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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八所9月29日电（见习记
者肖开刚 刘婧姝）中秋国庆佳节未
到，东方市已先热闹了起来。9月29
日上午，东方市2020年农民丰收节暨
迎中秋庆国庆活动在东方市民休闲广
场举行。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丰富诱
人的特色美食、精彩纷呈的趣味活动，
让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提前感受到了中秋国庆佳节的喜
庆氛围。

喜庆丰收、欢度双节。为展示
东方农业农村发展的成就，同欢共

庆中秋国庆佳节，东方市在“十一”
黄金周假期，集中开展农产品展销、
旅游、文化和体育等多样化的活动，
吸引游客畅游东方。海南日报记者
在活动现场看到，这次活动内容丰
富，既有东方“绿橙王”优秀生产基
地评选、东方特色美食评比、农民丰
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文艺晚
会、农业项目招商签约等大型活动，
也有名优农产品展销特卖会、丰收
嘉年华趣味游园、美食小吃展销等
可以让广大市民游客亲身参与的节
目，同时，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东方市

“十一”旅游消费周精品旅游线路，
可以说是美食美景齐上阵。

“活动现场的农产品品种多质量
好，都是东方的特色产品，而且价格非
常实惠，我们差不多买了500元。”市
民林福发带着妻子在活动现场从早上
9点逛到10点多，买了东方绿橙、石
斛、猪肉等各种产品，虽然两人手上都
已提满了大袋小袋，但显然还没逛够
买够。

这么捧场的市民还不少——东
方市委书记田丽霞在忙完公务后，
也率东方市四套班子领导来到活动
现场，走访各个展位，给企业农户的
农产品点赞。在走访中，不少市领
导纷纷拿出手机，扫码支付购买自
己喜欢的农产品，用实际行动支持
农业的发展。“东方不少农产品在省
内甚至国内都小有名气，深受游客
喜爱，要鼓励企业农户规模化规范
化种养，一如既往保持产品的良好
品质，不断擦亮东方的农业品牌。”
田丽霞说。

市民们踊跃捧场，也让参展的企
业农户笑得合不拢嘴。“粽子早卖光
了，今天的价格非常实惠，我们主要
是为了回馈市民游客，打响我们的粽
子品牌。”活动刚刚过半，东方市罗带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卢玉豪带来展
销的东方特色粽子，就已被抢购一
空，这让他对未来的发展更加充满了
信心。

“东方绿橙的品质非常好，我们今

年计划采购100万斤，因为东方绿橙
的上市时间比较早，我们明年会进一
步加大采购量，全力帮助东方绿橙打
开内地市场，我们非常看好未来东方
绿橙的发展潜力。”来自杭州的采购商
谢海刚在活动现场参观后，也是收获
满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20年
农民丰收节后，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
东方还将举办海南省健美精英邀请
赛、“东方擂”王者荣耀争霸赛及co-
splay游戏角色扮
演、鱼鳞洲高空跳
伞体验及观摩等
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假期的东方更
加精彩好玩。

本报八所9月29日电（见习记者
肖开刚 刘婧姝）9 月 29日，在东方市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国
庆主题活动现场，该市旅文局发布市区
休闲游、东部自驾游、南部滨海游等3
条东方“十一”旅游消费周精品旅游线
路。在“十一”假期，东方出台旅行社组
织旅游团奖补政策，开展价值百万元的
消费券促消费活动，将给广大游客送上
黄金周“大礼包”。

市区休闲游：乘坐动车（汽车）或者
自驾到东方，沿途欣赏田园风光。上午
到达后可入住特色民宿，体验面朝大海，
渔舟唱晚的悠闲生活；中餐后到北黎村
拍民国骑楼，穿越时空，回忆往昔荣光；
下午到海东方沙滩公园，畅玩东方乐园，
再到鱼鳞州景区赏夕阳晚霞，看碧海沙
滩与山石灯塔相依美景，远眺排排巨大
的风车；晚餐到东港路品尝海鲜、东方四
更烤乳猪。

