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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 至 目 前 ，澄 迈
“6+2”品牌农业产业规
模达 16.2 万亩，预计今
年总产值可达 11 亿元；
累计有效注册农产品品
牌 1370 件，其中2020年
新增农产品商标 118件

目前，该县已建成
2 个电子商务公共服务
中心、2 个电商展示馆，
建成 161 个村级电商服
务站，注册电子商务企
业超过 1600家

澄迈突出富硒特色，打造农产品品牌矩阵见成效

“老字号”焕发青春“小字辈”拔节生长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37.14亿元!这是澄迈
农产品在为期 5 天 的
2020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
（以下简称冬交会）期间，
线上线下的交易总金额。
本届冬交会上，澄迈现场
签下订单 18.94亿元，收
获意向订单18.18亿元。

本届冬交会期间，澄
迈展馆购销两旺，展出的
各类农产品人气颇高，折
射出澄迈农业发展取得的
新进展、新成果。

近年来，澄迈以品牌
建设为抓手，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福山咖啡、桥
头地瓜等一批传统优势
品牌搭上产业融合、数字
农业、品牌建设等快车，
实现新发展，焕发生机活
力。无籽蜜柚、效古沉香
等新品牌对接新消费需
求，凭借优良的产品品质
和新颖的宣传推介方式，
迅速打开市场。

12 月 21 日上午，与朋友邀约
逛冬交会的北京游客李珊闻“香”
走进澄迈馆，购买了咖啡等多种特
色产品。

本届冬交会，澄迈共组织24家
企业参展，展出农特产品103种。手
冲福山咖啡、香煎瑞溪粽子、香煎加
乐豆腐、火烤桥头地瓜……多家参展
企业在展馆内打造“移动厨房”，现场
烹制食品，供市民游客免费品尝，充
分而直观地展示澄迈富硒优质农产
品的美味特质。

“听说澄迈的农产品富含硒元
素，绿色健康，今天要好好尝尝！”李
珊拉着朋友站在福山咖啡展位前排
队。一壶手冲咖啡刚煮好，企业工作
人员很快就分给了在场等候的市民
游客。品尝完咖啡，李珊又跟着人群
尝了新鲜出炉的烤地瓜。

“澄迈被称为‘富硒福地、长寿之
乡’，‘富硒’‘长寿’是澄迈绿色农产

品的标签。”澄迈县农业农村局副局
长梁智介绍，澄迈土壤富含硒元素，
是全国富硒土壤分布集中、面积较大
的市县之一。依托自然资源优势，该
县种出的瓜果蔬菜不仅口感好，而且
绿色健康，食用对身体有益。

满意的不仅是市民游客，还有受
邀进馆参观考察的客商。“看中澄迈
香蕉的富硒特质，这次来签下了1.3
亿元的订单。”江西省华东方保香蕉
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舒方保表示，
自上世纪80年代起，公司便与澄迈
香蕉种植大户建立了合作关系，将澄
迈香蕉销往江西、天津等地，让消费
者品尝来自海南澄迈的好味道。

冬交会期间，澄迈展馆人气爆
棚，获得多方好评。冬交会开馆首
日，澄迈瓜菜产销大户、行业协会与
8个外地客商签下18.94亿元订单，
实现开门红。随后，澄迈展馆交易红
火、订单不断。

发展富硒农业
参加冬交会成果丰硕

本届冬交会，澄迈展馆内外随处
可见福橙元素：展馆主色调为橙色，
入口处设置了福橙大展台，展馆中央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福橙模型。“入口
即化，清甜多汁，味道真好！”“候鸟”老
人刘美莲在品尝澄迈福橙时称赞道。

“我们的福橙可以放心吃，包装
上有溯源二维码，扫码就能辨真伪。”
在澄迈福橙展销区，澄迈福橙协会会
长吴先忠一边招揽顾客品尝福橙，一
边演示如何扫描二维码辨真伪。吴
先忠介绍，在澄迈，种植户销售福橙
必须使用协会统一设计的包装，消费
者通过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获
取福橙产地、种植户等详细信息。如
果福橙口感不佳，消费者可以投诉，
经核实种植户生产的福橙糖度、农药
残留量等指标不达标，协会将取消其
当年使用统一包装的资格。

