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研合作

东方一农企与中国热科院签约

合力发展兰花产业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见习记

者肖开刚）11月11日上午，东方上彩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签署合
作协议。此次产研强强联合，将推动
科研单位的人才优势、研发优势、成果
优势，在企业的热带花卉产业综合发
展平台上实现更好更快的释放和转
化，推动热带兰花的育种和组培工作
取得更大进步，助力东方热带花卉产
业发展。

“这次签约后，我们将加快热带兰
花的研究和成果转化，更好地推动东
方花卉产业发展。”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热带花卉
研究中心主任杨光穗表示，东方是海
南发展热带兰花最有优势、最有前景
的地方，目前石斛兰的市场空间很大，
广受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欢迎，市场销
量未来还有10倍左右的增长空间，发
展前景广阔。

据了解，2019年东方花卉种植面积
8977.05亩，花卉产业年产值17917.2万
元，其中盆栽植物类（兰花、绿萝、粗勒草、
石斛兰、红掌等）种植面积2767.05亩，年
产值3852万元，销量达2659万盆。

荣誉榜

受表彰先进集体

东方市三家镇乐安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东方市东河镇西方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东方市板桥镇新园村乡村振兴工作队

受表彰先进个人

王联春 海南大学派驻东方市大田镇乐妹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符盛 海口海关所属洋浦经济开发区海关
派驻东方市八所镇福耀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张银东 海南大学派驻东方市大田镇抱板
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孙大印 东方市委组织部派驻东方市大田
镇新宁坡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杨元广 海南大学派驻东方市八所镇上红
兴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王禹超 东方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派
驻东方市东河镇金炳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
作队队长

王金 东方市感城镇政府派驻东方市感城
镇陀烈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冯坚 东方市委直属机关工委派驻东方市
天安乡益公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杨如昆 东方市交通运输局派驻东方市江
边乡土眉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

苏江鹏 东方市司法局派驻东方市新龙镇
那斗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

资源优势 发展现代农业条件得天独厚

绿色发展 大力推广减肥种植新技术

产业升级 围绕“三化”推动农业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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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是一个农业大市，农业资源丰富，沿海
的很多沙地，其实是像‘大庆油田’一样的宝地。”
中国科学院院士邓德明在座谈会上分享了其在
东方考察调研农业项目的体会，认为东方的现代
农业发展得有声有色，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东方的百万亩感恩平原有连片优质耕地，
平坦肥沃，再加上东方属于热带季风性海洋气
候，具有日照时间长、光热充足等天然优势，发
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条件得天独厚。

“近20年来，我试种的兰花品种有5000
个，基本上能正常开花，东南亚大多数兰花品种

能在东方种植，此外东方的广坝、江边一带也有
100多种热带兰花资源。”东方迦南兰花产业
有限公司理事长黄法祥说，依托当地的气候和
资源优势，东方可以大力发展热带兰花产业，做
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海南汇裕农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充分利用东
方的土地、灌溉水等资源，打造“东方鲜米”品
牌，迅速打开了市场。“东方是海南‘产粮大县’，
可耕地面积大，水田多，土壤、水文、气候条件有
利于大规模水稻种植，常年光温条件好，水稻全
年可以种植，是发展‘鲜米’产业的理想之地。”

该公司总经理王仕明说。
不仅陆上农业资源丰富，东方的水产也大

有可为。“东方的气候和水质条件很好，非常适
合进行水产育种。”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董事
长蔡春有说，依托东方的特色优势，该公司
2014年成立以来加快发展，目前热带海水鱼类
鱼卵全省市场占有率已提升至20%。

东方市委书记田丽霞表示，该市将充分利
用海南自贸港政策，依托农业资源优势，以创建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为抓手，大力推动农
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

在已有基础上，东方农业如何朝着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的方向加快发展，实现转型升
级，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成为座谈会上大家探
讨的焦点。

要实现规模化发展，做好产业规划是关
键。“建议东方重点谋划建设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等一批农业产业重点项目，培育壮大一两个
具有热带特色的主导产业，比如扩大火龙果种
植规模，延伸其产业链，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
努力建设一个火龙果国家农业产业园。”农业农
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规划所工程师张伟漫说，
建议东方按照“一镇一业，一村一品”的模式，打
造一批优质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海南大学农学院教授林师森提出，东方农

业应规划三个产业带，“沿海沙地重点发展哈密
瓜、西瓜产业带，山区重点发展瓜菜产业带，中
间过渡地带可以重点发展玉米南瓜产业带。”

