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文昌市农业产业增

加值增长3.7%

建成高标准农田 1.71万亩

复耕撂荒地 2 万亩，新开垦

和提质改造耕地 1万亩

扩种农作物3.23万亩

粮食和蔬菜总产量分别增长

4.7%和3.7%

文昌鸡出栏量增长 10.5%
开工建设30 万头生猪养殖

产业项目
冯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全

面启动建设

文昌农业
发展亮点

■■■■■ ■■■■■ ■■■■■

文教镇位于文昌东部，地处沿海，风
光旖旎。文昌境内最大的河流——文教
河自北向南穿过镇墟，河流入海口为八
门湾，中间有坡柳水闸隔断，海潮逆流至
水闸处，上游河水并不受海潮影响，咸淡
水交汇，滋养着沿岸的风物。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百姓，文教虽然
耕地不多，但是物产十分丰富。”文教镇当
地居民说，自古以来，文教的农产品如水
稻、番薯、花生，以及咸淡水交汇处的海
鲜，都颇受人们喜爱。

为深入挖掘地域文化特色，促进文
化、旅游、农业融合发展，2020年，在文昌
市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文教镇党委政府积
极推动打造文教区域公共品牌“文教礼
享”，旨在通过区域品牌带动当地农业产
业发展，以“1+N”的区域品牌体系，力促
镇级产业集群品牌化。

“文教的区域公共品牌立足地理区
位、自然资源、优势产业、历史文脉等条
件，深入挖掘文教母亲河文化、农耕文
化、书香文化等，提炼出‘文教有礼，与
君共享’核心品牌价值，旨在促进文农
旅融合发展。”文教镇党委主要负责人
介绍，“文教礼享”区域公共品牌由政府
主导，鼓励农民参与，并设计风格统一
的LOGO和产品包装。

农户林永青所在的文南村，去年 6
月，由村党支部牵头，在镇党委的支持下
注册成立了文昌文南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利用现有的田地资源，盘活撂荒地，
以“党建+”模式，致力发展高效农业。

“随着农村路网工程和红岭灌渠工
程的建设，我们村的农田灌溉设施日益
改善，交通更加便捷，具备发展好农业
产业的基础条件。但由于长期以来农业
经济效益低，大量青壮年外流，农村急
需产业带头人。”林永青说，党建引领成
立文昌文南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后，该村
党支部一方面发动村里党员带头务工，
另一方面积极挖掘、吸纳农技能手，发
展壮大村集体产业。

今年52岁的文南村村民王绥照种了
一辈子的田地，以往依靠自家几亩地种水
稻，仅够一家人维持生计。现如今，他每
天到基地务工，平均每月有3500元左右
收入。

“跟着村公司干，不仅学到了管理技
术，每月还有稳定收入，这是以前想都不
敢想的！”王绥照笑着说。

（本版策划、撰文/李飞）

文昌文教镇构建“1+N”
的区域品牌体系，以党
建促村级集体经济发展

做大特色品牌
助力乡村振兴

传统水产养殖如何
实现现代化？在文昌冯
家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可
窥一二。

水产养殖业是冯家湾
渔民依赖多年的生计。上
世纪80年代后，受冯家湾优
良的自然条件吸引，一批科

研院所和水产企业纷纷
入驻冯家湾，带来先

进的育苗技术，拉
动养虾业、饲

料业、

网具业等整条产业链发展，冯家湾
因此成为知名的“虾苗谷”。

2020年，文昌市规划建设冯家
湾现代化渔业产业园，鼓励当地养
殖户“上岸”“上楼”养殖，探索近海
养殖产业发展新路径。

产业园内首栋示范养殖厂房共
2层，鱼虾螺采取多层养殖模式。
厂房跨梁架空结构下，数十个船型
水池排列有序，由给排水管道、供氧
管道等串联成一体。厂房可以通过
人工调节室内温度和光线，为不同
种类海产品提供适宜的繁育和生长
环境。多层养殖模式不仅稳定、可

靠，而且让同等面积的土地提
高产出60%以上。

今年5月，当地富有经验
的养殖户曾广能等首批4户
养殖户正式在冯家湾现代

渔业产业园的两层养殖厂房进行东
风螺、东星斑、银鼓鱼投放试养，开
启他们的“车间化”养殖新模式。在
三年试养期内，园区对他们免收厂
房租金、供水等费用。

“几个月时间，就已有两批东风
螺螺苗顺利卖出，产生了经济效
益。”曾广能说，与传统养殖场相比，
工厂化养殖车间生产条件可控，孵
育的东风螺苗品质更加稳定。

为实现生态化、工厂化、标准
化、产业化、规模化的建设目标，冯
家湾产业园还规划建设了深海取水
工程和完善的给排水系统，即从深
海集中取水、统一供水，取水管线深
埋，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海岸生态的
破坏，同时有效提升水质。园区内
产生的养殖尾水、加工废水、生活污
水，统一分类、集中处置，确保达标

排放，维护湿地和海岸带生态系统
的平衡，同时大大降低了入园企业
在取水、排污等方面的建设成本。

文昌市政府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文昌还将
引进培育种苗、饲料、加
工、冷藏、运输、贸易等
上下游企业，完善生产、
销售、运输、加工、出
口、质检等环节，
延伸产业链和
价值链，促进
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

做大品牌、加快发展、促农增收，助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文昌：特色农业 乡村振兴路

潭牛文昌鸡、东
郊椰子、冯家湾现代
化渔业产业园……细
数文昌农业品牌，一
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浮
现于眼前。

