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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海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打造特色农业品牌

品牌百花齐放 硕果百姓共享

农业产业化、品牌化，最终目的是
惠民利民。近两年来，琼海市将产业扶
贫作为脱贫攻坚的关键举措，在帮助贫
困户发展槟榔、橡胶、土鸡、肉猪等传统
农业的基础上，加大产业扶持力度，支
持发展花卉、灵芝、沉香种植，以及黑山
羊、特种野猪养殖和粽子生产、苗绣加
工、光伏发电等产业，逐步探索出多渠
道、多元化的产业扶贫模式。

“以前从没想过在家门口也能上
班。”在琼海市嘉积镇脱贫攻坚黄崖

灵芝蘑菇种苗培育示范基地内，黄崖
村村民梁英仔细检查一排排整齐的
圆柱形菌包，她乐呵呵地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这个基地是琼海市今年将扶贫与
产业结合的有效尝试之一。在琼海市
委、市政府引导下，黄崖村与海南益芝
祥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引导村民
利用槟榔园、橡胶园里的林下空闲地
发展菌类种植。“自从咱们村里引进新
产业以后，给村民们带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好了起来！”
嘉积镇黄崖村委会主任卢传江说。

像黄崖村这样的村子，在琼海还
有很多。数据显示，琼海市目前已实
现贫困户产业发展“五带动，全覆盖”，
全市共有47家带动贫困户的经营主
体，联结带动全市贫困户 3181 户、
11725人。

此外，琼海市还在全市创建了
10个特色产业扶贫示范村，打造25
个特色扶贫农产品，建设了13个特

色产业扶贫基地，塑造了6个庭院经
济扶贫示范村，扶贫特色产业进一步
发展壮大。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
将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围绕现有特色
优势产业的培育壮大，加大扶持力度，
发挥产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助力贫困
群众脱贫摘帽，让广大农民都能共享
发展红利，真正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

丰产又丰收

火红辣椒
让农民日子更红火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记者袁宇）又到了
冬季瓜菜上市季节。12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
从琼海市潭门镇了解到，今年该镇辣椒长势喜
人，辣椒收购价约每公斤2元，每亩辣椒收入预
计能达到5000元。火红辣椒产业让农民的日子
更红火。

12月14日10时许，潭门镇北埇村村民黄强
运着自家刚采摘下来的辣椒，来到位于潭门镇墟
的一家辣椒收购点。因为今年辣椒市场价格较
好，需求量大，还没等青椒变红椒，黄强就迫不及
待采摘出售了。

“我今天带了200公斤辣椒来卖，不一会就卖
光了。”黄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今年天气比较暖
和，辣椒的长势不错。

在潭门镇墟一处辣椒收购点前，记者看到，
一辆辆农用车满载新鲜的辣椒前来售卖，在收
购点分拣台上，色泽鲜亮的辣椒被均匀地分装、
打包。这些辣椒将运往北京、长沙等内地城市
销售。

湖南长沙人吴峻今年来海南收购辣椒，他表
示，海南辣椒外形好看、口感绝佳，是冬季瓜菜最
优良的品种之一，“而且海南的辣椒相对内地有气
候优势和品质优势，一直广受消费者喜爱。”

辣椒高产、价优，也令农民笑逐颜开。家住潭
门镇金鸡村的吴家乐今年种植了12亩辣椒。今
年他家的辣椒也迎来大丰收，每亩辣椒产量也超
过2500公斤。“按照现在的收购价格，全部收完后
能挣五六万元。生活越来越好。”捧着沉甸甸的辣
椒，吴家乐乐呵呵地说。

此外，辣椒产业也是潭门镇菜农冬季收入的
重要经济来源。潭门镇农业服务中心助理农艺师
林漫介绍，该镇今年共种植冬季瓜菜1.4万亩，其
中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2万亩。今年气候条件
好，全镇辣椒的生长势头良好，产量普遍高于去
年，而且辣椒的市场收购价格也较高。

■ 本报记者 袁宇

“原生态大米，品质有保证”“给
我来3包”“我要订购5包”……12月
16日上午，在冬交会琼海展馆现场，
来自琼海的扶贫产品——琼海忠锐
生态大米受到消费者青睐，展位前围
满了购买生态大米的顾客。截至12
月16日9时，琼海忠锐生态大米在冬
交会现场售出近8000包，成交额达
到20余万元。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冬交会上

的忠锐生态大米有2种包装，分别是5
公斤装与1公斤装，满足消费者的不
同需求。

“这次参加冬交会令我们信心倍
增。”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忠告诉记者，此前忠锐生态大
米虽然一直蝉联海南爱心扶贫消费
网销量榜榜首，但都以省内市场为
主，“这次参加冬交会，我们收到了来
自北京一家企业的订单，我们将为对
方供应1.6万包大米，订单额价值50
多万元。这也是咱们生态大米品牌

