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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特色产品
受消博会观众青睐

“真好喝！”7月28日，在消博会7号馆，全
省各市县特色产品争相亮相，观展者络绎不
绝。在屯昌县富锌泉水柠檬展柜前，来自美国
的观众汤米·科尔曼品尝后赞叹道。

本届消博会，屯昌县企业梦幻香山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携富锌泉水柠檬和沉香纯露亮相，
受到采购商及专业观众关注。

“展示的绿柠檬跟常见的黄柠檬的味道是
不一样，口感挺好，我当场就下了单，请他们准
备邮寄。”观众高云说。

据了解，富锌泉水柠檬是梦幻香山特色农
产品，总种植面积350亩，利用富含锌元素的地
下冷泉水灌溉，全程实施绿色食品种植管理技
术，产出绿色优质果品。梦幻香山在推进采摘
等农旅融合发展过程中，辐射带动周边农户种
植柠檬，为其免费种苗和技术指导，共同发展柠
檬产业，实现双赢。

本届消博会上，该公司展出了从自种的沉
香树中提取的产品纯露，有补水保湿和美白功
效，也很受欢迎。这是屯昌沉香产品首次亮相
消博会。

今年，省委省政府提出要进一步做好“六棵
树”文章，使之成为海南百姓的“摇钱树”。屯昌
正着力发展以沉香为主导的南药大健康产业，
完善沉香全产业链条，让沉香成为屯昌产业金
字招牌。

梦幻香山公司有关负责人税红说，下一步，
梦幻香山将用自身平台来打造一个沉香产业融
合示范园，“以一香带百香”，带动周边产业发
展。

7月26日，在消博会举办的“创业中华·侨
商论坛”上，该公司与怡海集团进行合作签约，
联手打造、发展“梦幻香山产业融合项目”的二
期和三期。 （本版撰文/吉安）

屯昌积极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融入海口经济圈

借势登高谋发展“两翼”齐飞壮产业

连日来，第二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7号馆展区，由屯昌县梦幻
香山景区带来的数十个白色
沉香化妆盒整齐排列，打开的
展品香气飘出，吸引观展人员
驻足。这是屯昌特色沉香产
品首次亮相消博会这个国际
展会大舞台。

从黑猪到沉香，从农业、
旅游到大健康产业，从壮大县
域经济到融入海口经济圈，近
年来，屯昌在海南经济社会发
展中的分量也越来越重。

在海南加快推进自由贸
易港建设背景下，屯昌正紧紧
把握机遇，以“一核两翼三新”
为思路，加快推进高质量发
展，建设连接海口经济圈和其
他发展极的“桥接枢纽”和支
撑“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发展
的重要“肱骨力量”。

全面发力：
新发展带来新气象

10年前，梦幻香山芳香文化园的
所在地还是一片荒坡，连条路都没
有。如今，这里漫山遍野种上了香树、
香果、香花、香草，成为集芳香文化体
验、芳香产品生产、康养度假、科普研
学为一体的大景区，一年四季游人不
绝。

景区之变折射县域发展之变。屯
昌是全国唯一的热带丘陵地区，“山可
近水可亲”，生态环境优美、旅游资源
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承北望南，承东
望西，素有“海南中部门户”之称；物产
资源丰饶，沉香、黑猪等负有盛名。近
年来，该县积极发挥优势，努力“强身
健骨”，在多方面协同发力，发展迎来
全新气象。

经济实力稳步壮大——
2021年全县实现地方生产总值

96.79亿元，比2016年增长30.4%；三
次产业结构由2016年的39.4：12.9：
47.7调整优化为34.9：10.4：54.7。

现代产业逐渐成长——
精心培育的现代化黑猪生态全产

业链初步形成，以县中医院、南药制药
项目和太极医疗养生基地等医养度假
项目为主导的大健康产业加速布局，
梦幻香山获评国家4A景区，“健康+
旅游”产业链集群逐步形成。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
在全省率先完成新一轮农垦改

革，首次推行“净矿”出让，颁发首宗农
民建房规划许可电子证照，推行首个
政策性生猪“保险+期货”项目，今年
落地首单沉香保险，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实现新突破。

生态环境持续改善——
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田

长制，建立全县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
究体系，城乡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均为100%，
县城建成区获评国家卫生县城，2018
年至2020年连续三年被生态环境部
评为环境质量基本稳定市县。

民生保障更加厚实——
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6000多户

2.7万多人实现脱贫，54个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项目全部完成，覆盖
城乡的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基本形成。以“查破促”“比学赶超”活
动为抓手，推动348项“我为群众办实
事”清单全部完成，64条堵点问题全
部办结，一批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
的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得到彻底解
决。

突飞猛进的基础设施，稳步壮大
的经济盘子，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
……如今的屯昌，不再“养在深闺人不
知”，站在全新发展历史起点上。

沉香与黑猪：“两翼”齐飞壮大产业力量

“用它可以补水保湿，还有美
白的功效。”在消博会上，面对络
绎不绝的观众，梦幻香山景区有
关负责人吴丹自信地介绍其带来
的沉香纯露，她手上的沉香纯露，
是从该景区种植的沉香树加工提
取的。

