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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李梦楠 通讯员 何莉雅

绿油油的农田里，约半米高的黄
秋葵植株迎风摇曳，硕大的掌形叶片
间，是一根根个大、饱满的长条形黄秋
葵。这是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月村一个田洋
上看到的景象。

虽是冬日，空气中带着寒意，但什
月村村民高小雪早早就出门来到自家
农田里。“黄秋葵每天都开花产果，当
天不摘秋葵就长老了，所以要抓紧时
间，不能错过了采摘黄秋葵的好时
机。”高小雪一边说，一边手持剪刀，动
作娴熟地采摘黄秋葵。

田洋上，一株株黄秋葵植株长势
喜人，不少村民和高小雪一样，早早
便来到自家农田里采摘黄秋葵。看
着成熟的黄秋葵，村民们脸上露出了
灿烂的笑容。这边采摘黄秋葵正忙，
那边已经采摘完的村民正在耕地，或
给土地覆盖上地膜，准备种植新一茬
黄秋葵。

海南日报记者看到，这些村民采
摘的黄秋葵，被送至距离田洋不远处
的什月村什寨村民小组黄秋葵收购
点。在那里，收购商以4.5元每斤的
价格将黄秋葵打包买走。收购点内，
也是一派繁忙的景象，一根根新鲜的
黄秋葵被放在筐里，整齐地码放在一

起。村民黄文儒正加紧对黄秋葵进行
分拣、包装，然后把一箱箱黄秋葵搬上
冷链车。“我在收购点务工，每天能有
100多元的收入，也算在家门口就业
了。”黄文儒说。

黄秋葵，被称为“蔬菜之王”，是
一种绿色健康的蔬菜，受到许多消费
者青睐。近年来，保亭建立“公司+
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在
该县新政、响水等乡镇推广种植黄秋
葵，成效明显。

然而，黄秋葵在保亭的“落户”之
路并非一帆风顺。“一开始不少村民都
不愿意种植。”保亭七彩庄园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宇介绍，该公司

在保亭种植黄秋葵已10余年，早期当
地农户种植黄秋葵的积极性并不高，
原因在于村民对种植黄秋葵不了解，
担心种植黄秋葵会亏钱。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保亭相关部
门一方面给黄秋葵种植户补贴种苗，
每亩补贴3000株苗，为农户每亩节省
成本约3000元；另一方面引导公司与
黄秋葵种植户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
设置专门的黄秋葵收购点，给种植户
吃下“定心丸”。

此外，保亭还积极开展农业种植
技术培训，组织村民收看脱贫致富电
视夜校，并安排黄秋葵种植能手到农
田里手把手教村民种植黄秋葵。在各

方 的 支 持
下，当地越来越多
的农户开始种植黄秋葵。

高小雪便是这一系列惠农
举措的受益者，“政府补贴种苗，还给
我们送化肥，现在我家2亩地都种上
了黄秋葵，一亩地一年能给我家带来
近 1万元的收入，日子过得越来越
好。”高小雪笑着说。

“目前我们村共种植黄秋葵480
亩，村民的种植积极性很高，接下来我
们计划再种100亩，将黄秋葵作为村
里的一个特色产业来发展。”什月村党
支部书记黄健友说。

（本报保城12月14日电）

响水镇什月村——

冬日里来采葵忙

近年来，保亭积极开展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工作，越来
越多掌握专业种植管理技术的新
型农民走进田间地头及网络直播
间，参与农业生产，销售农产品。

“除了让农民掌握红毛丹、百香果、
山竹等种植技术，我们还举办开网
店、直播带货等网络销售技能培
训。”保亭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当地不少农民参加培训
后，实现了“种植技术+销售技能”
的双提升。

今年“双11”，一场别开生面的
网络直播展销活动在保亭举行，主

播们身穿黎族苗族服饰，用活泼幽
默的话语向网友介绍红毛丹、百香
果、蜂蜜等保亭优质农特产品。

“希望通过‘互联网+农产品+直
播’的形式，为保亭的农特产品搭建供
需对接的平台。”保亭县电子商务公共
服务中心负责人关善泽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平时该中心工作人员经常走进
田间地头，教农户在直播间推介自己
种植的农产品。