走出海南的第一步。”
李忠说，琼海忠锐生态大米目前

已经注册了商标，已经走上品牌化发
展道路，下一步要做的就是扩大市
场，把品牌做大做强，“我们计划在全
省各个市县设立忠锐生态大米销售
点，让更多消费者能够便捷地购买到
产自琼海的优质生态大米。”

琼海忠锐生态大米是琼海当地
的知名农产品，通过收购当地农民
生产的绿色稻米，加工打磨后进行
销售。自绿色健康的生态大米登上

海南爱心扶贫网平台后，便一直占
据销量榜单前列，并于近期连续蝉
联销量榜单榜首，成为著名的“爆款”
产品。

据了解，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自2016年底积极参与脱贫攻坚工作，
目前已经帮扶238户贫困户、268户低
保户，每年为他们分红共计15万元。

“我们从农户手中收购稻谷，帮
他烘干、加工，再经过包装销售，最后
销售利润中的8%用来分红。”李忠表
示，目前该企业已经吸纳了120名贫

困劳动力就业，下一步会继续做大产
业，为更多贫困群众带来收入。

据介绍，琼海忠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目前除了主打生态大米产品外，
还建立起槟榔加工区、冷藏库、冬季
瓜菜交易区以及辣椒加工厂，产品线
越来越丰富。“我们也会继续按市场
价回收贫困群众的生态大米、土鸡
蛋、胡椒、辣椒酱、萝卜干等农产品，
统一包装加工后销售，打成品牌推向
全国各地，助力脱贫攻坚。”李忠说。

（本报海口12月16日讯）

“吸睛”又吸金

琼海产品
斩获3.64亿元订单

本报嘉积12月16日电（记者袁宇）12月16
日，海南冬交会落下帷幕。海南日报记者从琼海
市政府相关部门获悉，在本届冬交会中，琼海展馆
共有22宗产品订单签约，签约金额达到3.64亿
元，另有57宗意向订单签约。

据介绍，今年冬交会，琼海市共组织了34家
企业及13个镇（区）参展，展出的产品涉及优新瓜
果菜，莲雾、柠檬、榴莲蜜等高效热带水果以及特
色热作产品，收获大量关注，体现了该市近年来农
业调结构、转方式、创品牌的发展思路和成果。

在12月12日冬交会开幕当天，琼海共有22
宗产品订单签约，签约金额3.6亿元，其中展馆现
场签下价值8760万元的订单，另有意向订单57
个。其中4宗大型购销订单分别是海南传味番鸭
养殖有限公司和海南山大王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签
订20万只嘉积鸭购销合同，签约金额3360万元；
琼海大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海南山大王绿色食
品有限公司签订50万只肉鸡购销合同，签约金额
3400万元；潜江市昌贵水产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
海南鳌龙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小龙虾、克氏原
鳌虾购销合同，签约金额2000万元；琼海大甲农
业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优质柚子购销订单，订单金额400万元。

琼海大甲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志云表
示，签订协议之后，公司将继续从源头抓起、严格
管理，并从技术上、生产上对产品的品质再优化、
再提升，“确保我们的产品明年有一个新的突破。”

据介绍，今年琼海油茶获得农业农村部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证，琼海油茶摆在了展馆门口最显
眼的位置，浓郁飘香的味道吸引不少游客抢购。
除了油茶，琼海海藻地瓜、生态猪肉同时获得“三
品一标”（即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
农产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列入省级绿色生态
食品行列，这些绿色生态食品在今年冬交会上也
备受瞩目。

生态又生财

琼海大米线上线下皆“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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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袁宇

“这里的水果和农
副产品种类丰富、品牌
响，都是内地市场上颇
受欢迎的产品。”12月
14日，在2019年中国
（海南）国际热带农产
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
称冬交会）现场，来自
河南的客商李献伟走
进琼海馆内，边走边
看，不时用手机记录下
自己看中的产品。

在今年冬交会上，
琼海市精心组织100多
种优质特色农产品参
展。榴莲蜜、五指柠檬、
番石榴等水果以及琼海
油茶、咸水鸭蛋、生态大
米等众多品牌农产品集
中亮相，吸引了不少像
李献伟这样的外地客商
前来洽谈合作。

百余种品牌农产品
在冬交会上的集中展
示，是琼海近年来坚持
调结构、转方式、创品牌
的发展思路，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
主线，不断推进农业品
牌化取得的显著成果。
数据显示，2018年琼海
全市农业增加值达到
87.66亿元，2019年全
市农业增加值预计将达
到91亿元，保持稳步增
长趋势。

数据显示，2019冬交会期间，琼
海共签约22宗产品订单，订单金额共
计达到3.64亿元。

“这离不开我们琼海知名优质农
产品在市场上的口碑与品牌影响力。”
琼海康联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符芳之
今年带来多种山柚油产品参加冬交
会，他说，自从2018年底，琼海油茶通
过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评审
后，极大促进了琼海山柚油产业发展，

“我们今年推出的很多产品，得到了大
量消费者的关注。”

