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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琼海

五指山市印象水满茶叶专业合作社助茶农增收

缕缕茶香指尖绕 片片茶叶鼓荷包
■ 本报记者 谢凯

卡车去到水满乡茶农家里收茶搬茶，回
来后再把这些收购的茶青人工搬运至二
楼的大平面制作厂房，忙的时候来不及
休息，需要熬夜制作茶叶，
“ 茶农们更辛
苦了，
清晨上山采摘，
有些忙到下午才回
到家里。
”
印象水满茶叶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合作社成员以水满乡水满村、
方响村、牙排村的茶农为主，
合作社统一
回收茶农茶青，
发展适度的规模经营，
制
作销售后年底再次给茶农进行分红，直
接以“村民+合作社”的方式布局水满茶
产业链，帮助茶农发展茶产业，
从茶产业
中多获利。
“这几年来，水满茶由于品质好，市
场反应好，
产业有了一定规模，
很多茶企
前来收购，村里的茶青基本上都被预订

本报嘉积9月22日电 （见习记者陈
子仪 通讯员彭子娥）9月22日上午9时，
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码头鱼货交易繁
忙。渔民们正分拣鱼货，
按渔获大小、
种
类定出价格。岸上，
收购商、
代理商和食
客则抢购挑选，
价格谈妥后将选好的海
产品倒入自带的鱼篓里，
满载而归。
自 8 月 27 日 正 式 开 渔 后 ，琼 海
611 艘渔船先后扬帆起航耕海牧渔。
近日，捕捞作业的渔船也陆续返港，收
成喜人。

了。”
董国豪高兴地说，
以前，
水满乡的茶
农外出打工，茶地无人管理，
产量和效益
都不理想。
如 今 ，水 满 茶 的 产 量 和 效 益 不 断
提高，
“ 保底回收，茶农们的种茶积极
性 提 高 了 不 少 ，从 2020 年 到 今 年 ，合
作社的茶青收购量和销售量在连续增
加，茶农们的荷包也鼓了起来，丰收有
了新的意义。”
董国豪加入合作社快两年的时间，
今年他学会了炒制茶叶，
“水满茶的味道
独特，
我们不应该止步，
加快制茶技艺提
升对合作社未来的品牌之路会有更多帮
助，除了产量的丰收，我今年计划考制茶
师专业证书，朝着更广的方向去努力。”
董国豪期待地说。
（本报五指山 9 月 22 日电）

昌江

眼下，正是雨季，鲜绿的水满茶叶长
势很快，一茬一茬的新芽陆续冒出。趁
着这段时间，五指山市印象水满茶叶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董国豪加紧了秋茶的收
购和制作工作，在合作社的主仓库里，
一
些货架上的存货并不多了。
22 日 8 时不到，五指山市印象水满
茶厂制作车间，三十岁出头的董国豪早
早就来到这里，陆续把仓库里前天晚上
熬夜制作好的成茶搬运至一楼包装间进
行罐装操作，他要赶忙发货给昨天就已
经催促他的客户。
“临近国庆节假期，许多客户都发来
订单，几乎每天都有。”董国豪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以往，
他们合作社的水满茶在

上半年销售量比较高，而下半年就进入
制作和备货期。今年进入下半年，他发
现，水满茶的销量并不输上半年。
水满茶一年四季都可采摘。今年
7 月至 9 月，印象水满茶叶专业合作社
已经收购当地茶农茶青近 5000 斤，合
作社以近 20 元/斤的价格收购。
“ 这么
算 下 来 ，今 年 我 们 的 茶 农 收 入 也 会 增
加。”董国豪说。
董国豪原来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
2020 年底，他看中水满茶的发展良机，
毅然放弃稳定的工作，加入印象水满茶
叶专业合作社，专心致志地发展水满茶
产业。
“我们的茶厂在市区，
茶叶产地在水
满乡，兼顾二者并不容易。
”
董国豪说，
每
回收购茶青他都要开上两个多小时的皮

“主播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十月田
镇王炸村，现场所有的农产品都是当
地特产。”9 月 22 日上午，昌江黎族自
治县在十月田镇王炸村开展庆丰收暨
“农产品”展销活动，庆祝第五届“中国
农民丰收节”，活动一开始，来自昌江
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的“新农人”王晓斌
便打开了直播平台，在镜头前进行产
品推荐。
“让我们跟随主播镜头看一下，香
水菠萝、圣女果、红肉菠萝蜜、农家红
米、香水椰子、马蹄笋、火龙果、红心蜜
柚、木瓜、粉蕉都很应季。
”
王晓斌介绍。
“主播想特别推荐这个来自才地村
的红心蜜柚，
水分十足，口感清甜，还有
金钻凤梨，都是‘一村一品’的产品，需
要的朋友们点小黄车购买。”王晓斌不
停地与观众进行互动。
此次活动以线上直播带货和线下
产品直销联动方式，集中展销十月田镇
12 个村（居）委会和 2 家农业企业带来

一朝秋风结硕果 处处皆是好“丰”景
柚子青、凤梨金、地瓜紫……9 月 22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澄迈县大大小小的
种植基地内看到，饱含富硒元素的各色
农作物把澄迈的秋天
“染”
成了一幅丰收
的画卷，它们仿佛是盛装打扮的精灵，
去
参加 2022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
祝活动的丰收盛宴。
7 月至 9 月正是澄迈县无籽蜜柚上
市的季节，在澄迈县中兴镇福来村
“柚子
夫妇”1500 亩无籽蜜柚种植基地里，一
颗颗沉甸甸的柚子压低了枝头。
连日来，
从早晨七八时开始，
“柚子夫
妇”
品牌创始人安烁宇的手机就不断有订
货电话打进来。
“10 盒，
西安，
立刻发出。
”