近年来，澄迈在发展热带特色富
硒农业上持续发力，大力推广种植

“6+2”品牌农产品，并设立了澄迈福
橙科学研究所、福山咖啡研究所、无

核荔枝研究所、山茶油产业研究院、
无籽蜜柚研究所等8家农业科研机
构。同时聘请华南农业大学、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专家，为
澄迈的特色农业培育脱毒种苗、选育
优良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等。

截至目前，“6+2”品牌农业产业
规模达16.2万亩，预计今年总产值可
达11亿元；累计有效注册农产品品
牌1370件，其中2020年新增农产品
商标118件。澄迈福橙、桥头地瓜、
福山咖啡、蜜柚、无核荔枝、茶油、凤
梨等人们熟知的品牌农产品畅销全
国，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2006年时，我拉着一车地瓜到
海口卖，售价为每斤0.4元，好几天才
卖完，辛苦跑一趟还亏了几千元。”澄
迈桥头镇的地瓜种植户杨英春说，当
时的桥头地瓜品质也是上乘，但由于
在市场上的辨识度不高，售价很低。
经过政府大力宣传推广，近年来桥头
地瓜“身价”快速上涨，市场行情好时
曾卖过26元每斤。

“这地瓜味道真不错，怎么卖
啊？”12月21日，在冬交会澄迈展馆
桥头地瓜展位前，不少品尝到美味的
市民游客，向参展企业工作人员询问
购买渠道。

“如果觉得口感不错，可以在网
上下单购买，天猫上有网店。”杨英春
一边忙着烤地瓜，一边向市民游客介
绍购买途径。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参加本次
冬交会的澄迈参展企业，大多开通了
一站式线上购买通道，并为顾客提供
邮寄服务。此外，一些参展企业还邀
请网红主播在展馆内直播带货。

“我们每年都来参展，今年直播
带货，让我们的销量猛增。”海南山野
王生态休闲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本届冬交会期间，该公
司与来自北京、广州、上海的多个客
商签下订单，仅北京一个网红基地一

场直播就能带货几十万瓶野菜酱。
梁智介绍，澄迈依托物联网技术

和电商销售平台，革新传统的农业生
产、营销模式，挖掘农业各环节的潜
力，积极拥抱新业态，推动农业高质
量发展。目前，该县已建成2个电子
商务公共服务中心、2个电商展示
馆，建成161个村级电商服务站，注
册电子商务企业超过1600家。

此外，澄迈县现代物流业蓬勃
发展，京东、淘宝等互联网平台相继
落户，也给该县现代农业的提质升
级提供了强大动力。上述互联网平
台配合政府部门在信息端、生产端、
物流端、销售端对农户进行指导帮
扶，协助贫困地区和特色农产品产
区打造农业品牌，解决农产品上行
难、产销信息不对称及物流运输困
难等问题。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

■ 本报记者 余小艳

“猪是村集体养殖的，我负责喂，
马虎不得！”12月23日12时许，澄迈
县文儒镇石浮村村民黄辅文准时出
现在猪圈旁，开始给猪喂食。天气变
冷，刚出生的一批小猪崽有个别出现
了拉肚子的症状，让他格外关注。

今年36岁的黄辅文，是石浮村
的一名村干部，也是一名有着16年
党龄的党员。今年7月，他注册成
立文儒文高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
开始带领村民养殖黑猪，发展村集
体经济。

“几年前，我家也是贫困户，住
着破瓦房，孩子的学费都交不起。”
黄辅文说，2014年，因为有两个孩
子在上学，父母年迈需要赡养，家里

收入来源单一，他家被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

既是村干部也是党员，戴上贫困
户的“帽子”，黄辅文觉得“没面子，也
给党组织丢了脸”。为了早日脱贫，
黄辅文向当地的养猪专业户、畜牧师
请教，学习养猪技术，于2015年底成
功脱贫。又经过两年的发展，他靠养
猪攒了一笔钱，盖起了两层楼房，家
里生活条件明显改善。

