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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8个乡镇，个个都有自
己的特色农产品，种类丰富。石
碌镇有黎锦、黎陶、藤编、牛皮凳
等黎族传统手工艺品；昌化镇有
花生油、红鱼干、马鲛鱼干、鱼
胶；海尾镇有哈密瓜、冬瓜、地
瓜、咸水鸭蛋、海鲜干货；七叉镇
有芒果、竹稻米、蜂蜜、芒果鸡
蛋、山兰糯米酒；十月田镇有红
肉波罗蜜、红心橙、香水菠萝、圣
女果等；乌烈镇有黑米、花卉、野
生刺竹笋、乌烈乳羊等；叉河镇
有火龙果、手扒鸡、鹅蛋等；王下
乡有山兰米、黄碳寄生茶、蜂蜜、
槟榔、山兰糯米酒等。无论是鲜
甜美味的火龙果、芒果、哈密瓜和
波罗蜜，还是甘甜软糯的高钙地
瓜和营养丰富的海鲜干货，都能
让人垂涎三尺。

目前昌江生产的芒果、香蕉、
莲雾、香水菠萝、红肉波罗蜜、火
龙果等特色品种，市场销路和销
售价格看好，热带特色高效产业
已成为当地促进农民增收的主要
增长点和重要来源。

近年来，积极推进特色农业
品牌和“一村一品”建设，全县注
册涉农商标累计108个，创建无
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21个，无公
害农产品认证6个，国家地理标
志农产品认证2个，创建霸王岭
土鸡、昌江芒果、姜园圣女果、保
平毛豆、木棉红蜂蜜、乌烈羊等

特色农业品牌。霸王岭土鸡、昌
江芒果荣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
产品，王品冰糖蜜瓜被列入海南
知名特色农业品牌，姜园村圣女
果、五大村哈密瓜、好清村香水
菠萝被国家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
色农产品的市场影响力不断扩
大，成为拉动农业经济增长的主
动力，不断推动农业向规模化、
产业化、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而脱贫
致富。

昌江持续做优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积极推动农业向产业化、现
代化发展，加快农产品“三品一
标”认证和“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建设，推动昌江农业产业发展质
量向好，热带高效农业向品牌化、
规模化发展。好清香水菠萝、姜
园圣女果、五大哈蜜瓜等“一村一
品”农产品广受市场青睐。

目前，昌江积极发展休闲观
光农业，利用开展“春赏木棉红”

“夏品芒果香”“秋游棋子湾”“冬
登霸王岭”四季旅游活动的契
机，建立一批圣女果、芒果、草
莓、龙眼、莲雾等观光采摘示范
基地，推动当地热带观光果园与
旅游相融合，为乡村旅游聚拢人
气，为农民打造一把开启脱贫致
富的钥匙。

（本报石碌9月18日电）

昌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昌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新时代打造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山海黎乡大花园””

擘画乡村振兴擘画乡村振兴 添美山海黎乡添美山海黎乡

■ 本报记者 林书喜 特约记者 林朱辉

近年来，昌江黎族自治县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坚持
树牢“全省一盘棋、全岛同城化”的大局观，对照目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
“百镇千村”建设为抓手，推动“五地两县”建设，打造了11个星级美丽乡村，完成
2301户农村改厕，将4G、光网覆盖率提高到90%以上，让更多农民搭上网络致
富的快车，保平毛豆、五大哈密瓜、杨柳火龙果等“一村一品”农产品广受市场青
睐，有力带动全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8.6%。

更加值得骄傲的是，昌江投入1.2亿元治理农村生活污水，为全省治理工作
提供了昌江经验，得到省委高度肯定；投入4.5亿元打通乡村振兴的交通动脉，
在四好农村公路评比中创下全省第一的佳绩。

昌江县委书记黄金城表示，昌江将围绕海南“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拼搏竞
发，持续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朝着新时代“山海黎乡大花园”目标阔步前行，
着力书写昌江“三农”新篇章。

