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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严把质量关、延长产业链、大力宣传推广

百年瑞溪粽撑起扶贫产业链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记者余
小艳 通讯员王家专）6月 11日上
午，以“百年匠心，美食传承”为主题
的第四届澄迈“瑞溪三宝”品牌推介
会暨首届小龙虾美食品尝季在澄迈
县瑞溪镇上琼村举行。瑞溪特色农
产品展销、网红线上直播带货、现场
互动品尝美食……丰富的活动吸引
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瑞溪三宝”，即当地所产的粽
子、牛肉干、腊肠。除了展示以“瑞
溪三宝”为主的瑞溪美食外，现场还
聚集了澄迈的特色旅游商品及特色
美食。活动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
凡，线上也“吸粉”无数。短短3个小
时内，总销售额达210余万元。

当晚，澄迈县金江镇金马三横
东路中嘉商业街瑞溪农副产品体验

中心设立活动分会场。现场设立30
余家瑞溪特色食品展销区、助农扶
贫产品展示区等，以更贴地气的夜
市的形式展现瑞溪特色美食。

据了解，本次活动设立瑞溪镇、
金江镇、海口3个会场，由6月11日
持续至14日，活动期间将开展“瑞溪
三宝”线上推介，通过网络平台展示
介绍瑞溪特色和“瑞溪三宝”，同时

连接网络销售渠道，提供惊喜折扣，
让市民游客随时随地优惠购买瑞溪
特色旅游商品。此外还有美食大咖
加入，直播教你用最优惠的价格吃
遍瑞溪地道美食。

据瑞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希望通过推介会的举办，培育扶
持本地龙头企业发展，全面提升“瑞
溪三宝”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郭翰林

6月9日，在澄迈县加乐镇效古村
一片人工种植的沉香林，蔡亲信手把
手指导村民蔡兴达造香。

蔡亲信是效古村村民，雅尚沉香
种养专业合作社负责人。20多年前，
蔡亲信跟随汕头师傅学习沉香加工，
学成之后回到效古村种起了沉香。几
年前，靠沉香富裕起来的蔡亲信带动
村民一起发展沉香产业。去年，中共
海南省委人才工作委员会将蔡亲信评
为“南海乡土人才”。 如今，在蔡亲信
的带领下，效古村110多户村民共种
植1200多亩沉香，10户贫困户在种
植沉香后全部脱贫。

办起合作社
向贫困户传授经验

在接触沉香之前，蔡亲信是一名渔
民。每年10月起，收割完橡胶，蔡亲信
就同父亲、兄长沿着南渡江捕鱼，直到
农历新年临近，才返回家乡。因为生活
贫穷，加上长时间在外捕鱼，风餐露宿，

蔡亲信曾一度被人称为“阿臭”。
一次卖鱼时，35岁的“阿臭”结

识一位汕头的沉香加工老板。经其
介绍，蔡亲信进入到一家沉香木加工
厂打工。那时，“阿臭”才了解到，澄
迈加乐镇一带生长的野生白木香树，
在受伤之后，伤口处会自动分泌出有
效物质进行修复，凝结而成的精华就
是沉香。当地人并不了解它的价
值。“阿臭”勤奋踏实，吃苦肯干，从沉
香种植到加工相关环节和技术，3年
左右时间就全部掌握了。

1996年，“阿臭”回到效古村致力
发展沉香产业，承包土地进行沉香种
植，进行人工造香。过去，村里的林农
主要种植别的经济树种，每吨木材只
能产生300元收益。“由于收益低，周
期长，许多人在砍完树后就不再种植
了。”蔡亲信说，为了帮助林农改变观
念，引导他们种植低成本、高收益的
沉香。2014年，蔡亲信注册雅尚沉
香种养专业合作社，邀请乡邻参与沉
香树种植。

干得有声有色的蔡亲信引起了澄
迈县政府相关部门的注意。在本地政
府相关部门扶持下，蔡亲信建起沉香

加工车间，吸纳村民到加工车间就
业。同时，每月组织培训，手把手向有
意从事沉香种植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传
授沉香种植和管理知识。

