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儋州特色农产品品牌

儋州鸡

儋州鸡放养于山林，在红土地和黑石头堆
里刨食，采食野果或追逐昆虫等。体躯短小，结
构紧凑，大部分鸡嘴有胡须，脚上长毛，野性强、
耐粗饲、抗病力强、合群性好。被列入海南地方
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名录。

儋州蜜柚

儋州蜜柚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含量几乎是
等重量苹果的8倍，肥厚表皮所含珍贵精油成分
是一般柑桔类水果的4倍左右，含有丰富天然果
胶和高纤维质。儋州蜜柚具有健胃、润肺、补血、
清肠、利便等功效，具有极佳的食疗功能。

儋州黄皮

儋州黄皮粒大颗圆，果肉饱满细腻，汁多味
甜籽少，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糖、有机酸及果
胶。果皮和果核都是入药良材，有生津止渴、消
食健胃、利尿消肿、行气止痛等功效，夏天吃黄
皮，果肉、果皮和果核嚼碎吞下，起到降火作用。

儋州红鱼干

红鱼体健身壮，肉厚刺少，肉质鲜美，蛋白
质含量高，营养丰富，被列为优质海产鱼类。品
质极佳的红鱼干是渔民在海上晒干的，红鱼被
捕捞上船后立即开膛去内脏，不经过盐腌制，红
鱼干呈金黄色，闻之香浓，吃之香甜。

光村沙虫

光村湾沙虫只有在平缓沙泥夹杂的海滩才
能生存，对水质要求极高，一旦海滩海水发生细
微的变化或者污染，沙虫便会大批死亡或逃离，
有“环境标志生物”之称。美味滋补，高血压或
湿症患者常吃沙虫有治疗效果。

儋州跑海鸭蛋

儋州跑海鸭蛋是在海边养殖的海鸭产的
蛋。潮落后涂滩滞留很多小鱼、小虾、小蟹、小
螺等，变成海鸭的美餐，使得海鸭体肥蛋多，蛋
黄晶红、味美鲜香。跑海鸭蛋营养丰富，含有卵
磷脂，能起到延缓衰老，软化、清理血管作用。

儋州香芋

儋州香芋味甜且香，芋头营养丰富，含有粗
蛋白、淀粉、多种维生素、较高的钙和无机盐等
多种成分，具有补气养肾、健脾胃、强身健体之
功效。芋头既是蔬菜，又是粮食，可熟食、干制
或制粉。

海头地瓜

海头地瓜选用高系14号地瓜，薯皮红色，
薯肉白色微黄，蒸熟后有板栗的香味。含有丰
富的糖质、维生素、矿物质、食物纤维等，丰富的
β-胡萝卜素，以及大量不易被消化酵素破坏的
纤维素和果胶，能刺激消化液分泌及肠胃蠕动，
是一种理想的减肥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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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通讯员 覃凯 丁子芹

儋州市兰洋镇番新村传统支柱产业
是橡胶，种植面积4700亩，近年来橡胶
价格低迷，村民弃割橡胶状况严重，但生
产特色农产品却获得成功。全村养殖
50亩的澳洲淡水龙虾，市场价1斤卖80
元，供不应求。村民王雄说：“很多村民
养殖淡水龙虾、豪猪、蜜蜂，收入大幅增
加。”截至12月10日，兰洋镇今年共投
入640万元，引导村民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大规模发展槟榔、益智、牛大力，以及
黑山羊、豪猪、中华蜂、澳洲淡水龙虾等
产业。

今年儋州市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布局
调整，出台《儋州市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
展规划（2019-2025）》，努力建设一批特
色农产品示范基地、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
基地、热带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基
地，争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示范区、全国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全力打
造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高地。尽管遭
受非洲猪瘟的冲击，但今年前三季度，儋
州农业总产值127.78亿元，扣除生猪产
值，同比增长4.7%。调整农业产业布局
出现喜人新气象：瓜果种植面积同比增长
35.7%；瓜果产量同比增长14.6%。

儋州市委书记袁光平说：“依托儋州

人口、区位、自然环境等优势，积极寻求
适合发展的现代农业项目，朝着高效发
展路子迈进，做大做优做强农业产业，打
响儋州鸡等特色农产品品牌，加大营销
力度，扩大生产规模，实现打基础、利长
远、增后劲的目的，推动儋州现代农业更
好地发展。”

推进项目建设
带动产业扶贫

儋州中和镇今年共投入922万元产
业扶贫资金，分别与海南金通农业开发
公司合作发展2100亩百香果园项目；与
海南林枫堂生态农业公司合作发展
1100亩热带水果项目，带领村民806户
4042人，走上脱贫致富奔小康之路。

“基地里百香果陆续成熟，10月底已
上市。”中和镇金通农业开发公司产业基地
负责人王有志说。海南日报记者近日看
到，一颗颗“黄金果”垂挂在叶间。水井村
村民李金带等41人在产业基地打工，每人
月工资3500元左右。

