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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海南解放70周年大型系列专刊A09 解放 年 美好新海南

澄迈以品牌建设为抓手，发展热带富硒特色农业

富硒产业富口袋富硒产业富口袋

“阿婆，吃饭呐！”4
月22日中午，澄迈县桥
头镇木春村，坐在家门口
晒太阳的112岁“长寿明
星”符玉莲被孙媳妇叫起
来吃饭，她迈着不紧不慢
的步子，向屋内的餐桌走
去。“吃着富硒福地种出
来的瓜果蔬菜，加上政府
多方面的照顾，在澄迈，
像我家阿婆这样的长寿
老人很常见。”孙媳妇温
文强说。

海南解放70年，澄
迈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
镇变成了如今的农业大
县。近年来，澄迈县依托
富硒资源优势，打造长寿
品牌，大力发展热带富硒
特色农业，通过推动创建
特色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打造星级休闲农庄、打造
农业品牌等举措，加快传
统农业转型升级，促进农
民多渠道持续增收。

去年，澄迈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增加值达62亿
元，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
为 72.5%；全县累计有
效注册农产品商标1027
件，位居全省前列。澄迈
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该县将
结合实际，继续发力热带
富硒特色农业，加大力度
扶持效益好的涉农企业、
种植大户，带动周边群众
增收致富。

最美四月天，田间春耕忙。
当下不仅是春耕时节，也是冬季
瓜菜采摘的“春收”季节，澄迈乡
村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4月10日一大早，位于澄迈
县金江镇的海南台海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凤梨园里，刚采摘下来的
金黄色凤梨堆成一座小山。数十
名工人围坐在一起，或分拣大小，
或忙着装箱。“得益于地理位置和
气候优势，今年春季澄迈的凤梨
成熟早、收成好。”海南台海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天君表
示，为保持凤梨新鲜，工人们凌晨
4点多就下地采摘，早上6点开始
打包、装车。

富硒福地、长寿之乡。位于
海南岛西北部的澄迈，土壤富含
硒元素，是海南及全国富硒土壤
分布集中、面积较大的市县之
一。依托自然资源优势，这里种
出的瓜果蔬菜不仅口感好，而且
绿色健康，食用对身体有益。

为了提升农产品的口碑和
“身价”，澄迈强化农产品质量监
管，对农产品的品质进行严格把
关。“在澄迈，种植户销售福橙必
须由协会统一包装。无法获得包
装资格的种植户只能拿散装果到
市场上去售卖，价格得不到保
障。”澄迈福橙产销协会会长吴
先忠说，每一箱福橙都会注明种
植户是谁，如果福橙口感不佳，
消费者可以投诉，种植户生产的
福橙糖度、农药残留量等指标不
达标，协会将取消其当年的纸箱
使用资格。

经过多年的品牌经营，产自
澄迈的绿色农产品被贴上了“富
硒”“长寿”的标签，在市场上颇受
欢迎。去年冬交会，澄迈46家单
位携163种农特产品参展，其中
27家单位提供免费品尝服务，展
示了澄迈富硒农产品的优质美
味，获多方好评。冬交会开幕首
日，澄迈展馆人气爆棚，成功签约
订单3.6亿元。“澄迈农业发展得
很好，农产品不仅品种多，并且富
含硒元素，绿色健康。”在澄迈展
馆，来自广西的游客王云飞这样
评价澄迈的农产品。

2009年4月，澄迈在全省率
先实施“商标富农”工程和特色农
业富民工程，出台《澄迈县商标富
农工程扶持办法》《澄迈县商标注
册鼓励办法》《关于深入推进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打造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王牌”的实施意
见》等系列文件，为打造品牌农业
明确路线图。

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澄
迈实施“商标富农”工程累计支出
516万元，主要用于商标注册费减
免、省以上著名商标奖励、商标知
识普及等，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在相关政策支持下，
澄迈品牌农业发展取得优异成
绩，截至去年11月，该县“三品一
标”有效认证产品达到35个，累
计注册涉农商标1027件，已成功
申报7个地理标志。

