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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交会上，绿色产品销售火；海南农业，绿色发展效益高

绿字兴农 红利倍增

菠萝蜜玩转产业链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记者邓钰）“没想

到菠萝蜜还有这么多种吃法。”12月 15日，在
2019 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市民林芳在热带
水果展台，品尝了菠萝蜜果干、果浆和果粒后
惊喜地说。

据了解，这系列菠萝蜜产品皆是海南农垦南
金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金农场公司）带来
的。“我们这次带来了菠萝蜜、芒果、红心芭乐等多
种水果的果干、果脯、果酱和果浆等十余款产品。”
南金农场公司职工程则淦介绍，该公司种有6300
余亩菠萝蜜、2300余亩蜜柚以及莲雾、火龙果和
红心芭乐等热带水果，种植规模效益已初步显现，
并致力于探索热带水果深加工产业，为特色种植
产业发展添“蜜”意。

“我最喜欢的是菠萝蜜果浆调配的果汁。”林
芳说，现场的菠萝蜜果汁添加了鲜奶、菠萝蜜果
粒和红柚果粒，馥郁可口，且天然健康，富有营
养价值。

“产品多样化后，销路也进一步扩宽了。在这
次冬交会上，不少企业来和我们洽谈合作。”程则
淦表示，过去，公司只能将鲜果卖给收购商。如
今，各类旅游景区和食品加工企业也成为南金的
采购商，“果干、果酱是人气十足的旅游伴手礼，果
浆是制作各类饮品的绝佳原料，果粒能成为月饼、
冰淇淋等食品的原材料……”

据介绍，南金农场公司目前已逐步建立起集
生产、冷藏、加工、物流、销售等为一体的热带水果
产业链条，开发出十余种深加工产品，接下来将利
用冬交会参展经验，对标市场需求，进一步研发果
类深加工产品。

海棠果试水化妆品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傅人意 陈雪

怡）你认识海棠果吗？《红色娘子军》里主角吴琼花
被关在禁闭室时就是利用海棠果来点灯。如今，
海棠果不仅停留在影视剧和老海南人的记忆里，
还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2019年冬交会上。

12月15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冬交会琼
海馆，一排用海棠果深加工制作而成的精油、手工
皂、护肤霜吸引了市民游客的目光。

琼崖海樘生物科技总经理代玉宝介绍，海棠
木很久以前就在海南广为种植，其果子是少见的
圆球核果，约有脚拇指般大小，里头的圆木核形似
弹珠。

“我是海南女婿，我太太告诉我，小时候她还
拿海棠果来玩打弹珠的游戏！我通过查阅资料发
现，海棠果可入药、为材、榨油，就像槟榔、椰子、诺
丽果一样。我也在其中发现了商机。”代玉宝说，
该公司的海棠果深加工产品仍处在市场试水阶
段，“希望能把海南这种土生土长的好东西再开发
起来，做成伴手礼。”

在三沙展馆，以海南沉香为原料深加工成的
蒸汽眼罩、洗面奶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娜古
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杨锦玲说，目前该公司已
经利用沉香开发出30多种产品，产品非常受年轻
人欢迎，古代“一片万钱”的海南沉香以新的方式，
走进寻常百姓家。

■ 本报记者 傅人意 陈雪怡 邓钰

戴上VR眼镜，就可身临其境体
验海口美丽乡村美景；新鲜的椰子
水，通过新技术深加工可以保鲜60
天，且不改变口感；扫一扫二维码，就
可知道一个橙子的“前世今生”……
12月15日，2019年冬交会进入第4
天，一拨农业“黑科技”亮相冬交会，
让参展市民游客切身体会到科技助
力下的海南农业发展新动向。

“戴上VR眼镜，感觉就像在橄
榄园里散步，我差点用手去抓小橄榄

吃了！”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冬交会
海口馆，12岁的陈莹莹正在体验VR
海口美丽乡村游。大屏幕上出现了
海口冯塘绿园里一片翠绿的橄榄园、
一条雨后潮湿的石板路、一排木式民
宿，让人想把脚步慢下来。

海南森景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温新宇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该套设备覆盖海口29个美丽乡
村，全景展示美丽乡村村容村貌、土
地资源等。