近年来，文昌市
创新思路，积极探索，
深入实施品牌强农战
略，同时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以特色农业
促进一二三产融合，
带领农民走上致富
路，为乡村振兴注入
了澎湃动力。

目前，文昌已经
形成了文昌鸡、椰子、
罗非鱼等一批具有一
定规模和知名度的农
产品品牌。而这些品
牌也成了文昌市一张
张靓丽的名片，激活
一方经济，富裕一方
百姓，产生了良好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12月14日，在文昌市公坡镇水
北村委会春回村村民韩武的文昌鸡
养殖场内，散养的文昌鸡正在悠闲
觅食。利用自家10亩林地，韩武与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建起了养鸡场。“林下养鸡一年
能赚12万元。”韩武说道，这也为自
己的家庭带来了更多的收入。

除了传统的养殖和毛鸡销售以
外，文昌鸡产业也在不断完善产业
链，扩大销售市场，提高文昌鸡的附
加值。

“工人宰杀好的毛鸡，经过卫生
处理就直接打包好进冷库，我们可
以最大限度地保障文昌鸡的新鲜品
质，冷藏保鲜后送往岛内外的市

场。品质保障了，合作社的订单增
加了。”在文昌市新桥墟昌头村的文
昌绿然潮记文昌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内，负责人张蝶说，冷库能放下约一
万只鸡，冰鲜鸡销往广东、香港等
地。“冷库自去年年底建成投入使
用，目前合作社的销售量正在逐步
上升，不仅卖毛鸡、还可以卖冰鲜
鸡，现在还合作研发各种做法的熟
食鸡。”

张蝶算了一笔账：净鸡销售每
只增加6元，每月可增收15万元；
熟鸡销售每只增加15元，每月可
增收7.5万元。“我们合作社一年至
少增加90万元的收入，这是非常
可观的。”

近年来，文昌市委、市政府始终
把文昌鸡产业作为特色农业，不断
加大发展力度，文昌鸡产业已成为
文昌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之一。

为了让文昌鸡产业规范健康发
展，文昌市实施名牌发展战略，把有
发展潜力、带动能力强的林下经济
龙头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加大
文昌鸡原产地标记和注册商标保护
力度，实行标准化饲养、产业化经
营，积极推动“公司+农户”的发展
模式，文昌鸡规模化养殖取得显著
成效。“这种发展模式有利于规范化
管理，降低饲养成本，有利于标准化
生产，提高品种质量，有利于增强抗

风险能力，增加农民收入。”文昌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统计，2020年文昌鸡饲养量
达到 7695 万只，出栏 5749.39 万
只；2002年和2005年文昌鸡品种
和饲养管理规程分别获得海南质量
技术监督局的认证。2004年获得
国家“原产地标志注册”（后改为地
理标志注册）殊荣，2009年 6月又
获得国家“证明商标”注册。

目前，文昌全市年出栏100万
只以上的规模场有8家，10万只-
100万只的有15家，1万只-10万
只的有769家。全市已成立81家
文昌鸡养殖合作社，现全市文昌鸡
饲养从业人数达1.6万人。

完善产业链让文昌鸡“远走高飞”

在品牌强农同时，文昌也在以
特色农业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海南椰子半文昌，文昌椰子甲
天下。

在文昌，椰子产业最具当地特
色。肉厚味美、清澈甘甜、口感独特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光、热
和土壤条件资源，加之当地千百年
来形成的独特椰文化，催生了“文昌
椰子”这张靓丽的地域名片。

而文昌椰子也因产业链完整，
产业化程度高，产业历史悠久，产品
类别丰富，发展后劲十足。

正值旅游旺季，在文昌春光

椰子王国旅游景点，来自山东的游
客陈先生正带着孩子体验制作椰子
美食的乐趣。

在这个占地面积60亩的椰子
王国里，有六大特色板块：椰王宫、
椰美食制作廊道、椰艺阁、椰之春、
椰膳苑和御椰园。游客在这里通
过可视化生产车间、研发检验室，
可以亲眼见到一颗椰子变化成椰
子糖、椰子饼干等各类休闲食品的
神奇过程。

“在这里可以了解椰子文化，椰
子的故事，享受椰子美食，还能近距
离感受椰子食品的制作工艺，真是

大开眼界。”陈先生说道。
而在文昌椰子产业重镇东郊

镇，作为椰乡文昌的椰子核心产
地，闻名天下的东郊椰林一直是
海南著名的旅游景点。东郊椰林
独有的椰风海韵，与当地各色椰
子加工业相得益彰，令无数游客
流连忘返。

为助力椰子产业发展，文昌市
大力推进“文昌椰子”品牌建设，
开展“椰林工程大行动”，把椰子
产业作为经济引擎、生态屏障、旅
游亮点，编制规划，出台政策措
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

济、生态等多种效益。以产地区
域品牌赋能，推动文昌椰子产业
提质升级，重点促进椰子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

2017年“文昌椰子”获农业农
村部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海
南农产品十佳区域公用品牌；2018
年获国家商标局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获海南省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
创建大赛三等奖；2019年录入“海
南省第一批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和
《2019 中国绿色农业发展报告》；
2020年获得海南省十大农产品地
理标志。

融合发展让文昌椰子产业攀上新高度

“科技助农”推动水产养殖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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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文昌市龙楼镇的春光椰子王国
观光工厂。 本版图片均由 阮琛 摄 深受岛外消费者喜爱的“椰乡牧鸡”。

12月15日，在冬交会文昌馆，工作人员抓紧摆放各种瓜果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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