“2006 年时，我拉着一车地
瓜到海口卖，每斤售价0.4元，好
几天才卖完，辛苦跑一趟还亏了
几千元。”澄迈桥头镇的地瓜种植
户杨英春说，当时的桥头地瓜品
质也是上乘，但由于在市场上的
辨识度不高，售价很低。后来经
过政府大力宣传和推广，桥头地
瓜人气猛涨，售价也攀升，曾卖过
26元一斤。

近年来，澄迈在发展热带富
硒特色农业上持续发力，以农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
农业品牌建设，紧紧围绕建设农
业“四化四县”（标准化、产业化、
品牌化和国际化，农业生态现代
化建设示范县、有标识可追溯农
产品示范县、无公害农业科技示
范县、中国富硒产业经济示范
县）的目标，大力推广种植“6+2”
品牌农产品（澄迈福橙、桥头地
瓜、福山咖啡、蜜柚、无核荔枝、
茶油和妃子笑荔枝、凤梨）。截
至去年12月，“6+2”品牌农产品
种植规模已达 13.88 万亩，其中
挂果面积6.95万亩。

“我们要充分发挥澄迈富硒
品牌农业优势，着力把品牌优势
转化为农户增收优势。”澄迈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澄迈
作为全国的“菜篮子”基地，一定
要将品牌农业做大、做强、做优，
不断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澄迈作为农业大县，不仅是
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示范
基地，还被授予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国家级出口食品农产品质
量安全示范区。

近年来，该县坚持用工业的
理念发展农业，积极打造农业发
展新载体，着力建设现代农业科
技园区、农产品加工园区、农村
产业多模式融合发展示范园等，
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功
能，打造一批产销一体的农业企
业集群。

4月16日，在澄迈县文儒镇
加月村的橡胶林里，上千只山寮
鸡在橡胶林里悠闲地觅食，2名
工人在清洁卫生，养鸡场的主人
张昌进像往日一样，在林下查看
养鸡场的运行情况。

2015年初，张昌进回到澄
迈自主创业。经多次与朋友交
流后，他把创业方向定为鸡鸭
鹅综合养殖，在永发镇承包土
地，办起了养殖场。去年5月，
张昌进成立澄迈文儒梦之缘家
禽养殖专业合作社，与加月村委
会合作，吸引贫困户通过“土
地+技术+劳力”的方式入股参
与山寮鸡养殖，带动5户贫困户
脱贫致富。

“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持
观望态度，后来看到养鸡收益还
不错，就申请加入合作社。”张昌
进表示，今年他还想建屠宰加工
场，延伸养鸡产业链，带动更多
农民务工增收。

张昌进的创业历程，是澄迈
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社与农民建
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村
民致富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澄
迈充分发挥农业龙头企业的带
动作用，采取“公司+基地+合作
社+农户”的模式，不断提高农
业产业化组织化程度。

截至去年12月，澄迈建设
无核荔枝、澄迈福橙等生产基地
103个。产品直供港澳和出口
日本、韩国、新加坡及中亚五国，
成为闻名省内外的瓜菜生产基
地。加工的水产品出口日本、韩
国等国家，每年出口总量超过
20万吨，价值超25亿元。

“青山绿水廿万顷，十里常
逢百岁人”。这句诗文，正是如
今“世界长寿之乡”澄迈县的生
动写照。去年，澄迈县人均预期
寿命 79.9 岁，80 岁以上老人
18541人，100岁以上老人170
人，百岁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位
居全国前列。日前，澄迈获颁

“世界长寿之乡”新证，“长寿之
乡”的成色再次获得联合国老龄
所专家的认可。

“靠海生态环境好，吃海鲜
和富硒地瓜，老人们个个身体
好。”在澄迈县长寿研究会会长
黄俊旋看来，“家有一老如有一
宝”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澄迈人的
共识，“长寿文化”不仅让一个个
家庭更加和谐、社会风气更加文
明，也实实在在地推动了社会经
济的发展。

