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 16日上午，冬交会重点活动
之一——海南农产品网上交易采购及
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暨农产品加工产业
招商推介会在海口举行。活动现场，昌
江签约一个波罗蜜产业园项目，项目协
议投资额达8000万元。

签约仪式上，海南宜景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与海南果鲜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昌江分公司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
发挥各自优势，分别投入资金、种苗、技
术、管理等，在昌江海尾镇共建宜景红心
波罗蜜产业园项目。该项目计划用地约
5500多亩。

“海南昌江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波
罗蜜生长。项目签约落地后，预计

2023年挂果，年产值约1.5亿元。”海南
果鲜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昌江分公司
董事长邹剑虹说，该项目建成后能带动
昌江农户种植波罗蜜，使其增收，助力
乡村振兴，助力昌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河南强发果蔬贸易有限公司已多次
和昌江企业合作，购买农产品。今年冬
交会上，该公司签订了意向订单约2300
多万元，主要购买小米椒、黄秋葵、小南
瓜等。“昌江生产的果蔬，光泽好，口感
佳，深受市场喜爱。”河南强发果蔬贸易
有限公司总经理曹胜利说。

截至12月18日，昌江签订合同68
宗，合同金额2.2533亿元。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加大签约招商 助力昌江农业高质量发展

12月16日下午，在昌江展馆门前，
黎族歌手梅紫一展歌喉，演唱了《多彩昌
江等你来》《我在棋子湾等你》《久久不见
久久见》《捡螺歌》等黎族歌曲，吸引不少
市民游客拍照留影、驻足欣赏。

往展馆里面走，只见黎族群众黄春
玲等人正现场织黎锦，一旁还有人编藤
筐、制黎陶、舂糍粑等。不少市民游客围
观，连连称赞。来自黑龙江游客许润泽
足足观看了有1个多小时，他说：“第一次
这么近距离观看黎锦制作，看似很简单，
其实很复杂。这样织出来，有各色花纹
图案，简直太好看了。”

“上午7点半就过来展馆，现场展示
黎锦技艺，希望更多人能了解黎族传统技
艺，宣传推广黎族文化。”黄春玲说，她用
工具亲手纺织黎族裙子，“这条裙子大约
需要3个月来完成。根据花色不同，纺织
一套黎族特色衣服需要4至6个月时间。”

昌江展馆的一大特色是沉浸式体验黎
族文化，舂糍粑、织黎锦、捏黎陶等这些生
活化的场景再现，让人走近纯美的山海黎
乡——昌江。“今年冬交会上，昌江展馆另
一特色就是以‘回家’为主题，通过打造‘三
部曲’，突出欢迎青年创业者回乡创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的理念。”昌江县农业农

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昌江利用层进错落的空间关系，把

展馆搭建成一爿村落乡居。随着观览动
线，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回家”首部曲
——“花美情挚迎贤至”。昌江有着享誉
岛内的花卉种植和旅游产业，展馆便以
石斛兰、三角梅和木棉花为主景，打造了
鲜花小镇留影小景，让参观者徜徉花海，
宾至如归。中部曲是“山海黎乡瓜果
香”，重点展示昌江冬季瓜果蔬菜，如火
龙果、波罗蜜、哈密瓜、圣女果、毛豆、秋
葵、辣椒、地瓜等，堆垒而起的鲜货美味
来自大自然的馈赠和乡民的努力。展馆
以“聚智谋业满堂悦”收尾，展示昌江产
业融合升级和数字农业发展的阶段性成
果，旁设的乡村会客厅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朋友讨论交流、共谋发展。

昌江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介
绍，昌江展馆在展陈设计上进行了创新，
仿建再造了一个宜居宜业的理想家园，
在保证整体结构足够方正稳定之外，通
过空间的错位和不同建筑材质的使用，
打破了板正的布局，让场馆呈现更富节
奏感和设计美感，“设计理念主诉求在链
接乡村振兴和每个个体，让每个人都能
望得见山、看得见海，归乡解乡愁”。

展馆黎族特色鲜明 引市民游客驻足参观

“这些石斛兰真好看，颜色艳丽，怎
么卖？”12月16日，在昌江展馆门口，紫
色、黄色等娇艳的石斛兰十分抢眼，受到
逛展市民游客喜爱，纷纷上前询问。

近年来，昌江利用优良的自然气候条
件，坚持走绿色生态发展道路，大力发展
花卉产业，打造“鲜花小镇”。目前全县从
事花卉企业和合作社共17家，其中规模
较大企业6家，花卉种植面积1万多亩，产
值4000多万元，品种有三角梅、石斛兰、
沙漠玫瑰、菊花、百合、空气凤梨等。