沉香作为澄迈县主要农林产品之
一，也得到澄迈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推
广。澄迈县林业局自2014年下半年
开始，给农户免费提供沉香种苗，还通
过发放每亩900元种植补贴，帮林农
解决沉香林前 3年的种植、养护成
本。如今澄迈沉香林逐渐形成规模，
全县沉香种植面积5万多亩，沉香加
工基地40余家。

发展一二三产业
打造沉香小镇

走进效古村，房前屋后是成片的
沉香林。“沉香珍贵，结香不易，一棵沉
香木需要12年才能获益，过程相对漫
长。”蔡亲信说，为了不打消农户种植
沉香林的积极性，2017年，他注册“效
古沉香”商标，不断开发多样化的沉香
制品，拓展沉香产业链。最近他与琼
中一家茶叶公司签订协议，长期收购
沉香树叶，让种植户能短期快速增收。

线香、佛珠、雕刻摆件、精油、沉香
茶……在效古沉香展览馆，海南日报
记者看到，沉香制品琳琅满目，芳香四
溢。蔡亲信说，如今“效古沉香”衍生
出36种产品，通过海口、三亚、澄迈等
地6个线下销售点，销往全国各地和
阿拉伯国家。效古村已形成了育苗、
种植、造香、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一条
龙”产业链。

特色产业和优美环境吸引游客走
进效古村。每年10月开始，“候鸟”人

群飞往海南，效古村迎来旅游旺季。
游客们在效古村观看沉香加工、茶道
表演、购买沉香制品，品沉香茶等。
2018年，蔡亲信以沉香产业为支撑，
打造沉香展览馆，咖啡垂钓长廊休闲
区，发展乡村旅游。

“未来想以效古沉香园和效古水库
为中心，发展康养、水上乐园，同时，适
度开发周边自然风光，挖掘本土文化故
事等，打造效古沉香小镇。”蔡亲信说。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巾帼科技轻骑队”
走进山口村
开展甘薯种植技术培训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家专）6月 9日上午，省妇联组织“巾帼科
技轻骑队”深入到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进行甘
薯种植技术培训，澄迈联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
社主要技术成员、合作社成员等共 70余人参
加培训。

此次培训省妇联联合海南海航自强学校
邀请海南大学园艺学院万玲老师从甘薯的形
态特征、甘薯的生育时期、甘薯繁殖及出苗特征
等方面逐一详细讲授甘薯种植技术注意事项等
知识。培训还同时进行了“巾帼禁塑垃圾分类”

“两癌”“优生优育”“禁毒”等宣传，发放禁塑、
两癌、禁毒等宣传资料和环保袋等宣传品近
300份。

省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此次培训，
进一步提升广大妇女创业意识和就业能力，
增强妇女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为打赢脱贫
攻坚战、助力乡村振兴和加快海南自贸港建
设贡献巾帼力量。

民有所呼 我有所应
澄迈检察院开展法治宣传活动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梅艺馨）6月11日，澄迈县检察院深入澄迈县
老城镇开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群众信访
件件有回复”新时代检察宣传周法治宣传活动，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新时代“枫桥经
验”，让法治信访深入民心。

活动中，检察干警向群众发放宣传资料
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6人次，成功引导信
访群众前往相关政府职能部门解决困难4件。
宣传资料涉及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的职能、什么
是信访、什么是群众信访、件件有回复制度以及
信访方式等内容。

在接受群众法律咨询时，检察干警结合“扫
黑除恶”“公益诉讼”“食品安全”等群众反映最
突出、最迫切的重点问题，鼓励和发动群众对发
生在身边的“村霸”、宗族恶势力、危害民生民利
等问题反映举报。

澄迈检查文娱场所
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王家专）6月11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澄迈县旅
文局获悉，连日来，澄迈县旅文局、公安局、应急
局、市监局等部门联合对澄迈金江、福山、老城
地区的网吧、KTV、酒吧等经营场所进行疫情防
控和安全生产等检查，对落实疫情防控措施不力
的经营场所责令停业整顿，停业整顿合格后方可
重新开业。

此次行动重点针对各文化娱乐经营场所的
防控物资保障、工作人员健康管理、佩戴口罩、
场所通风、场所清洁消毒、消费者体温测量登
记、消费者接待量等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以
及安全生产工作、创文巩卫、扫黑除恶等进行专
项检查。