除了培育新农人，保亭还积极
发展新的农业产业。在保亭华盛红
毛丹种植基地内，路边的40多株榴
莲树格外引人注目。“今年所有的树

都挂果了，每棵树挂的果都比去年
多。”该基地负责人于德介绍，这批
榴莲树栽于2015年，2019年首次开
花结果。

此外，今年以来，保亭积极引进新
品种，投入扶贫资金扶持农户种植魔
芋25亩。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
示，保亭一方面鼓励农户种植百香果、
黄秋葵等短平快、适销对路的品种，发
展壮大红毛丹、槟榔等传统优势产业，
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发展新的农业产
业，培育新的增长点，为该县经济发展
增添新动能。

（本报保城12月14日电）

保亭扩种红毛丹、黄秋葵等特色品种，推广榴莲、魔芋等新品种

瞄准“精特稀”不走寻常路
■ 本报记者 梁君穷 通讯员 何莉雅

或弯腰清理杂草，或忙着施肥，或挎着篮子采摘黄秋葵，12月13日8时许，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响水镇什龙村的一个田洋上，一派管理采收冬季瓜菜的忙碌景象，农田里种得最多的是绿油油的
黄秋葵。

“黄秋葵的采摘期持续好几个月，人家种得早的已经采了好几批了。我种了2亩，上个月已经采
摘一批。现在得抓紧浇水施肥提高产量，趁价格好多卖点钱。”什龙村什漏村民小组村民陈玉清告
诉海南日报记者，因为易管理、收益好，村里大多数农户都种了黄秋葵。

不仅在什龙村，经过多年的培育发展，黄秋葵已成为保亭多个乡镇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据了解，保亭将通过为农户提供种苗、技术和销售渠道等，推动黄秋葵产业加快发展，今冬明春计划
种植黄秋葵超1万亩。

不只黄秋葵产业，近年来保亭坚持以“调结构、转方式、创品牌、促增收”为主线推动特色农业发
展“多点开花”，红毛丹、黄秋葵、百香果、兰花、山竹、四棱豆等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有效促进农
民增收。

铁架子底下流水潺潺，架子上一
簇簇兰花开得烂漫，阵阵香气沁人心
脾。这是海南日报记者近日在保亭南
林乡东方村万如兰花基地见到的场
景。脱贫户谭梅正穿梭在花丛中给兰
花除草。“我们农闲时就来基地打零
工，一天可获务工收入100元，另外还
能领到基地的分红。”谭梅笑着说。

“南林乡农业走特色发展之路，
我们这里的气候和环境适宜兰花生
长，而且有稳定的销售渠道。”南林乡

乡长许环峰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南林
乡目前已建成5个兰花基地，兰花产
品远销广东等地，带动了许多村民脱
贫致富。

保亭山多地少，发展规模化农业局
限性较大，加之保亭处于海南中部生态
核心区，农业道路的选择，尤为考验当
地主政者的智慧。“保亭拥有良好的气
候条件、生态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农业才是保亭农业发展的出路。”保亭
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县持

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持“精品、特
色、稀有”的发展方向，聚力打造农业品
牌，农业生产效益稳步提升。

近年来，红毛丹产业已发展成为
保亭一大特色农业，目前该县共种
植 2.5 万亩红毛丹。保亭连续多年
举办乡村旅游红毛丹采摘季活动，
以红毛丹产业为支点，整合餐饮、住
宿、景区、旅行社等旅游行业资源，发
展红毛丹采摘游等新业态，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

农业结构优 产业效益好

“今年8月我购买了200株红毛丹
树苗，政府补贴了一部分钱，现在这些
红毛丹树苗长得可好了。”近日，保亭加
茂镇共村的红毛丹种植户王运权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

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农
户发展红毛丹产业的积极性，今年保
亭立足实际，充分利用和整合各项发
展资金，向购买红毛丹种苗的农户、专
业合作社等发放补贴，补贴比例为
70%，种植户自筹30%。

据统计，今年1月至10月，保亭
各乡镇共发放菠萝蜜、榴莲、红毛丹等
热带水果种苗近9万株，进一步调动
了农户种植热带水果的积极性。截至
10月底，保亭水果种植面积共计9.1
万亩，新增种植面积4540.18亩，同比
增长5.8%。

农产品收购价容易受市场影响产
生波动，保亭在鼓励农户种植瓜菜、果
树的同时，积极做好产销对接工作，让
农户发展产业更安心。“我们与种植户

签订保底价收购协议，降低他们发展
农业的风险。”保亭七彩庄园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总经理杨伟宇介绍，种植户
与农业企业签订收购协议后，收入有
了保障。

此外，保亭相关部门积极拓宽农
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与阿里巴巴、
华雨农业、海南阿里农等企业及省外
瓜菜批发市场的收购商对接，并充分
发挥电商交易平台的优势，多渠道保
障农产品销路畅通。