壮大产业，才能赢取发展活
力。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基
于自身特色优势，就未来如何取得
跨越式发展，屯昌县委提出“一核
两翼三新”的思路。“一核”旨在依
托屯昌位居海南中部交通枢纽的
优势，提升县城建设质量和核心功
能，构筑人才吸引力；“两翼”就是
推动以黑猪产业为龙头的现代农
业和以沉香产业为主导的南药大
健康产业两翼齐飞；“三新”，就是
打造“开放活力、绿色精品、共富共
享”的“三个新屯昌”。

沉香是该县的优质特色南药品
种，将在现有1.28万亩基础上大力扩
大种植面积，健全沉香产业发展规
划、扶持政策，构建沉香育种、种植、
功能开发、加工、贸易等各环节全产
业链条。当前，该县已成立沉香产业
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和工作专班，启动
编制沉香全产业链发展规划，起草
《屯昌县沉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2022—2025）》，明确“十四五”期间
全县沉香产业发展方向、工作任务。
县农业、林业部门已制定相关奖补政
策。计划打造沉香产业小镇。

“沉香产业前景广阔，屯昌未
来发展潜力巨大，合作空间广阔，
沉香产业在屯昌将迎来高速发
展。”日前前来屯昌考察时，江苏亚
萍集团董事长陆亚萍表示希望加
强与屯昌合作，促进拟投资项目加
快落地。

炎夏时节，屯昌县丽雅粉汤店
内顾客盈门，风扇照例满堂送爽。
饭桌中央的汤锅沸了，客人将新鲜
的黑猪肉片入锅涮熟，再蘸着酱料
入口，十分惬意。“许多人从外地来
屯昌，都要尝尝我们的粉汤，因为
屯昌黑猪肉非常受欢迎。”店主罗
丽雅说。

黑猪也是屯昌产业发展的一
道王牌。近年来，该县持续培育壮
大这一产业。今年上半年，全县生
猪出栏 11.36 万头（黑猪 7.95 万
头），同比增长85.65%，生猪存栏
11.89万头（黑猪9.28万头）。

当前，屯昌正大力推进屯昌黑
猪标准化规模养殖。海南农垦畜
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5万头黑猪种
猪繁育建设项目（一期）已完工并
引入种公猪22头，将在近期引入母
猪1200头后正式投产，可增加屯

昌黑猪年出栏量2.5万头。
黑猪产业链持续拉

长。屯昌天之虹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饲料厂计划
10月试投产运营，届时
可生产优质饲料供应
屯 昌 黑 猪 养 殖 场
（户）。天之虹肉食品
系列加工项目加快建
设。屯昌南兴年产
1000吨黑猪产品加工
厂已竣工。

同时，当地正在申请
注册屯昌黑猪证明商标，
修订《地理标志产品（屯昌黑
猪）》，通过制作屯昌黑猪宣传
片、户外广告、屯昌黑猪产品系
列包装礼盒等推广“屯昌黑猪”品
牌形象，打造“屯昌黑猪”系列名
片。

借势登高：加速融入海口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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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周末，我们都会迎来从

海口发出的旅游专线，给景区增加
不少人气。”梦幻香山景区工作人
员宋圣根欣喜地介绍。这是屯昌
紧密与海口联系的新作为。今年，
当地策划了海口至屯昌的3条旅游
专线，旨在为屯昌旅游引流。

在屯昌发展的谋划中，一个思
路日益清晰——加速融入海口经
济圈。在今年召开的海南省第八
次党代会上，区域协调发展被明确
为推动海南高质量发展的“两大引
擎”之一，海口经济圈作为“三极一
带一区”中的一极，首次纳入屯昌。

“屯昌具有交通便捷、生态资

源丰富、产业要素综合成本低、产
业承载空间大等比较优势，可以作
为承接海口经济圈内产业转移的

‘功能箱’和服务保障省会的‘后勤
处’。”屯昌县委书记凌云认为，高
质量融入海口经济圈，是现阶段屯
昌实现借势登高、蓄势跨越的重要
举措。

进入海口经济圈，对屯昌来说
是一次重要的发展机遇，但这并不
意味着屯昌能“躺赢”。5月以来，
屯昌多次开展与海口的考察交流
活动，深入挖掘合作机遇。7月26
日，该县召开专题会议，对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高质量融入海口

经济圈、生态、民生、基层治理等项
工作做出再部署——

立足比较优势，强化与海口的
联动发展，屯昌将全产业链承接经
济圈内其他城市产业溢出和产业
转移，围绕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
业发展、旅游文体等九个方面一体
化任务事项，积极主动对接，深化
交流合作，以强烈的机遇意识、主
动的担当精神、扎实的工作举措，
下功夫做好融入海口经济圈的文
章，把屯昌建设成为推动区域协同
发展的“枢纽站”。

同时，屯昌还将全力打赢打好
“六水共治”攻坚战，把“山可近，水

可亲”的金字招牌守牢守好，让绿
色成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靓
丽底色，努力把屯昌打造成为海口
经济圈的“生态后花园”。

奋发作为，加速行动。“我们近
期将前往海口举办屯昌美食嘉年
华活动，此外，还将联手定安县推
出过夜游产品，强化与圈内市县的
旅游推广互动。”屯昌旅文局负责
人说。

把握机遇，努力奋进，屯昌将
加快建设成为连接海口经济圈和
其他发展极的“桥接枢纽”和支撑

“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发展的重要
“肱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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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提供柠檬水给观众品尝。

在屯昌县南吕镇咸六村的六禾画社，村里的孩子在学画画。在屯昌海香园沉香企业基地，工作人员修剪白木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