“作为一名党员，不能只顾小家，
还要为村集体着想，给大家做好表
率，带领村民致富。”黄辅文介绍，今年
5月，他向石浮村驻村第一书记成永厚
表达了想发挥自己的养猪技术特长，
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带领村民养殖
黑猪的想法。

原来，石浮村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8户，是澄迈建档立卡贫困户最多
的村庄之一。今年初，受疫情影响，
该村的养蛇产业发展受阻，林下养殖
和槟榔加工产业的效益也不算太
好。驻村干部一直在寻找带头人，计
划发展新产业。

“他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懂技
术，是党员也是脱贫户，是非常合适
的人选。”得知黄辅文的想法，成永
厚十分高兴。然而，新建养猪场并
非易事，缺资金怎么办？成永厚第
一时间向派出单位海南省军民融合
发展委员会汇报，争取来28万元启
动资金。

“一定要好好干！”资金一到位，
成永厚郑重地对黄辅文说。“我有决
心能把猪养好，不辜负党组织和村民
们的期望！”黄辅文坚定地回答。他

拿出脱贫以来攒下的10多万元积
蓄，平整土地，搭建猪圈等设施，并买
来上百头小猪崽。

养猪场建成投入使用以来，黄辅
文起早摸黑忙碌，每天天一亮，他就
开始清理猪圈、进行环境消毒，然后
给猪喂食。同样的工作一天要重复
3次。入秋后，黄辅文还在猪圈内安
装了暖灯，防止猪崽感冒。在黄辅文
的悉心照料下，仅过了半年多时间，
这批黑猪长得肥肥壮壮，毛色光亮。

“不久前，卖了21头黑猪，给村
集体分红2.8万元，目前存栏105头
大猪和猪崽。”黄辅文说，明年合作社
计划扩大养猪规模至150头，招聘一
些脱贫户在养猪场务工，进一步提升
产业发展效益，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

文儒镇石浮村党员黄辅文积极发挥双带作用

养猪养出名堂 致富不忘老乡

澄迈举行
疫情防控应急演练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于亚楠）12月24日上午，伴随着铿锵有力的一
声“演练开始”，澄迈县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应急演练在该县老城镇拉开序幕。

本次演练模拟冷链物流工作人员因发热到
澄迈县人民医院就诊，经预检分诊、采集流行病
学史、咽拭子采样和血常规检查等环节，被确诊
为新冠肺炎感染者，相关部门进行病例转运和现
场消毒。随后，澄迈立即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应急响应，组织流行病学调查队开展流行病学调
查，落实采样检测、风险评估、密切接触者集中隔
离医学观察、涉疫公司采样和周围环境消毒、全
员核酸检测、医疗垃圾处理、联防联控等一系列
防控措施。

“冬春季，疫情反弹风险较高，结合澄迈靠近
港口，冷链物流企业较多的实际情况，我们组织开
展本次应急演练，希望通过开展演练，进一步提升
队伍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各部门之间的联防联控
工作机制。”澄迈县卫健委副主任王德彬说。

志愿者给农村留守儿童送温暖

小小礼物暖童心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 （记者余小艳）“贝

贝、可馨，来领礼物啦！”12月23日下午，在澄迈
县金江镇长安墟五联小学校园内，听见熟悉的声
音，原本安静站在角落的两个小女孩，瞬间活跃起
来，蹦跳着跑上前迎接。

身穿蓝色志愿者马甲的邱明珠把两份包装精
美的礼物递到她们面前。“手套呀，好漂亮！”刘贝
贝小心翼翼撕开包装袋，拿出粉色的手套开心地
说道。

当天，来自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
生志愿者邱明珠与澄迈县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志愿
者，及共青团澄迈县委、澄迈县教育局、澄迈县妇
联等单位工作人员，来到五联小学开展以“爱满澄
江 情暖五联”为主题的关爱留守儿童活动。

