。”杨民说，尤其是
要把村内的闲余劳动力和撂荒地充分利用起来，
带动大家共同致富。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

澄迈北上推销瓜菜
签下9万吨订单，签约金额5.2亿元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咸瑜）日前，
澄迈县组织瓜菜考察团赴江西、北京考察瓜菜市
场，参加展销会，与客商洽谈对接，成功签下9万
吨瓜菜订单，签约金额5.2亿元。

考察期间，澄迈县考察团参加了在江西南昌
举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与参会
外地客商广泛洽谈对接，积极交流合作，达成了一
批合作意向。活动现场，澄迈福橙、白莲鹅、桥头
地瓜等富硒特色优质农产品悉数亮相，广受好
评。澄迈果菜运销协会与江西省华东方保香蕉农
产品有限公司签订了2万吨香蕉、2万吨瓜菜的销
售意向订单。

此后，澄迈考察团又奔赴北京新发地农产
品批发市场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北京新发地农
产品批发市场签下5万吨冬季瓜菜的购销意向
协议。

据了解，澄迈县今冬明春瓜菜种植面积24万
亩，总产量预计将达到53万吨，出岛量50万吨。

上海新华医院专家
到澄迈义诊

本报金江11月21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今年11月20日
是第 6个“1120中国心梗救治日”。
当天上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联合澄迈县人民医院，在澄
迈开展心梗救治义诊活动。

在义诊现场，来自上海新华医院、
澄迈县人民医院的8位专家、医生通
过义诊、发放健康手册和模型演示等
方式，提醒市民关注与预防心血管疾
病、普及急性心梗救治理念。

澄迈县人民医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医院2018年与上海新华医院结
为联盟医院，上海新华医院已分3批
共19人次安排专家到澄迈开展帮扶
工作。澄迈县人民医院胸痛中心目前
已完成硬件等配套设施建设，将通过
胸痛中心建设优化资源配置，为急性
心肌梗死等急危重症患者提供快速诊
疗通道。

强化禁毒宣传 增强防毒意识

澄迈师生赴戒毒所
开展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
楠）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日前，由
澄迈县教育局、共青团澄迈县委联
合举办的 2019 年澄迈县中学生远
离毒品教育活动在海南省仁兴强
制隔离戒毒所举行，来自澄迈县西
达中学七年级的200余名师生参加
活动。

在海南省仁兴强制隔离戒毒所，
学生们通过体验戒毒人员生活、参观
禁毒教育基地、戒毒人员现身说法等
形式，多方面地了解毒品的危害。在
讲解中，民警重点解说毒品的预防知
识，以及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巨
大危害，让学生们进一步增强防毒拒
毒意识。

澄迈德润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助村民发展集体经济

生态泥鳅鼓起农民腰包

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
保护学术研讨会澄迈举行
500余名专家学者到会交流研讨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叶上荣）近日，
第十五届全国野生动物生态与资源保护学术研讨
会在澄迈盈滨半岛举行。来自国内各高校、研究
所的500余名专家学者就我国兽类学、动物生态
学和保护生物学相关领域所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
进行交流和研讨。

会议为期2天，内容涉及“动物生态与行为”
“动物分类与系统演化”“动物对环境的生理适应”
“环境变化与动物种群生态学”“动物遗传与进化”
“灵长类生态、行为与进化”“种间关系与协同进
化”“野生动物监测与保护”“景观生态与栖息地保
护管理”等议题。

会议由中国生态学学会动物生态专业委员
会、中国动物学会兽类学分会、中国野生动物保护
协会科技委员会、国际动物学会和海南省动物学
会联合主办。

澄迈全县有效
注册农产品商标达

1027 件，其中驰名商标 1
件、国际商标2件、著名商标
12 件，今年新增农产品商
标25件

2

截至目前，澄
迈全县创建国家级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5个、省
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17
个，累计新增热带特色
水果种植面积逾

1.66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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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澄迈县桥头镇福橙标准化种植基地开始陆续采收福橙。 本报记者 苏晓杰 通讯员 王家专 摄

11 月 20 日
傍晚，山东队运
动员拉帆板上
岸，结束当日训
练。

据介绍，来
自山东、江苏、
辽宁等省十多
支帆船帆板队
近 200 名运动
员，在澄迈县盈
滨半岛扎营，进
行为期6个月的
冬季训练，备战
下一届全运会。

本报记者
苏晓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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