儋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洪武说：“引
进有资质的龙头企业，推动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实现产品提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打造儋州特色王牌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好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该市农业农村局加快推进农业项目

建设，包括5000亩金钻凤梨种植基地、中
和“花之旅”田园综合体、海头智能深海网
箱养殖等冬交会签约项目。加大项目招
商力度，引进一批东南亚水果品种，鼓励和
引导儋州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强强联合，聚
力开发农业项目，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结合乡村振兴，推进产业扶贫。儋州
今年重点打造3个以上特色产业扶贫基
地、3个以上庭院经济发展示范村，确保
贫困户产业覆盖率和有劳动能力且有劳
动意愿的农村低保对象产业帮扶面达到
100%；确保贫困户和有劳动能力且有劳
动意愿的农村低保对象产业帮扶全覆盖。

光村镇今年共投入扶贫资金323.94
万元发展有关产业，带动贫困户398户
1731人增收致富；投入95万元与海南贤
达农业开发公司合作发展百香果种植基
地；投入122.94万元与海南光村湾实业
公司合作发展沙虫养殖基地；还带领贫困
村民参与发展地瓜、三角梅、雪茄烟叶等
种植产业、跑海鸭等养殖产业。2016年
至今，全镇扶贫产业给贫困户分红达
402.97万元。

狠抓品牌建设
农业提质增效

在今年6月举办的2019第三届北
部湾（海南儋州）旅游美食博览会上，儋

州的特色品牌农产品大放光彩，得到国
内外游客的喜爱。光村沙虫、海头地
瓜、红鱼等，让游客赞不绝口。

儋州市政协副主席、市农业农村局
局长王凌融说：“切实抓好农产品品牌
创建，把农产品品牌打造作为提升特色
农业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手段，做好品牌
发展顶层设计，推进农产品品牌创建、
宣传推介、包装设计、品牌应用。”截至
目前，儋州完成无公害农产品认证18
家28个产品，绿色食品认证5家8个产
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 1 家 1 个产
品。重点打造儋州粽子、儋州红鱼、海
头地瓜、儋州鸡等9个省内外农业知名
品牌，“儋州鸡”“儋州红鱼干”“光村沙
虫”等11个农产品品牌已获准注册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数量排名全省第
一。目前正在打造海头地瓜和大成黄
皮品牌。

以特色农产品品牌推进农业提
质增效。儋州大成晶柚实验园精心
塑造大成水晶蜜柚品牌，200 亩地共
种植 4300 株柚子树，负责人侍伟军
说：“我们控制每棵树的柚子在 80个
左 右 ，保 证 每 个 柚 子 的 含 糖 量 在
10.5%以上，比一般柚子甜。”特色农
产品品牌带来高效益，这家实验园每
年获 200 万元纯利润。儋州今年热
带特色高效农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

比重提高到 75%以上；培育、支持农
业龙头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持续提
升农产品品质。

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是打造
特色农产品品牌的根底。儋州推行产
地准出和追溯管理，集中力量开展种
子、农药、肥料、兽药、饲料等重要农资
专项打假治理，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
农资“黑窝点”和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
行为。全年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达
98%以上，确保不发生重大农产品质量
安全事件。

促进产业融合
建设美丽乡村

今年11月17日，海南省旅文厅、儋
州市旅文局、兰洋镇政府举办儋州美丽
乡村扶贫采摘游，省内外300多名游客
到兰洋镇南罗村的七叶葡萄园采摘。
南罗村种植葡萄500亩，主要有七叶葡
萄和阳光玫瑰两个品种：七叶葡萄果粒
饱满、肉质鲜嫩、汁多味甜；阳光玫瑰香
中带甜，淡淡玫瑰清香味。村干部冯李
权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年四季七叶
葡萄园都有果子，全部被游客采摘完，
没有在市场卖的。”

以入选“全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先导区创建市县”为契机，推进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儋州探索旅
游与农业的融合，开发农业休闲度假、
文化创意、科普教育、农耕体验、共享农
庄等新型业态，促使农区变景区、田园
变公园、农品变商品。积极开展休闲农
业示范园创建活动，结合美丽乡村建
设，打造各类主题乡村旅游景点。大力
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今年建设的17个
美丽乡村已组织验收，其中五星级美丽
乡村5个，三星级美丽乡村3个，一星级
美丽乡村9个。据统计，全市已评定那
大镇洛南村等15个美丽乡村，其中五
星级美丽乡村3个、三星级美丽乡村5
个、一星级美丽乡村7个。3家共享农
庄获得省农业农村厅认定。今年重点
打造兰洋温泉康养特色小镇、白马井渔
港风情小镇、排浦滨海风情小镇等3个
特色产业小镇。

儋州大力发展粮食、水产、肉食、
山柚、蛋品等特色农产品加工业，提高
农产品及其加工副产物循环利用、全
值利用、梯次利用水平。引导加工企
业进驻王五农副产品加工与物流园
区，促进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鼓
励企业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增
强发展潜力和活力。加快发展“互联
网+现代农业”，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
和经营网络化。