销售有渠道 增收有保障

培育新农人 探索新路子
保亭发布多条
山地户外运动新线路

本报保城12月14日电（记者梁君穷）12月
12日至13日，2020年保亭热带雨林山地户外极
限运动暨乡村民宿线路体验推介会在保亭黎族苗
族自治县毛感乡南春村举行。推介会上，保亭相
关部门立足毛感乡丰富的旅游资源，发布了多条
山地户外运动新线路，邀请广大游客前往体验。

据悉，本次推介会包含乡村民宿体验、山地户
外运动线路体验、黎族苗族文化习俗体验、户外露
营4部分内容。推介会上发布的山地户外乡村游
线路，串联起当地的景区、文化遗迹、农产品采摘
基地、特色民宿等旅游资源。

“以前也到过黎村，但这么热闹的场面还是
第一次见。”来自海口的游客王先生说。推介会
首日，2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沿着山地户外运
动线路，体验了雨林探险、自然岩壁攀岩、溶洞
探秘、山地越野骑行等项目。与此同时，完成户
外探险的爱好者们还齐聚南春村，体验民族特色
体育项目、黎族织锦等民俗项目，品尝黎家特色
米酒，出席黎族长桌欢迎宴，感受保亭少数民族
文化风情。

“保亭将以毛感乡为起点、支点，以点带面发
展户外运动产业，使之成为保亭旅游产业发展的
新亮点。”保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保亭
将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推动户外运动产业
加快发展。

据了解，保亭山地户外乡村游线路的规划，突
出保亭的特色旅游资源，以热带雨林、石林溶洞、
针状石林、雨林沟谷、黎族苗族民俗等为主要体验
内容，配套了多个户外运动与乡村旅游相结合的
旅游项目，丰富了保亭旅游产品类型，为该县发展
全域旅游增添新动力。

保亭实施“一枚印章管审批”改革

只进一扇门 就盖一枚章
本报保城12月14日电（记者李梦楠）近日，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一枚印章管审批”启动
仪式，并正式启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行政审批
服务局行政审批专用章”，标志着该县“一枚印章
管审批”改革正式实施。

“想不到这个证这么快就办下来了，以前办
证要跑多个部门、多个窗口，而且办理的时间比
较长，从今天开始，进一扇门，在一个窗口就能
办好，这项改革方便了企业和群众，非常好！”当
天在保亭行政审批服务局办理业务的居民罗宗
浪说。

据悉，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审
批制度改革，优化该县营商环境，保亭积极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持续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目
录清单，首批涉及该县发改委等 20个部门的
263项审批事项已划转到该县行政审批服务局
集中审批，已划转事项的审批部门不再行使审批
职能。

保亭县行政审批服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枚印章管审批”是该县推进相对集中行政许
可权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迈出的实质性步伐，该
项改革的实施，将进一步优化该县的营商环境。

据了解，企业办事人员和当地居民办理业务
可前往位于保亭县保城镇保兴中路的保亭县政务
服务中心大楼二楼办事大厅，或通过拨打电话
0898-83662282进行咨询。

“七仙杯”
高尔夫挑战赛收杆

本报保城12月14日电（记者王黎刚）由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主办的
2020保亭“七仙杯”高尔夫精英挑战赛12月12
日收杆。本次比赛是第21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
乐节全域旅游欢乐主题月活动的一部分。

经过激烈角逐，本次精英挑战赛各大奖项尘
埃落定。李增科以总杆76杆摘得桂冠，亚军和季
军获得者为雷卫、马玉良。净杆前三名分别为伏
小刚、李维军、张海；最远距离奖由陶玉兰收入囊
中，最近洞奖被黄政斌摘得。

冬至将至，北方不少城市早已银装素裹，而
地处北纬 18度的保亭依旧阳光和煦、温暖宜
人。主办方在比赛现场安排了丰富的抽奖和互
动游戏，参赛选手体验了黎族长桌宴，欣赏了黎
族苗族歌舞表演，领略了保亭少数民族文化的
魅力。截至目前

共种植红毛丹2.5万亩

今冬明春

保亭计划种植黄秋葵超1万亩

截至10月底

共种植水果9.1万亩

今年8月，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乡村旅游红毛丹采摘季活动,图为游
客在采摘红毛丹。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武威 摄

近日，户外运动爱好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
县毛感乡攀岩。 保亭县旅文局供图

今年1月至10月
共发放菠萝蜜、榴莲等

热带水果种苗近9万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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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月村村民在采摘黄秋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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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自治县南林乡南林村村民在管理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