油茶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
琼海农业品牌化战略的第一步。
2018年，琼海市委、市政府出台《琼海
市农产品品牌打造工作实施方案》，决
定在全市先行打造油茶、莲雾、胡椒、

嘉积鸭、温泉鹅等5个特色农产品品
牌，推动农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融合。

琼海选取油茶、莲雾、胡椒、嘉积
鸭、温泉鹅等基地各200亩列为示范
基地，进行重点扶持，以此提升农产品
品质，打造可复制的标准化基地，实行
标准化生产并逐步推广。

“一年多来，琼海农产品品牌创建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琼海市农业农
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琼海坚持打造
优质农产品，塑造有影响力的品牌，推
动热带高效农业做大做强。目前，琼
海市已有“三品一标”（即无公害农产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和农产品地理
标志）农产品19个，琼海番石榴、琼海
油茶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有3
个地理标志产品正在申请认证。”

打出好品牌，走出好
销路。今年9月份，琼海市打
造优质农产品展销中心，联结全
市农业品牌协会与其他行业协会，共
同搭建集农产品展销、招商、洽谈于一
体的购销合作平台，助力禽类、水果、
稻米、农副产品等多个品类农产品走
进更大市场。

“琼海番石榴不愁卖。”在琼海塔
洋镇水井下村，番石榴园中果树长势
良好，果园负责人陈光亮表示，琼海的
土壤、气候等适合番石榴生长，自从琼
海番石榴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后，
名气大增，市场更“热”，果园中的红心
番石榴往往刚成熟就被订完了。

在品牌加持下，琼海热带高效农
业发展迅速，莲雾、珍珠石榴、柠檬、榴

莲蜜
等 优

质高效水
果种植面积、

产量持续位列全省前
茅，全市热带作物总面积超过100万
亩，全市农业增加值逐年稳步增长。

琼海市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作
为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试验示范区
和中国首批农业对外合作示范区，
琼海将牢记使命，把建设农业对外
开放合作试验区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和农业走出去的重要抓手，在
国际交流合作中提升农产品加工水
平，进一步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打造
出更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激发
农业发展新活力。

“今年以来，我们从30多个油茶
品种中优选出10个，目前已经发现了
连续3年稳产、高产的优质品种。”琼
海市特聘油茶产业发展技术顾问冯纪
福透露，油茶选优和测定工作的进行，
将为琼海油茶产业发展提供优质种
苗，支撑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琼海油茶虽然获评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但其产业还处于初级阶段。为
推动油茶产业发展，琼海市进一步加
大科研开发力度，提升油茶产业科技
含量，引进专家组建油茶科研工作站，
通过科研站所指导基地专业化生产以
及产品深加工，并着手研究油茶深加
工产品。

琼海市热作服务中心副主任戴俊
介绍，目前琼海油茶产业已取得突破
性进展，不仅于去年底在琼海成立了
国家油茶科学中心热带试验站，还建
设了一批标准化油茶生产基地和本地
优良品种采穗圃。

据介绍，截至2018年底，琼海油
茶种植面积突破2.4万亩，年加工茶
油288吨，产值达3.6亿元。下一步琼
海将努力实现油茶产业年综合产值突
破10亿元，带动2万农户增收致富。

提升农业科技含量，是琼海市发
展绿色生态农业的重要举措之一。琼
海市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家
第一批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示范

区，琼海在全市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
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废弃农膜回
收、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绿色工程。

“我们公司以秸秆为原料生产菌
包和有机肥，年消耗秸秆50万吨。”在
海南益芝祥生态农业公司，一袋袋秸
秆进入生产线，产出一包包菌包和有
机肥，公司负责人邹汉亭说，琼海水田
16万亩，年产秸秆47万吨，“如此计
算，琼海全市的秸秆都不够用。”

“未来，秸秆将不再是困扰农民的
农业废弃物，也不再需要焚烧处理。”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市通过在大路镇、博鳌镇、潭门镇发
放秸秆腐熟剂，示范推广秸秆腐熟还

田技术，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秸秆的肥
料化利用。此外，该市还将通过PPP
模式开展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规模化
生物天然气项目。

此外，琼海还在全市建设化肥减
量增效示范片，推广使用高效低毒农
药和生物农药、诱虫色板等，在项目推
广区，每亩减少农药使用量 15%至
20%。

琼海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截至目前，琼海农产品质量安全合
格率达到99.9%。与此同时，在生态农
业的支撑下，琼海休闲农业取得长足发
展。截至2018年底，全市乡村旅游接
待人数198.1万人次，同比增长9.2%。

助力脱贫攻坚 产业强农惠民

提升科技含量 发展生态农业

精琢优质产品 打造知名品牌A

B

C

冬交会琼海展馆内，嘉宾们正在了解琼海特
色农产品。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宇 摄

➡ 市民游客在冬交会琼海馆内参观。⬆ 2019海南冬交会琼海展馆内人气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