近年来，昌江立足产业基础
和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通过发展冬季瓜菜、
芒果、圣女果等热带特色高效作
物，全县特色产业渐成规模，效益
明显提升。累计发展冬季瓜菜
14.5万亩、热带水果20万亩。

昌江积极开展农业标准化示
范场、示范基地创建工作，海尾镇
五大哈密瓜基地、乌烈镇海南和
丰世纪农业产业园、乌烈镇美滋
泉公司火龙果生产示范基地等已
获评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
建设一批标准化示范场、示范基
地，利用其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农
户由传统的粗放式种植模式向标
准化、规模化种植转变。

多年来，昌江立足资源和区
位优势，实施“科技兴芒、芒果强
农”发展战略，出台了一系列优惠
政策，鼓励发展芒果种植，芒果产
业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当地农民
持续稳定增收的重要来源。目
前，已建立了天和、海创、海昌等
30多个芒果生产基地，芒果种植
面积5.7万亩，年产量约7.1万吨，
主要品种有台农1号、红玉、金煌
等20多个。

今年，昌江还加大对花卉产
业的扶持力度，安排不少于1500
万元支持花卉等农业产业发展，
着力解决水、电、路等基础配套设
施，加快推进黎乡花海建设。目
前，全县从事花卉种植的企业和

合作社共17家，建设了昌江聚源、
和丰世纪、江越共享农庄、花溪谷
等四大花卉种植基地，全县发展花
卉种植面积超万亩，花卉主要品种
有三角梅、兰花、沙漠玫瑰等。

十月田镇香水菠萝产业已形
成了自己的品牌优势和区域特
色，产品远销东北三省和华北华
中大型批发农贸市场。

目前，已建成高标准香水菠
萝基地1.6万亩，超过全县种植面
积的80%，年产值近2亿元。

海尾镇高钙地瓜产业，以五
联村、沙地村、长山村等村庄的富
硒沙土地为依托，引导当地农户
和贫困户大力发展高钙地瓜产
业，走出产业发展新路。目前海
尾镇高钙地瓜种植产业已经扩散
到南罗、五联等村庄，创建了“海
尾镇高钙地瓜”和“大洋基牌”高
钙地瓜品牌，推广种植面积约2
万亩，预计年总收入2亿元。

火龙果是昌江近年来大力推
广和投入生产的新、特、优高效农
业项目。目前，全县种植火龙果
基地10个，其中1000亩以上规
模5个，托管帮扶贫困户的3个，
吸纳贫困户务工的2个。今年上
半年，昌江火龙果种植面积约1.5
万亩，收获面积和产量实现大幅
度 增 长 ，分 别 增 长 598.1% 、
310.6%，成为农业经济新的增长
点，成为企业增效、农民增收的

“摇钱树”。

从2006年至今，昌江积极探
索“扶贫先扶智”工作思路，投入
9600多万元集中建设职业教育
中心、民族中学、思源实验学校和
王下乡中心学校4所教育移民学
校，通过整合教育资源，提高当地
教育水平，激活内生动力。教育
扶贫移民工程结束了王下乡连续
15年没有人考取高中的历史。
截至2019年，全乡已有123人圆
了大学梦。

自2007年起，昌江开始对王
下乡村民实施森林生态效益补
偿，在全省率先启动生态补偿机
制。一方面及时兑现生态补偿金
和购买橡胶保险，另一方面，教育
引导群众转变观念，利用王下山
多林多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
下经济，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发
展双赢。

王下乡生态资源丰富多样，
风光旖旎，环境优越，拥有皇帝
洞、地下仙宫、仙女瀑布、十里画
廊等最原始的纯美生态山水资
源。森林绿化率98%，每立方米
负氧离子达5万个，被称为“昌江
之肺”。