在文昌馆，“文昌椰子”的展示牌
格外醒目。“这是纯椰子水经过新技

术加工制作而成的，口感好，无添加，
请您品尝一下。”海南欧耶生态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欧莱东拿着一瓶瓶
装椰子水吆喝。他介绍，海南椰青市
场目前存在两个痛点，一是椰青非常
受市场欢迎，但是笨重不方便携带。
二是现有技术在进行椰子水加工时，
利用高温灭菌技术，容易破坏椰子自
身营养成分，“我们利用HPP超高压
冷杀菌锁鲜保鲜技术克服了上述难
题，让椰子水更便于携带、更安全、保
质期可达60天。”

欧莱东介绍，由于椰青的椰肉鲜

嫩，椰子食品深加工企业一般不收
购，目前市场对椰青的利用不够充
分，该项技术进一步拉长椰青加工产
业链。目前企业已经开发出三种产
品，目标客户主要面向中高档饭店、
白领人群等。“冬交会上有20家企业
有意向和我们合作，广西柳州望旺食
品超市当场和我们下了3000件订
单，已经到账！”

冬交会上“黑科技”的出现，不仅
让参展者感受到“好玩”“好吃”，更让
人感受到科技助力下的海南农业更
安全、更健康。

在海南农垦，前来参展的市民游
客对一棵身上贴满着“二维码”的橙
子树充满好奇。“这是真的橙子树。
您只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追溯橙
子的生长过程。您看，橙子采摘时间
是2019年 12月10日，上面还显示
温度、湿度和农事记录。”金垦赛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王立波说。

王立波介绍，农产品实现二维码
溯源，能让消费者吃得放心，让采购
商快速找到农民，并且还可以倒逼海
南农业在多领域实现标准化生产。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计
思佳）“这个芽苗菜是怎么种出来的？
长势真好！”12月15日上午，走进海
南国际会展中心冬交会海口馆，儋州
市民李世国的目光立马就被馆中央一
排排绿油油的芽苗菜所吸引。

让李世国眼前一亮的是海南星
农夫生态科技有限公司用蚯蚓粪肥
种出的芽苗菜。该公司创始人苏剑
程介绍，该公司2013年开始从事蚯
蚓养殖，并用生产出的蚯蚓有机肥
帮助农户进行土壤改良。去年 10

月，公司在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福
安村租用了 8亩橡胶林地，一边进
行林下蚯蚓养殖，一边用蚯蚓粪有
机肥种植芽苗菜，还带动了当地20
户农户就业。

苏剑程说，芽苗菜也就是人们常
说的豆芽，过去多是水培种植，不仅营
养源有限，且容易滋生细菌，造成芽菜
腐烂。所以，很多农户种植的时候，会
在水中添加杀菌剂和化肥。有的农户
为了促使其快速生长，还会使用药物
催熟。

而用蚯蚓粪作为基质，能够为芽
苗菜种子发芽及生长提供充足营养，
可抑制有害菌繁殖，减少病害的发
生。在提高品质与产量的同时，蚯蚓
粪肥还能增加芽苗菜蛋白质、氨基酸、
维生素和糖含量，使其营养更丰富，口
感更清甜自然。

“芽苗菜收割后，因蚯蚓粪基质中
残留有芽菜残根，还可以重新投放回
去给蚯蚓取食，达到了循环使用，整个
生产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废弃物，真正
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双赢。”苏剑

程说，一开始做芽苗菜项目，只是想获
得更多现金流，以支撑土壤改良事业，

“没想到，我们的芽苗菜上市后非常受
欢迎。这次冬交会，盒马鲜生、拾味馆
等高端生鲜、餐饮企业也向我们表达
了合作意向。”

李世国在儋州经营一个农庄，包
含餐饮、乡村旅游等多个项目。听完
苏剑程的介绍，他非常兴奋，当场互相
加了微信。“上汤豆苗、芽菜蛋饼、清炒
豆苗都是餐馆里‘点单率’非常高的
菜。用蚯蚓粪种出的芽苗菜，绿色健