“要做好规划，选准各个片区的优势产业，
引导企业有序发展，这样才更容易做大做强。”
富山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凌加泉也建议，东方
要制定出切合当地实际的农业“十四五”规划，
聚力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实现农业标准化生产是提高农产品市场竞
争力的重要一步。“现代农业强调的是生态安
全、经济高效和资源节约，发展现代农业，必须
制定农产品的生产标准，严格规定农药、化肥、
农膜等投入品的使用量、使用方法，明确土壤水
质要求、产品采收方法。”海南霖田农业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潘慧英说。
“标准制定、质量监督等一旦缺乏政府的有

效督管，最终都会做不成。”凌加泉建议，要加大
政府监管力度，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名牌农产品少是东方农业发展的最大“痛
点”。“我们要打造的不是品牌，而是强势品牌，不
要跟在别人后面，要找准特色、精准定位、强势出
击。”海南大学管理学院工商管理系副教授王萍
建议，东方可以着重打造一个农业强势公用品
牌，提升东方农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

东方市市长张长丰说，如果没有好的经营
主体，没有好的科技人才，没有好的乡贤带动，
现代农业就很难做大做强做优，要充分发挥科
技人才和乡贤在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

东方市是“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先试支撑体
系建设试点县”，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绿色农业，
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建议东方在打造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强支撑体系建设和固定
观测试验站建设，明确机构、人员、实验用地、仪
器设备、经费等五大要素。”张伟漫说，推动农业
绿色发展，将是“十四五”期间农业领域的一项
重点任务。

“在农业减肥方面，我们用芒果做实验，发
现用有机肥替代了80%的化肥，仍能达到相同
的种植效果。”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
种资源研究所研究员高爱平说，东方要大力推

广减肥种植新技术，减少使用化肥，提高有机肥
的使用比例。

农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保护地力很重
要。“在海南，土地常年种植，种植户不注重养
地，同时大量不合理使用化肥，造成养分失衡，
有机质含量下降、土壤板结，有益微生物种群数
量减少，各种作物病害频发。”潘慧英建议，东方
应大力推广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施用或
培育有益微生物菌等养地技术，出台鼓励政策
和加大资金扶持力度，全面启动实施土壤地力
提升工程。

“处理好用地和养地的问题，现在主要的问
题是要加快推广有机肥、生物肥，为此我建议东

方推动养殖业与种植业融合发展，用好养殖产
生的有机肥，提升土地肥力。”林师森说。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局长邢福磊说，东方将
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区域特点，以资源环境承
载力为基准，瞄准南繁育种、火龙果、芒果、哈
密瓜、香薯5个产业，针对突出问题，开展南繁
育种基地耕地质量提升技术、火龙果化肥减施
增效技术、芒果绿色防控技术、哈密瓜化肥农
药“双减”技术以及香薯地下病虫害防治技术
等5项技术的应用试验，形成一整套绿色生产
技术，用好绿色生产技术，加快推动东方农业
绿色发展。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

东方今年计划种植
冬季瓜菜40万亩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见习记
者肖开刚 通讯员符啟慧）冬种时节，走
进东方市各乡镇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
农户劳作的身影。由于去年种植冬季
瓜菜收成好，许多农户尝到了甜头，今
年冬种伊始，他们便积极种植冬季瓜
菜。海南日报记者11月11日从东方市
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东方计划种植
40万亩冬季瓜菜，目前已种植约36.3
万亩，并已有小批量瓜菜采收上市。

“今年我种了35亩黄秋葵，目前
已采收上市，市场行情非常好。”11月
10日，东方四更镇农户吴金花在地里
忙着采摘黄秋葵，她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冬季瓜菜的价格更好一点，种植收
入高，明年她打算扩种至40亩。

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超介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陈超介
绍绍，，为做好今冬明春瓜菜产销工作为做好今冬明春瓜菜产销工作，，东东
方有关部门早谋划方有关部门早谋划、、早安排早安排、、早部署早部署，，
通过对市场需求进行分析通过对市场需求进行分析，，指导各乡指导各乡
镇种植适销种类和品种镇种植适销种类和品种，，大力推广新大力推广新
品种品种、、新技术新技术，，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
做好农产品检测工作做好农产品检测工作，，确保农产品质确保农产品质
量安全量安全，，提高产业发展效益提高产业发展效益。。

据了解据了解，，今年前三季度今年前三季度，，东方农林东方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牧渔业总产值5656..4747亿元亿元，，较去年同较去年同
期增长期增长66..55%%；；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70811708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55..33%%。。