今年冬交会上，昌江共有33家参展
企业展出46种农产品，包括芒果、哈密
瓜、火龙果、菠萝等热带水果，石斛兰、沙
漠玫瑰等热带花卉，霸王岭山鸡等畜禽肉
类产品，毛豆、黄秋葵、南瓜等优质蔬菜，
椰子酒、山兰酒等酒类产品，白石黑米、木
棉花茶、海尾辣椒酱等加工产品以及藤
编、黎锦等旅游工艺产品。琳琅满目的农
产品，让市民游客、客商赞不绝口。

产自昌江的保平毛豆嫩绿皮薄、豆
粒饱满、口感柔嫩清爽、味甘鲜美，并含
有丰富的植物蛋白、多种有益的矿物质、
维生素及膳食纤维，深受市场青睐。“毛

豆开始上市了。特意过来昌江馆品尝毛
豆，味道鲜美。准备买点回家，让家里人
都能尝个鲜。”澄迈市民王福泽说。

乡村振兴要靠产业，产业发展要有
特色。昌江坚持夯实农业基本盘不动
摇，念好“山字经”，种好“摇钱树”，打好

“特色牌”，在稳定粮食生产、做精做强传
统农业的基础上，不断形成昌江芒果、霸
王岭山鸡、木棉红蜂蜜、乌烈羊、哈密瓜、
火龙果、波罗蜜、姜园圣女果、保平毛豆、
昌化乳鸽等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
品。其中，霸王岭山鸡、昌江芒果荣获国
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王品冰糖蜜瓜被
列入海南知名特色农业品牌，十月田镇
好清村上榜“2021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亿元村”。

“带来台农十七号菠萝前来参展，这
个品种皮薄，食用前清理简单，相比平常
普通菠萝，这个菠萝口感好、纤维少、肉
质脆嫩。”参展商、海南太阳岛农业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罗冠武说，公
司在昌江十月田镇种植台农十七号菠
萝，基地规模已由2012年500亩扩大到
如今2000多亩。

46种农产品亮相 展示昌江农业发展成就

■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12月16日，走进
2021 年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
交易会（以下简称冬
交会）乡村振兴馆之
昌江展馆，映入眼帘
的一盆盆颜色鲜艳的
石斛兰，令人眼前一
亮，馆内摆放的哈密
瓜、火龙果、圣女果、
菠萝、波罗蜜、毛豆、
酸瓜皮、海尾辣椒酱
等特色农副产品，吸
引市民游客、客商前
来采购。馆内，黎族
表演者现场献唱经典
黎歌，展示织黎锦、编
藤筐、制黎陶、舂糍粑
等黎族传统工艺，让
市民游客回味无穷。

昌江黎族自治县
地处海南岛西部，气
候温和，光照充足，雨
量充沛，发展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得天独
厚，荣获“中国芒果之
乡”“中国木棉之乡”
“中国圣女果之乡”
“中国毛豆之乡”“中
国霸王岭山鸡之乡”
等美誉。昌江人民在
希望的田野上辛勤耕
耘，不断开创“三农”
工作新局面，推进乡
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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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文君 特约记者 黄兆雪

轻轻点击手机客户端便可随时查看农
作物的生长和种植管理情况。今年冬交会
上，在昌江数字农业展馆，海南生产队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农业物感基站、“布谷
鸟”平台、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等数字农业
产品，十分吸引眼球。

12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昌江数字
农业展馆看到了数字农业物感基站。该基站
由多要素百叶盒、风速传感器、翻斗式雨量
计、海康摄像头、高级版主机等设备组成，搭
配4G传输器、太阳能板、电瓶、支架等，安置
于田间地头。“这个基站可以实时收集其所在
基地的小环境情况，测土壤、空气的温湿度，
光照、风速、雨量、紫外线强度等。记录并上
传数据信息，传输到各操作客户端。”海南生
产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慧博介绍。

杨慧博说：“实施数字农业，从生产环节
来说，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高效化。
比如通过数字农业产品，可以得知某个基地
什么时间需要施肥浇水，以及需要施多少量
剂，在这种条件下，生产出的农产品产量更
好、品质更稳定。”

“昌江鼓励和引导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数
字农业建设。”昌江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农业信息化示范基地通过物联网技术
实现自动化、智能化，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生
产的精确度，降低资源消耗和养护成本，达到
农业生产的高效目标。

近年来，昌江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
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步伐，深入开展“智慧农
业”行动，推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
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推
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格化，推进农业生
产环境自动监测、生产过程智能管理，提高农
业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创
建一批农业物联网示范基地。目前，全县农
业信息化示范基地共9个，其中生产型7个，
养殖型1个，服务型1个。生产型示范基地
总面积达到3000亩，涵盖了火龙果、哈密瓜、
蜜柚、橙子、槟榔、椰子等6大作物品种。

据悉，由海南生产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和海南昌江兆恒农业有限公司合作打造的火
龙果农业信息化基地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
2021年度农业农村信息化生产型示范基地。