东部自驾游：第一站从市区自驾前
往自然瑰宝园，了解热带珍贵树种，观赏
花梨特色制品，体验休闲垂钓；第二站到
雅龙村口观赏“六体连榕”，这株连体古
榕树是3棵母体树绕为一体，与3棵小树
各自相距10多米，6树枝叶合体，繁茂异
常，蔚为奇观；午餐可在途经东河镇广坝
居农家乐时，品尝黎家特色菜；第三站继
续行驶到大广坝水库，旅拍亚洲第一长
土坝的山水风光，观赏山脉映入平静水
面的天空之境美景；第四站接着到有“海
南小桂林”之称的俄贤湾坐船，游览山水
如画、碧水青山、奇峰倒影的喀斯特地

貌；夜晚住宿可到黄花梨庄园，入住特色
民宿，深入大自然呼吸天然氧吧的新鲜
空气，晚上可与同行的三五好友来一场
自助烧烤活动。

南部滨海游：上午前往永涛花梨谷，
观赏东方黄花梨雕塑品，全面了解黄花
梨，品花梨香茶；下午到板桥椰海小镇打
卡网红点栈桥码头，海上礼堂位于金月
湾景区，海水清澈，金沙细腻柔软，还有
落日美丽景色；夜晚入住海南金月湾佳
源东方索契酒店，享受五星级服务，体验
俄罗斯索契风情。

“‘十一’假期鱼鳞州景区有一个新
的亮点，可以体验4000米高空跳伞；自
然瑰宝园开园，也是非常好的看点。”该
市旅文局有关负责人说，为了更好吸引
游客到东方旅游，出台了旅行社组织旅
游团奖补政策，推出2万张消费券。

海南日报记者获悉，10月1日至10
月8日，旅行社组织国内游客到东方旅
游，并入住东方指定宾馆酒店，住宿第1
晚予以40元/人/晚奖补、住宿第2晚予
以60元/人/晚奖补、住宿第3晚及以上
予以100元/人/晚奖补。入住其他宾馆
酒店或民宿，按住宿第1晚予以20元/
人/晚奖补、住宿第2晚予以30元/人/晚
奖补、住宿第3晚及以上予以50元/人/
晚奖补。价值百万元的消费券将于10
月1日至10月8日发放，活动期间每天
在银联云闪付APP发放50元面值消费
券2500张，消费满200元以上（含200
元）使用，每人每天限使用1张，适用于
酒店、餐饮、超市购物。

本报八所9月29日电（见习记
者刘婧姝 肖开刚）“第一次获奖，心情
非常激动，我们的橙比一般的橙更甜
更漂亮。”海南大学萍顺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代表李忠顺从领奖台走下来，他
抱回了一块沉甸甸的奖牌。这是他第
一次获得此类奖项——2020年东方
市“绿橙王”优秀生产基地一等奖。李
忠顺在东河镇西方村种植有一百多亩
的绿橙，并请了6个农户负责采摘施
肥等农活。他非常感谢东方举办这样
的活动，表示将加倍努力提高种植技
术，提高品牌知名度。

据了解，东方市2020年丰收节
“绿橙王”优秀生产基地评比活动，由海
南大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专家，
根据绿橙果实的外观和内在品质指标
所综合评定出结果。经过比赛和评审
后，现场主持人宣布了结果：一等奖是
海南大学萍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二等

奖分别是东方三家镇鑫源农民合作社
和海南宜华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三等
奖分别是海南经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橙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地发
生态农业公司，优秀奖分别是海南东方
豪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东方永茂农资
公司、海南世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海
南农夫果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获奖真的让我意想不到，其实
种植技术还可以再提高。我们的绿
橙口感绵长，带有微酸，果皮很亮，还
耐放，一般情况可存放一个星期，感
谢政府的大力支持，助力打造绿橙品
牌。”海南农夫果汇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代表林秀国说，从2016年开始种
植绿橙的他在大田镇新宁坡村拥有
130多亩种植基地，从东方市柑橘产
业协会的微信群里得知有“绿橙王”
评比便参加了活动。