澄迈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从检查情况
看，金江地区、福山、老城地区文化娱乐市场总
体情况良好，大部分经营场所疫情防控措施较为
完善，个别场所存在从业人员未佩戴口罩、体温
检测登记落实不到位、人员未隔位就座、防控宣
传培训不到位等情况。针对存在问题的场所，执
法人员当场要求整改落实。

澄迈县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继续
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不履行疫情防控责任的经
营者实行“零容忍”，确保疫情防控措施全面落
实到位，严守健康安全防线，进一步推动澄迈文
化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青春期健康文化科普活动
走进澄迈中学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曹玉金）6月8日下午，青春期健康文化科普活
动在澄迈中学图书馆举行。

活动分为男女生会场，上海中医药大学
附属岳阳医院皮肤科李福伦博士通过互联网
进行线上云直播，就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小
知识做通俗易懂的讲解，使得同学们对新冠
疫情常态化防控的状态更有信心、更有恒心、
更有爱心。

在女生会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同仁
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戴云同样通过互联网进
行云科普，为女学生进行深入浅出的青春期性知
识科普传播，通过线下线上的热烈交流互动，使
参加活动的学生们真切感受到青春的美好、生命
的可贵。

在男生会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新华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盛旭俊通过人
的诞生、青春期发育、情感变化等方面现场与
青年学生进行分享交流，受到广大学生的热
烈欢迎。

据了解，接下来青春期健康文化科普活动
还将走进澄迈二中、澄迈思源实验学校等。本
次活动由澄迈县人民医院、上海“智慧医典”科
普平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学科普专委会主
办，共青团澄迈县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
属新华医院、上海达医晓护医学传播智库、澄
迈中学协办。

“南海乡土人才”蔡亲信致力发展沉香产业——

“阿臭”的“香”生意带动乡邻致富
澄才荟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 王家专

冲水、擦洗、晾干……6月9日，海
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澄迈县瑞溪产业
扶贫基地的海南绿康贸易有限公司，
只见10余名工人有的忙着清洗粽叶，
有的在淘米，有的在腌制猪肉。他们
都身着制服，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这座小镇
不大，但像海南绿康贸易有限公司一
样生产瑞溪粽子的工厂和特产专卖店
却很多。

“瑞溪粽子有300多年历史，这里
几乎家家户户都包粽子，有的家族包
粽子历史已有上百年，包粽子是瑞溪
人赖以谋生的一种手段，也是当地的
一种文化。”海南绿康贸易有限公司负
责人李婷介绍，近年来，在澄迈县委、
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将瑞溪粽子传
统的手工制作工艺标准化，不仅保留
了传统的口感和优良品质，更拉长了
相关产业链条，打响品牌，带动了一批
农民创业就业，成为当地脱贫攻坚的
一项重要产业。

严把质量关 绿色健康好粽
在海南绿康贸易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身穿统一工作服、戴口罩和
手套的贫困村民曾小芬正忙着包粽
子。她一双灵巧的双手将粽叶摆成
扇状，依次添加糯米、猪肉、咸鸭蛋
黄，双手捏合，不到半分钟的功夫，一
个粽子被包好。

“本地妇女大都从小就会做粽子，
现在工厂把包粽子的流程细化和标准
化，每一道工序都有专人负责。”曾小
芬说。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瑞溪
人民便在镇墟大街小巷摆摊卖粽子，
把粽子当作特色美食来经营，品质有
口皆碑。粽子原料极其讲究。挑选粽
叶，采摘五指山上新鲜叶；所取用的猪
肉，采购最好的澄迈黑猪肉；鸭蛋来自
澄迈当地的九龙溪，明显比普通咸蛋
的黄油脂多。现代瑞溪粽子，仍然延
续传统手工制作工艺，精选绿色、有机
原料，具有口感酥松，味道清香，吃后
不腻的特点。

“我们首先必须严把质量关，确保

品质，才能打响传统美食品牌。”李婷
介绍，为确保粽子品质，既要保证食材
新鲜、环境整洁卫生、工人规范操作，
还要严格遵循传统工艺要求，人工包
裹粽子，用柴火大锅焖煮，“一般都要
柴火焖煮15个小时才能出锅，绝不偷
工减料，煮好的粽子还要经过灭菌处
理，进行真空包装”。