在推动农业生产智能化的同时，昌江
还积极培育一批信息化程度高、质量优、特
色显的电商，通过新农人直播带货的方式
营销特色水果，做足做精做透产品的价值，
打出“山海黎乡 纯美昌江”的特色。该县
利用和海南卖点品牌营销顾问有限公司合
作开设海南农业品牌网-昌江农业品牌分
站的契机，在各栏目共发布昌江各类农业
品牌信息3000多条，助力农业品牌创建、
推广、宣传等，促进农业发展。

此外，昌江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追
溯信息化水平，建立农业生产基地安全可信
赖的信任体系，提升产品的附加值。“通过一
物一码技术，实现农产品产地鉴真，也可实
现客户地域的精准分析，助力农产品营销。”
昌江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2月18日讯）

昌江加快农业数字化转型步
伐，推进实现农业高效生产

智慧农业赋能
高质量发展

昌江提升特色农产品知名度

拓宽销售渠道
增加农业效益

本报海口12月 18日讯 （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冯定坤）12月
17日，昌江黎族自治县委、县政府主要领
导先后到冬交会昌江展馆了解展览及交易
情况。

17日上午，昌江县委书记陈儒茂参
观乡村振兴馆、现代种业和数字农业馆
等展馆，了解昌江馆特色农产品销售、冬
季瓜果蔬菜品种、乡村振兴产业、黎锦黎
陶工艺品、花卉产业及数字农业等情
况。他表示，本届冬交会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进一步提升昌江特色农产品的知名
度、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平
台和动力。昌江要充分发挥优势资源，
大力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经济，打造特色
农产品品牌，带动更多农民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要加强推进“农业+互联网”融
合发展，完善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建立
农产品产地标识信息采集与可追溯系
统，推动数字化农业发展；要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带领农民发展，形成专业
化、规模化产业，助农增收；要积极做好
农产品包装、推广和营销工作，借助电商
直播带货等新形式扩大宣传，拓宽销售
渠道，增加农业效益。

当天下午，在昌江展馆，昌江县委副书
记、县政府党组书记梁明表示，要找准产品
定位，挖掘产品文化内涵，围绕市场需求导
向进行产品研发，开发一系列延伸产品，提
升产品价值，打造特色化、规模化、品牌化
的产业。要立足本地特色，将黎锦、黎陶等
极具传统文化特色产品结合时下流行趋
势，创新开发具有实用性的产品，提高市场
竞争力。要借助数字化平台，加大与电商、
抖音等合作，拓宽销售渠道，助推花卉产业
发展。

昌江今年计划种植
冬季瓜菜14.5万亩

本报石碌12月 18日电 （记者张文
君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钟潇虹）眼下
正值冬季瓜菜的种植期，昌江黎族自治县
今年计划种植冬季瓜菜14.5万亩，保障蔬
菜市场供应。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17
日从昌江县农业农村局获悉的。

近日，在乌烈镇峨港田洋常年蔬菜基
地，峨港村村民正忙着给黄瓜苗吊蔓。该
基地面积约3160亩，目前种植有黄瓜、豆
角、南瓜等瓜菜。在村民符世江的辣椒种
植基地里，他正进行除草、施肥等。“去年
辣椒价格不错，我干劲十足。今年又种植
了 30多亩，预计12月底可以采摘上市。”
他说。

据了解，昌江今年计划种植冬季瓜菜
14.5 万亩，目前已完成种植约 10.28 万
亩。为加快冬季瓜菜种植进度，该县还组
织农技部门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
户种植，对各生产企业、合作社也进行种植
指导。同时该县加强对出岛瓜菜质量安全
检验检测和农药残留检测，确保冬季瓜菜
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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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江举办沉香种植户技术培训

推动沉香产业发展
实现农民增收

本报石碌12月 18日电 （记者林书
喜 特约记者黄兆雪 通讯员陈晨）昌江黎
族自治县是白木香树原生分布区和沉香主
产地，约有白木香树林2.6万余亩300余万
株，是该县优势的重要产业之一。为进一
步提升该县沉香种植户的种植培育技术水
平，推动农业创新发展与乡村产业振兴，
12月13日，昌江举办2021年白木香树造
香体系无偿公开培训，各乡镇沉香种植户
共50余人参加。

培训简要介绍了昌江沉香产业发展
的具体思路及我省沉香产业发展的相关
政策。同时邀请金融机构、相关企业及香
农代表分别解读和介绍了昌江惠农金融
政策、沉香产业发展前景及沉香技术实践
体验等，并针对参训人员提出的难点问题
进行逐一解答，让大家全面了解沉香从种
植培育到管护结香全流程的各项工艺技
法，掌握造香的系统性工作，增加沉香有
效产量，提升沉香结香质量，拉低结香的
时间成本，有效减少技术节点的资金投
入，推动当地沉香产业发展，实现农民增
收致富。

七叉镇农业服务中心专干米良善表
示，经过这次培训，学到了沉香基本种植技
术，回去后将好好钻研，为当地沉香产业做
好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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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交会昌江馆。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冬交会上展示昌江数字农业大数据平台。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冬交会昌江馆展示的兰花。
本报记者 陈元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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