（本报那大12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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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近两年来，儋州市引进龙头企业
开发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园，建设一批
热带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基地，大规模
发展特色优势品牌农产品。截至目
前，一批规模化农业产业园建成并发
挥效益。

该市中和镇2018年9月引进海
南金通农业开发公司，在水井岭村建
设面积2100亩的热带水果产业园，计

划投资1亿元。目前已种植沃柑450
亩、火龙果1400亩、百香果150亩。
采用百香果、火龙果、沃柑等果树相互
套种的模式，充分挖掘提高土地的产
能，将结构单一、产能低下的桉树林地
转变成高效热带水果种植基地。长期
雇用周边贫困村民100余名，每人每
天固定工资100元，每年获3万余元
收入，贫困户1年之内即可脱贫，普通
农户实现增收。

光村镇2010年9月引进海南建

恒哈瓦那雪茄公司，建设雪茄种植基
地，当年雪茄烟种植面积为1000亩，
到2012年种植面积已达3000亩。自
主培育雪茄烟品种80余种，所生产的
茄衣系列产品质量进入世界前列，填
补了我国高档雪茄烟叶长期依赖进口
的空白。目前，其生产的烟叶陆续出
口多米尼加、瑞士、洪都拉斯等多个国
家。公司将启动二期雪茄项目建设，
扩种烟叶种植面积至5000亩。

南辰农场2010年引进儋州牧春

绿色生态农业开发公司，建设菌草循
环产业推广示范基地。产业园规划总
面积2500亩，计划投资1.5亿元，由菌
草种苗繁育区、菌草现代农业生产区、
菌草林下扶贫示范区、菌草灵芝主题
观光区、菌草养殖示范区组成，利用菌
草技术打造全产业链型特色农业品
牌。直接和间接带动儋州的农户800
余户，直接合作农户户均年增收5万
元以上。科研成果巨菌草及绿洲一号
菌草，远销国内外。

海头世界地瓜博览园总规划为
5000亩，第一期已种植3000亩，由海
南绿翠生态环境股份公司投资。与当
地农民合作种植面积为1400亩，由公
司提供种苗、技术以及销售平台，贫困
户进行种植，再根据市场价格回收或
保底收购。博览园将按照国家4A级
旅游景点标准建设，力争成为集地瓜
研究、科普博览教学、种植体验、深加
工、旅游观光休闲于一体的世界级地
瓜主题公园。（本报那大12月11日电）

儋州做大做强农业产业园：

龙头企业带来规模效益

■ 本报记者 刘袭 特约记者 李珂

今年6月底，儋州市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获农业农村部、财政部批准
创建。其立足特色热带资源禀赋和天
然橡胶战略性地位，着眼于推动现代
热带农业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热区
天然橡胶产业特色，主要突出以下建
设发展定位：

建设国家天然橡胶战略安全保障

基地。以保障我国天然橡胶供应安全
为目标，以增加胶农收入、增强天然橡
胶产业竞争力为核心，依靠科技进步，
转变增长方式，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
积极推广橡胶树新品种和新技术，实
现天然橡胶产业可持续发展。优化提
升天然橡胶加工布局，提高产品质量
和经济效益。把产业园建成我国保障
天然橡胶供给安全的重要生产基地。

建设胶园立体农业开发示范区。

发挥独特区位、丰富的作物资源、优越
的自然环境优势，大力发展推广胶园
林下经济，根据产业园内各地资源禀
赋，宜药则药、宜菜则菜、宜畜则畜、宜
果则果，推动林下产业向标准化、品牌
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提升
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打
造儋州特色的多元化立体高效胶园经
济模式，引领现代热带农业产业转型
升级。

建设全国三产融合示范区。以天
然橡胶为基础，大力发展林下特色产
品、农产品加工业和现代物流销售业，
打造热区特色休闲农旅文化产业，形
成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产业链条纵
深发展，现代高科技贯穿始终、农业附
加值最优的现代化三产融合发展先导
区。

建设乡村振兴典型样板。积极探
索产业园创建与乡村发展相辅相成、

共同发展的共生式发展模式，统筹规
划和推进产业园建设与周边乡村产业
转型升级、生态修复保护、基础设施建
设和公共社会事业发展，加强资源整
合，强化产业园的功能作用，主动对接
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工程，形成“以产
带园，以园带村，以村兴园”的发展格
局，建成以现代农业产业园创建驱动
引领乡村振兴的先行先试典范。

（本报那大12月11日电）

儋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建设全国三产融合示范区

近年，中和镇成功发展起三角梅产业。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雪茄烟叶种植产业已成光村镇知名品牌
农业。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游客在南丰镇和疋村采撷九品香莲。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百香果产业带动光村镇一批农户增收。
通讯员 羊文彪 摄

农户在打包儋州海头地瓜。
通讯员 黎有科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