在海南洪安农业有限公司
“青柚之约”
现
代化工厂内，
安烁宇在柚子园与包装区不
停穿梭，
而身后不时传来一声声柚子入筐
的声音，
寻声看去，
一台长达60米、
可进行
柚子分级筛选的机器映入眼帘。
安烁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刚被采
摘下来的柚子，立刻就送上柚子智能筛
选机器，通过筛选，一筐筐规格不一的青
柚被分装打包，随即销往全国各地。
同样将澄迈富硒农作物销往全国各
地的还有桥头地瓜，走在澄迈县桥头镇
沙土村，满眼都是一栋栋小洋楼，
地里是
一条条培好的沙土埂。
“现在开始种植地瓜，
到明年的三、
四
月就是收获的季节。这几年，
我种的地瓜
效益一直不错，种植面积不多，
一亩地能

有 1 万至 2 万元的纯收入。今年刚开始
种，就有内地的老板跟我预订了，
估计能
收入15万元。
”
种植户李春告诉记者，
再等
些时日，桥头地瓜也将迎来种植高峰，
在
做好病虫害防治的基础上，
增加土地的疏
松度，
走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道路。
金秋时节，
俯瞰澄迈大地，
处处洋溢
着金色的喜悦。
“ 澄迈凤梨”是澄迈优质
品 牌 农 产 品 的 代 表 ，也是 该县培育的
“6+2”品牌农产品之一，此时澄迈凤梨
也迎来采收的季节。
在澄迈县金江镇山口村凤梨部落
360 余亩的凤梨地里，刚采摘下来的金
黄色凤梨垒成堆，数十个工人围坐在一
起，忙着采摘和装箱。
“今年大丰收，前前后后，累计卖出

160 万斤的凤梨，已经有 400 多万元的
收入。”
凤梨部落品牌联合创始人王雅丽
提着满满一筐凤梨，向记者诉说着今年
丰收的喜悦——如今市场需求量大，有
时需要收购其他农户的鲜果，才能保证
每天发出 7 万斤。
澄迈
“6+2”
农产品品牌享誉海内外，
也是澄迈农业品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特
别的闪光点。近年来，澄迈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做优做强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打好“长寿”
“富硒”
“绿色”
三张牌，
充分利用
“6+2”
农业品牌的影响
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不断深入发展，
打造
“挖地瓜、品咖啡、游村庄”
的精品旅
游路线，有效带动澄迈县休闲旅游业的
发展。
（本报金江 9 月 22 日电）

琼海市潭门中心渔港渔获代理商
李钦表示，今年渔获量基本跟往年持
平，受省外部分地区疫情影响，渔获主
要销往省内市场。
琼海市渔政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李岳周表示，目前已经有 2 艘渔船从中
远海作业返港，还有 8 艘在返港路上。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渔船返港后，
船上所有人员及渔获均将进行核酸检
测，船上所有人员落实五天四检的核酸
检测后才能再次出海。

瓜果飘香引客来
直播带货庆丰收

■ 本报记者 刘婧姝 通讯员 符健柏

澄迈携三十余种特色农产品参加丰收节

■ 本报记者 高懿

潭门渔港迎丰收
“鱼来鱼往”交易忙

的 20 余种特色农产品，引得在场干部
群众争相品尝购买。
“活动给我们企业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农产品展示机会，我们也会全力投入
生产，尽量减小疫情的影响。”在现场，
海南昌江兆恒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吴
克建说。
现场还准备了全民娱乐活动，结合
农事特色等形式，
营造农民群众同庆丰
收喜悦的浓厚氛围，集中展示农业丰收
消费成果，打通消费帮扶渠道，促进农
户、企业和消费者的有效衔接，降低疫
情对农产品销售影响，
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
“通过线上直播带货以及线下直销
的方式，把我们镇各村（居）以及农业企
业的农副产品推广出去，做大做强。
”
昌
江十月田镇常务副镇长符乃发说。
昌江电商公共服务中心负责人李
志鹏表示，接下来，还将开展一系列直
播带货活动与电商培训，致力于帮扶本
地农户，拓宽农产品消费渠道。
（本报石碌 9 月 22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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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 迎盛会
2022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海南庆祝活动今日举行
主办单位：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中共海口市委、海口市人民政府

2022 年海南省市县农产品公用品牌名单

三亚芒果

东方火龙果

文昌鸡

五指山红茶

保亭红毛丹

琼中绿橙

海口火山荔枝

澄迈桥头地瓜

东方蜜瓜

海口火山石斛

2022 年海南省农业企业品牌名单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

容益（海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王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卓津蜂业有限公司
海南陆侨农牧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勤富食品有限公司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容益
王品
卓津
陆侨农牧
勤富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海南晨海水产有限公司
海南兴科热带作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海南传味文昌鸡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水果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

■■■■■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南海中沙鱼
兴科
传味
水果岛
陨坑茶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单位

海南南国食品实业有限公司
海南七仙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潭牛）文昌鸡股份有限公司
三亚南鹿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希源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品牌名称

南国
七仙影
潭牛
南鹿
希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