活动参与者为五联小学35名孩子送来了手
套、帽子、围巾等过冬用品。“最近天冷，一直挂念
这群孩子们。”共青团澄迈县委副书记黄华广说，
五联小学是澄迈县关爱留守儿童基地，不少学生
来自单亲家庭，或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

“一开始，他们不太理人，来了四五次，慢慢
熟了，发现每个小朋友都很活泼可爱。”邱明珠
说，海南健康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去年与五联小
学结成帮扶对子，组织志愿者每周三下午到五
联小学开展“公益课堂”活动，教小朋友们画画、
跳舞等。

“孩子们最需要的是关爱和陪伴。”看着孩子
们领取礼物时脸上露出的笑容，五联小学校长朱
途杰感慨地说。他介绍，五联小学一共有7名教
师，平均年龄超过50岁，“我是最年轻的，刚好50
岁，有了这些志愿者，校园里的笑声多了。”

分发完礼物，志愿者们又陪着孩子们一起跳
绳、玩投球。孩子们踊跃参与，玩得十分开心。

澄迈销毁一批侵权假冒伪劣商品

让假货无处遁形
本报讯（记者余小艳 通讯员王咸瑜）近日，

澄迈县举办2020年侵权假冒商品销毁活动，委托
具有销毁资质的企业对查处的6113件假冒伪劣
商品进行销毁。

本次销毁物品为2019年度没收的侵权假
冒物品，已过诉讼期，主要有假冒“桥头地瓜”
纸箱6000个，白酒100瓶，假冒“万家乐”热水
器13台。

澄迈县“双打”办（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假冒伪劣商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澄迈各
职能部门的通力协作下，该县的“双打”工作取得
初步成效。截至目前，全县共立案查处侵权假冒
伪劣商品案件97宗，结案57宗，移送案件13宗，
涉案总金额9.9万元；检察机关起诉8人，法院审
理5宗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案件。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案件的办理，彰显
了党和政府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犯罪
行为的坚定决心，有利于保障群众的合法权益，震
慑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不法分子。下一步，该办
将加大打击力度，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澄迈纪委监委精准监督

发挥派驻监督“探头”作用
本报金江12月24日电（记者余小艳 通讯

员徐红豆 欧阳永铭）海南日报记者12月24日从
澄迈县纪委监委获悉，澄迈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
监察组自成立以来，抓牢抓实政治监督，制作监察
对象“户口本”，用好建议督促落实整改，有效发挥
派驻监督“探头”作用。

澄迈县纪委监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将政治清单
内容作为常态化监督重点，针对各个单位不同特
点，对62份政治监督清单进行再造，督促党委（党
组）管好种好“责任田”。

同时，为驻在单位监察对象建立廉政档案，全
面及时掌握监察对象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状态。今
年以来，澄迈共建立4079份线上廉政档案，覆盖
率100%，并运用廉政档案，定期对驻在单位政治
生态进行分析研判，精准勾勒驻在单位“廉政画
像”，切实增强监督实效。

此外，针对监督检查、审查调查中发现的突出
问题，澄迈县纪委监委先后向澄迈县教育局、司法
局等单位发出纪检监察建议书和纪律检查建议
书，剖析问题原因，量身定制措施，督促其堵塞漏
洞、健全制度。

12月24日，在澄迈文儒镇石浮村文
儒文高畜牧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养猪场内，
黄辅文在喂猪。

实施品牌战略
农货有“身份”有“身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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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本届冬交会，澄迈馆展出农特产品103种，交易红火、购销两旺。
① 澄迈馆展出福橙、桥头地瓜、冬瓜等特色农产品。
② 澄迈馆内，一名消费者在品尝烤桥头地瓜。
③ 澄迈馆内，一名消费者（左）在品尝福山咖啡。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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