康，肯定会受到顾客的喜爱。”
本次冬交会也为苏剑程拓宽了

思路。除了芽苗菜，该公司还带来
了芽苗菜种植盒，配有蚯蚓粪有机
肥和种子。“后者也很受欢迎，很多
客人买来当作盆栽种在家里。还有
老师计划买几盒放在教室里，让学
生观察、记录芽苗菜的生长全过
程。”苏剑程说，这次冬交会让他感
受到，蚯蚓粪种出芽苗菜好吃又好
看，食用性和观赏性并存，“未来的
市场空间非常广阔”！

蚯蚓粪种植的芽苗菜走俏冬交会，盒马鲜生、拾味馆等生鲜、餐饮企业表达合作意向

生态豆芽收到高端市场“入场券”

戴上VR眼镜游览海口美丽乡村、扫码知晓橙子“前世今生”……

植入“科技芯”农业得人心

香胡椒脱皮有新招
本报海口12月 15日讯（记者邓钰）“来闻

一闻，说说这两款白胡椒籽有什么区别。”12
月 15 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冬交会海南农
垦馆昌农胡椒展区，海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昌农场公司）销售部经理符浩举
着两小袋胡椒籽，邀请前来选购产品的市民游
客品闻体验。

“左边那袋胡椒籽辛香味很浓，右边那袋有点
熏人。”市民李欣仔细闻过两袋胡椒籽后，说出了
结论。她还发现两种胡椒籽颜色也有区别，左边
袋子里颜色更白、杂质更少。

“左边这袋是我们今年推出的新品香胡椒，右
边则是传统白胡椒。其实两款胡椒原材料相同，
区别在于工艺。”符浩介绍，今年5月开始，东昌农
场公司投入500余万元，与云南一企业合作研发
环保型胡椒加工技术，引入新式机械自动化生产
线，以新工艺生产胡椒，并尝试面向市场推出新
品。“由于新式工艺生产的胡椒籽辛香浓郁，气味
芬芳，所以命名为香胡椒。”

采用新式工艺加工的胡椒籽，不仅气味改变，
在品质和环保价值上也更胜一筹。

“加工胡椒，脱皮是一大难题。”符浩解释，长
期以来，椒农惯于采用传统工艺脱皮，先将胡椒
放入水中浸泡10日至15日，待其水沤发酵后逐
渐脱皮，随后将其放入河中，以水流浸泡冲刷彻
底去皮，“如此加工，不仅产品存在熏臭味，还易
污染水源。”

据介绍，随着新式工艺的采用，职工可直接利
用机械自动化生产线，只需五六小时便完成胡椒
脱皮、烘干等工序，不产生污水，还可集中回收椒
皮进行环保处理，且加工过程中，最大限度减少了
杂质残留，保留胡椒碱成分，使得胡椒更具清香和
营养价值。

胡椒加工，由耗时变高效，由污染变环保；胡
椒加工产品，由熏人变辛香……这正是东昌农场
公司不断提升环保理念和科技意识的成果。

目前，该公司已利用新式机械自动化生产线
生产近140吨胡椒产品，打上“香胡椒”包装推
向市场，受到各地客商和消费者的认可，“在冬
交会上，消费者购买香胡椒的积极性很高，让我
们相信改变胡椒加工技术是个正确的选择。”

12月15日，在冬交会文昌馆，两位小朋友在品尝经过新技术加工制
作而成的椰子水。

■ 本报记者 陈雪怡 傅人意

红棕的稻米、金黄的椰子、灰白的
鸭蛋……12月15日，在2019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上，五颜六色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让人
眼花缭乱。然而，有细心市民“找到”
了它们的共同颜色——绿色。

“都是绿色产品啊！看，这个写
着‘原生态种植’，那个注明‘绿色无公
害’。”市民田小英平时注重养生，“对
产品打不打农药？用什么化肥这些比
较上心，尽量选择购买绿色原生态的
产品，吃得健康也放心！”

绿色产品
蔬菜“喝”泉水，芒果“吃”海鲜

“我们自己吃过的一些产品，包括
五指山高山蔬菜、儋州跑海鸭蛋等，感
觉都挺不错的。”聊到绿色农产品，田
小英便忍不住打开了话匣子，她一边
说着，一边晃了晃刚买的高山蔬菜和
跑海鸭蛋，“展示”自己支持绿色农产
品的实际行动。