作为纯黎族乡，王下乡传承
了黎族酿酒手艺及织锦、藤编、牛
皮凳等非遗文化技艺，以及黎族
歌舞的魅力，黎族风情浓郁。

2019 年初，昌江认真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
念，高位谋划，创新发展生态旅游
产业，通过打造“黎花里”文旅项
目。同时以文化为魂，结合黎族
传统文化的内涵，重塑三派村、洪
水村、浪论村三个源生地村落文
化定位，并通过旅游配套服务的

“软开发”、特色黎族村落的“巧开
发”和文化内涵传承的“精开发”，
点石成金，让乡村变舞台、村民变
服务员、百姓变演员、田园变市
集、特产变文创，王下乡农民实现
了吃旅游饭的愿景。

“黎花里”文旅项目自今年
“五一”假期推出后，得到省领导
的肯定，同时也得到了中央和省
级各大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目
前 ，“黎花里”二期和三期项目
也在有序推进中。

“黎花里”文旅项目在不破坏
原有生态环境的基础上，进行保
护性开发，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
设，深入贯彻落实全域旅游，着力
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的新时代昌江美丽乡村，
成为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的生动范例，同时也是全
县经济发展的一个亮点和新的增
长点，为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旅
游、乡村振兴等工作提供了经验，
成为一个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
的乡村振兴的样板工程。

昌江旅游资源天赋异禀，山、
海、林、江、湿地、洞穴、喀斯特地
貌等自然资源，集碧海蓝天、阳光
沙滩、热带雨林、黎族风情等资源
于一身。拥有霸王岭国家森林公
园、棋子湾国家海洋公园、海尾国
家湿地公园、石碌铁矿国家矿山
公园等四大公园，王下乡·黎花
里、峻灵王庙、皇帝洞、梯田木棉、
十里画廊多个景点。

“昌化江畔木棉红”是昌江精
心打造的一张旅游名片，每年2-
3月，昌江的木棉花陆续绽放，不
仅路边，行道，园内，角落，都被橙
红的花树占据，行游山间、田埂、
铁路边、江畔，举目皆是一片绚烂
如虹。形成了“群山+梯田+木
棉+村庄”的木棉美景。

王下乡黎花里文旅项目在今
年“五一”正式开放后，黎花里系
列精彩体验活动也随之展开。来
王下乡·黎花里，看最原始的纯美
生态山水，游皇帝洞、仙女瀑布、
十里画廊等景观。正值芒果成熟
的季节，游客还可以亲手体验芒
果采摘，在芒果的香甜中，感受山
海黎乡之美。

棋子湾不仅景奇景美，而且
流传着许多美丽传说。历代慕
名而至的名人都被它美丽神奇
的景色所吸引，留下了脍炙人口
的诗篇。其沙滩雪白，与天连成

一片，是光浴和沙浴的理想之
地。在栈道慢行，欣赏海天一
色，壮美落日，感受西线旅游的
别样美景。

霸王岭国家森林公园拥有海
南五大林区中保存最完好的热带
原始森林，重点生态公益林面积
74.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6.7%，
号称“热带雨林展览馆”，这里有
国家一级保护植物2种，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19种，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6种，如海南长臂猿、云豹、
孔雀雉等，国家二级保护动物46
种。此外，还分布有鸟类130余
种，兰花110种。因为拥有丰富
的动植物资源，霸王岭也被称为

“物种基因库”。
冬末春初，是昌江一年中最

美好的时节。2018年底，昌江推
出首届霸王岭热带雨林生态文化
旅游活动，开始打响“冬登霸王
岭”品牌，并与“春赏木棉红”主题
旅游品牌活动一起，形成了昌江

“冬登春赏”黄金旅游季。
除上述 4 个旅游品牌活动

外，昌江还依托丰富的旅游资源
优势，全力打造海南西部一流旅
游目的地，精心打造了王下乡黎
花里、石碌镇保突村、叉河镇排岸
村、七叉镇宝山村等各具特色的
村庄，备受游客青睐，有效促进了
当地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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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下乡黎花里游客集散中心，村民跳起竹竿舞欢迎游客。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在海尾国家湿地公园，候鸟自由飞翔。 昌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小游客开心采摘芒果。 昌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