得益于“长寿之乡”的品牌
知名度，澄迈每年吸引大量外地
游客和“候鸟”前来休闲度假，拉
动了餐饮、交通、旅游等一系列
消费。近年来，澄迈大力推动农
旅融合发展，乡村游、休闲游、采
摘游等多种与农业相关联的旅
游业态涌现，促进了农村发展和
农民增收。

为了打造“旅游+农业”特
色品牌，培育乡村旅游新热点，
澄迈大力发展观光采摘农业，
推出挖地瓜、品咖啡、摘荔枝等
一系列乡村旅游品牌活动。据
统计，去年国庆节期间，澄迈各
乡村旅游点共接待游客 13.91
万 人 次 ，乡 村 旅 游 收 入 达
4079.6万元。

位于福山桥头美丽乡村带
上的敦茶村耕地面积达1.2万余
亩，水田 1300亩，自然风光秀
美。近年来，该村充分利用地理
区位优势，同时借助互联网农业
小镇的优势，有效整合资源，大
力发展休闲观光游，让村民在家
门口吃上旅游饭。

澄迈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今后澄迈将大力推动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积极创建
椰级乡村旅游点，打造星级休
闲农庄，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
全面振兴。

发展富硒农业
农产品广受好评

实施品牌战略
树立商标意识 培育产业基地

助力农民增收

弘扬长寿文化
推动农旅融合

打通瓜菜销路
春耕干劲更足
每年春季，是澄迈县农村一年中最

忙的季节，农民采摘完豆角、辣椒等冬
季瓜菜，还要忙着春耕。今年，尽管受
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该县各村庄
跟往年同期一样忙碌，村民在做好防疫
工作的同时，也在积极采摘冬季瓜菜、
春耕春种。

据了解，为最大限度拓宽冬季瓜果
菜的运销渠道，前不久，澄迈出台优惠政
策补贴瓜果菜收购商，凡在该县收购冬
季瓜果菜的企业，按运销里程，每公里每
吨给予0.18元至0.22元不等的运费补
贴。对采购总量达到一定数量的收购商
给予一次性资金奖励，采购量0.5万吨
至0.8万吨（含0.8万吨）的，奖励20万
元；采购量0.8万吨至1万吨（含1万吨）
的，奖励30万元；采购量1万吨以上的，
奖励50万元。

除了出台补贴奖励政策，澄迈各乡
镇均派出农技员，走村入户帮助村民解
决农业生产技术难题，帮助村民销售瓜
果菜。

位于澄迈县文儒镇北部的昌文村瓜
菜种植户较多，全村共有 500多亩菜
地。最近正是辣椒、豆角上市的季节，然
而受疫情影响，外地瓜菜收购车辆一度
无法进村收购瓜菜，一些村民种植的瓜
菜出现滞销，部分菜地失管。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文儒镇农产品
质量检测员全丁勇每天早早来到昌文
村，一边检测农产品农药残留状况，一边
协调有关部门为瓜菜收购车辆开具通行
证，让瓜菜收购车辆在村内空旷处停放，
组织农户有序售卖瓜菜。

尽管疫情还未结束，但近几日，在昌
文村冬季瓜菜临时收购点，经常可以看
到村民戴着口罩骑着满载豆角的三轮车
前来卖豆角。“销售冬季瓜菜是我们主要
的收入来源，这段时间，全村一天能售出
瓜菜1万多斤，销路畅通了，大家春耕更
有干劲了。”村民邱勋明说。

（本版撰稿/柳莺）

澄迈县桥头镇文昌村的一处菜
地，一对夫妇在采摘白菜。

舒晓 摄

澄迈县桥头镇的一处福橙标准
化种植基地，果农在采摘福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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