全省乡村振兴工作队表彰大会举行

东方3集体10个人获表彰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见习记者肖开刚）在11

月9日举行的全省乡村振兴工作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
人表彰大会上，东方市有3个集体10名个人获表彰。

据了解，驻东方各镇村的181支乡村振兴工作队、
550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扎根基层，担当作为，带
领广大群众脱贫攻坚、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发展特色产
业等，用心用情办好为民利民实事，为推动东方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东方投入5600多万元扶持水库移民村发展

村民圆了安居乐业梦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东方市大田镇报英村看
到，颇具特色的民房整齐排列在村道两旁，今年刚修好
的人行道铺上了彩砖，村道旁的绿化带里种着花草树
木，村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

“目前我们还在改造村内巷道的挡土墙，马上就要
完工了，到时候村容村貌会进一步改善。”报英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符林成开心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
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报英村变美了。

报英村环境的喜人变化，是东方水库移民村旧貌
换新颜的一个缩影。近3年来，全省水库移民村最多
的东方共投入5680.44万元推动水库移民村庄美丽家
园建设，让这些搬出库区20多年的水库移民村，完成
了又一次蝶变。

村庄环境好了

20世纪90年代初，大广坝水库开始建设，东方有2
万多人需要搬迁。“以前我们村在大山里，去八所，要过
一条河，大家住的都是茅草房，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
活。搬出来后，日子过得一年比一年好！”符林成那时才
20多岁，回想起过去的生活，他不禁感叹道。

因为搬入新村已20多年，近年来不少水库移民村
的道路等基础设施亟待改善。“原来路两旁都是裸露的
黄土，经过多年雨水冲刷，一到下雨天，黄泥水流得到
处都是。”符林成介绍，今年在东方市移民服务中心的
支持下，报英村大力推进美丽家园建设，排水暗渠、挡
土墙修建完后，该村水土流失的问题将彻底解决。此
外，该村还在人行道上新铺设了彩砖，在村道两旁种上
了花草树木，使全村面貌焕然一新。

不仅是报英村，同样是水库移民村的东方大田镇报
白村的人居环境也显著改善。“以前村里总是感觉热气
腾腾的，通过近两三年来的绿化美化，村里树多了、阴凉
的地方多了、好看的地方多了，住起来更舒服了。”报白
村村委会副主任符明征说。

致富门路多了

因为土地资源少，水库移民村村民一度缺乏致富
的门路，不少家庭因病、因学致贫。

“近年来受惠于党和政府的好政策，村民的致富渠
道越来越多，全村300多户就有80多辆农用运输车，
一些村民买农用运输车，发展交通运输产业，又用车把
其他村民送到附近的种植基地打工，增加其他村民的
务工收入。”符明征说，在相关部门的帮扶下，村里的贫
困户目前已全部实现脱贫，“现在打工一天有150元的
收入，大家奔小康的劲头非常足。”

今年报英村村民符那康发展种植业喜获丰收。“今
年的黄秋葵三四元一斤，朝天椒十一元一斤，价格很不
错。”因为移民村地少，很多村民就像符那康那样，去租
其他村庄的地发展种养业，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顺利
脱贫致富。

在报白村，海南日报记者看到，符明征与其他村民
合伙开了一家“黎家小院”，发展乡村旅游业。“现在我
们这里已经有游客过来玩了，以后俄贤岭等周边景区
营业后，处在必经之路上的报白村，乡村旅游会发展得
更好。”符明征说。

“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东方水库移民村的村民们真
正实现了安居乐业。”东方市移民服务中心主任李华说。

（本报八所11月11日电）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为东方农业高质量发展出金点子——

让资源好牌打出产业王牌

今年以来，东方市农业发展“快马加鞭”，捷报频传。今年一二三季度，东方的农业增加值增速连续
排名全省第一；瓜果菜出岛量今年前10个月就突破了100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55.8%，增幅居全省
第二；农业企业纷纷加大投资力度，全市农业龙头企业达到13家；种植户种植热情高涨，全市冬季瓜菜
种植面积有望超过40万亩，创下历史新高……

11月10日在东方市大礼堂举行的“三农”座谈会，为东方农业发展再添“一把火”——来自省内外
的专家学者、农企代表及东方的领导干部，围绕东方如何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打造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高地，畅所欲言，献计献策，使东方农业的发展思路愈发清晰、发展信心更加充足。

■ 见习记者 肖开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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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专家学者在
东方市“三农”座谈会上发
言。 见习记者 肖开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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