在田小英身后的五指山高山蔬菜
展柜前，有不少市民游客也被这来自
生态山区的绿色产品吸引了目光。“五
指山高山蔬菜种植基地海拔均在500
米以上。蔬菜主要用山泉水浇灌，种
植过程严格按照有机农产品种植要求
进行田间管理，因此高山蔬菜颜色亮、
口感好，且富含多种营养物质。”展位
工作人员介绍。

而儋州跑海鸭蛋，“则是通过‘鸭
粪下田、谷物饲养’种养相结合的生
态循环农业方式生产，营养价值很
高，每100克蛋中含有卵磷脂4056
毫克，比100克牛奶所含卵磷脂高50
倍。”儋州逢秋瓜菜专业合作社相关
负责人说。

蔬菜“喝”泉水，芒果“吃”海鲜。
在三亚市崖州区梅东村芙蓉岭有一个
芒果园，该果园负责人、海南凯治实业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英治将烂鱼、
烂虾与生物菌混合发酵3个月，制成
动物蛋白肥，用“海鲜”来“喂”芒果；同
时，又探索将草木灰水与具有杀虫功
效的苦楝叶混合熬制，加以生物菌发
酵1个月，制成“杀虫中药”。

这样种植出来的芒果，更加香甜
可口，最高能卖到100元/个，是市场
平均价格的10余倍。

火红效益
产品越“绿”，效益越“红”

一天卖出近千瓶——在冬交会的
市县展馆，几乎人手一瓶的“网红饮
品”，不是奶茶，而是黄皮甘蔗汁。海
口市民赵婷的微信朋友圈写道：“心痒
痒好几天，今天来打卡！‘网红饮品’黄
皮甘蔗汁清甜爽口，比奶茶好喝！”

实际上，这款“网红饮品”也是绿
色产品。东方市来堪农民休闲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吉家恒说：“在黄
皮甘蔗种植过程中，用的都是生物农
药和以花生为原料的有机化肥，确保
种植原生态、产品无公害，因此顾客反
馈不错、销量也很红火。”

对于产品越“绿”，效益越“红”这
一点，白沙五里路茶叶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符小芳也坚信不疑，“有机茶健
康、无污染、无农药残留，价格能达到
普通茶叶的10倍以上，私人订制的高

端茶叶最高能卖到5000元/斤。”
“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需

求的提升，是绿色农产品能带来红
火好效益的关键所在。”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琼中绿橙协会理事袁平
说，该协会正在从控制优化农药化
肥、生物除虫等方面着手，推进琼中
绿橙严格按照绿色有机农产品标准
要求进行种植管理，力促琼中绿橙
向更“绿”发展。

五彩未来
绿色发展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绿色产品+火红效益=五彩未
来”，澄迈福橙在用行动核算这个“公
式”——在测土配方施肥、绿色有机种
植的基础上，澄迈县福橙科学研究所
修建了20亩高标准育苗网棚，集中力
量培育福橙无病种苗，积极引导种植
户栽种无病种苗。

“对于申领无病种苗者，澄迈对其
土壤类型、水源、选址、用肥等，均有严
格要求，目的是保证对福橙的标准化
生产管控。”澄迈县热作局局长王业科

介绍，黄龙病对福橙树生长、产量等，
影响较大。“通过无病种苗有效防控黄
龙病，实现绿色生产，对于提升福橙产
业体量有积极作用，最终受益的还是
农户。”

农产品的“鲜绿”，也让海南农业
“更绿”。农业农村部等八部委近期公
布，经地方组织申请、省级择优遴选、
部委复核确认，已评估确定第二批41
个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海南省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在列，是继
浙江省之后第二个整省创建的国家农
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近年来，我省通过稳步推进高标准
农田建设、落实化肥农药减施措施、大
力推进秸秆综合利用、着力实施农膜回
收计划、建设生态农业品牌、提升绿色
供给能力等，深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

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接下来，我省将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
先行区为重要平台，引领面上农业的
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同时，通过推
进农业绿色发展，力促实现农业增效、
农村增美、农民增收的“五彩未来”。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

12月15日，在冬交会海口馆，一位小男孩戴着VR眼镜，身临其境感受海口美丽乡村的民俗风貌。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12月15日，在冬交会海南农垦馆，顾客用手机扫描橙子上的二维码，
可以查看橙子的生长土壤温湿度、PH值、空气温湿度等数十项数据。

探 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