活动现场热闹非凡，在东河镇的

绿橙展位前，前来购买绿橙的市民络
绎不绝，共享东方绿橙丰收的成果。

“我买的绿橙太多了，提不动，朋友还
帮我提了几袋呢。”在东方市定居的
窦女士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看
着手上提着满满的“战利品”，
她告诉海南日报记者，知道
今天有展会，一早便带着
朋友来到了现场。

东方“绿橙王”优秀
生产基地评选是东方市
2020年农民丰收节暨迎
中秋庆国庆活动之一，旨
在提升东方市农产品绿
橙品牌的知名度，宣传推
介和展销东方特色农业品
牌，助推农民增收，让广大
游客和市民群众充分感受东
方生态绿色农业产品的优秀品
质和乡村集市的魅力。

本报八所9月29日电（见习记
者肖开刚 刘婧姝）来东方旅游吃什
么？到哪吃？在东方市2020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主题活
动上，东方市消费者协会会长王章宣
布了获得第二届“东方十大名菜”和

“东方十大小吃”的企业及名菜小吃，
其中张家老字号的四更烤乳猪获得

“东方十大名菜”一等奖，吴慧制作的
白粑获得“东方十大小吃”一等奖。

“我家的烤乳猪皮脆肉香嫩。”
“东方十大名菜”一等奖获得者、张家
老字号四更烤乳猪传承人张新丹在
获奖后心情非常激动，据悉，张新丹
父亲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做烤乳
猪，2013年她接过父亲的手艺，现在

开在农科路的张家老字号只此一家，
老客户非常多，她想把这门手艺一直
传承下去。

依靠制作白粑获得“东方十大小
吃”一等奖的吴慧说，做白粑这种传统
小吃的程序非常多，很辛苦，希望大家
能更加珍惜传统小吃。她也很希望能
找到合适的人，将手艺传承下去。

东方举办2020年农民丰收节暨迎中秋庆国庆活动

美食美景齐上阵 有吃有玩有氛围

精品线路 百万元消费券 住宿奖补

“十一”假期到东方玩有“大礼包”

东方评出“绿橙王”优秀生产基地

东方评选出2020年“十大名菜、十大小吃”

东方十大名菜

东方十大小吃

“绿橙王”
优秀生产基地

海南大学萍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三家镇鑫源农民合作社

海南宜华平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南经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橙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地发生态农业公司

海南东方豪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东方永茂农资公司

海南世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农夫果汇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四更烤乳猪
（张家老字号）

东方农家阉鸡
（绿宝大酒店）

黎香米蒸膏蟹
（三沙湾海鲜坊）

东方古法焖香猪
（紫荆花大酒店）

黄焖广坝鱼头
（东方迎宾馆）

东方沙鱼焖酸瓜
（福兴谷鹅庄）

东方盐焗羊
（清源饭店）

三层肉蒸梅香鱼粽
（百来顺美食城）

红焖红兴鹅
（天鹅湖饭店）

香茅百鹭鸭
（西岛红美食美客）

白粑

（吴慧 个人）

全五仁月饼

（绿宝大酒店）

仙人掌糯米卷

（紫荆花大酒店）

东方海鳗酥

（东方佳源索契酒店）

港门露面

（郑芳艺 个人）

罗带陈氏粽子

（东方城东东旭食品厂）

虾饼

（陈振姑 个人）

煎堆

（符丽雄 个人）

芝士烤四更红薯

（东方迎宾馆）

小岭牛肉干

（东方城东军屯牛肉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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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现场采购农产品。
见习记者肖开刚 刘婧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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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丰收节现场琳琅满目的农产品。见习记者 肖开刚 刘婧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