延长产业链 四季皆宜生产
正是看重瑞溪粽子良好口碑，原本

开了20多年澄迈特产店的李婷，去年
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成立公司，
引进先进的灭菌和包装设备，并吸收当
地贫困户加盟，常年生产瑞溪粽子。

“往年瑞溪粽子也就卖一个月左
右，过完端午节基本就不生产了，对设
备和当地闲散的劳动力都是一种资源
浪费。”李婷说，公司成立之后，可全年
生产粽子，并通过商超、酒楼，咖啡店
等对外销售，同时她注册的公司也开
通网络电商平台，线上线下一起销
售。近一周，她接受了5万多个订单，
销路不愁。

生产瑞溪粽子的澄迈华联社食品
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华持同样想法。“依
次是生产区、包装车间，工人进出与原
来进出有不同的通道……”在澄迈华
联社食品有限公司，王华仔细地向海
南日记者介绍其工厂内部情况。几年
前，王华返乡创业，投资近2000万元
开办厂房，建设标准化车间。

“要做大做强澄迈瑞溪粽子产业，
就必须延长其产业链。”王华说，今年，
其在原有基础上，再次投入100多万
元，引进一套设备，计划打造中央厨
房，届时将实现一年四季365天都有
瑞溪粽子销售，让更多的人随时都能
品尝到正宗、美味、新鲜的瑞溪粽子。
目前，该公司生产的产品主要销往岛
内40多个旅游景点，同时正组织专业
的营销团队，探索线上销售，借助互联
网打通农产品销售渠道，拓宽省外市
场，提升销量。

大力推广 打响百年品牌
在澄迈永瑞味坊食品有限公司，

工人日夜赶制猪肉粽子。

“一天能生产1万多个粽子，工人
们轮流三班倒，生产线24小时不停
歇。”澄迈永瑞味坊食品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颜忠华介绍，在瑞溪，即便是家庭
小作坊式的粽子加工点，端午节期间
也能卖掉约1万个粽子，规模稍大的，
能卖掉10万个。而瑞溪粽子之所以
名气越来越大，并发展壮大成为一个
产业，主要得益于近年来政府的大力
支持和投入。

据了解，瑞溪镇是一个具有350
多年的历史文化古镇，各色美食小吃
达40多种。近年来，瑞溪镇着力打造
美食风情小镇，在春节、端午等传统节
日，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瑞溪美食品
鉴会、推介会、展销会。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瑞溪全
镇拥有粽子企业及小作坊13家。瑞
溪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将继
续加大瑞溪特色农副产品的推广力
度，促进瑞溪农副产品线上线下销售，
同时培育扶持本地龙头企业发展，让
瑞溪特产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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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迈举办“瑞溪三宝”品牌推介会
3小时卖了210多万元

迎第17个“世界献血者日”

澄迈百姓
踊跃献血

本报金江6月11日电 （记者
余小艳 通讯员于亚楠）在第 17
个“世界献血者日”即将到来之
际，6 月 11 日，澄迈县举行公民
无偿献血公益活动，旨在鼓励更
多人无偿献血。据统计，此次无
偿献血活动共有 77 人达到献血
标准成功献血，总献血量 22800
毫升，发动造血干细胞志愿捐献
者8人。

此次活动分别组织集中献血
和各镇（园区）献血，集中献血点
设在澄迈县金江影剧院门口。当
天，澄迈县领导带头参与，来自全
县各单位的干部职工和志愿者
们，在澄迈县红十字会工作人员
的引导下，有序填写表格、验血检
查、进行抽血。

澄迈县援鄂医疗队队长、澄
迈县人民医院重症科副主任医
师王志敏第一时间赶来现场，并
献出 400 毫升热血。“献血一袋，
救人一命。献血有很多好处，能
降低血液的粘稠度，改善心血管
机能，希望大家都献出一份爱
心，积极献血，拯救生命。”王志
敏说。

当天，澄迈县红十字会以此
次无偿献血公益活动为契机，
同步开展捐献造血干细胞，志
愿加入中华骨髓库的宣传动员
工作。现场志愿者们纷纷表示，
有责任有义务担当起无偿献血
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志愿者，引
领澄迈百姓加入无偿献血爱心
队伍，让澄迈释放出更多能量
和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