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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域旅游拉动美丽经济
今年一季度儋州市接待过夜游客同比增长 20.6%

儋州粽子藏“乾坤” 古法制作搭互联网快车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打造经济新兴增长极

做好特色高效农业接二连三新文章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儋州提出
实施新兴增长极和新型城镇化的
“双新”战略，进一步释放发展
活力，辐射、带动和服务海南西
部发展。

儋州“双新”战略的提出恰
逢其时：目前该市正在大力推进
海南西部中心城市、国家新型城
镇化综合试点、北部湾城市群重
要节点城市建设。儋州市委书记
张耕说，在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的新征程中，儋州要扛起应有的
责任担当。儋州市是海南省继海
口市、三亚市、三沙市之后的第 4
个地级市，后发优势明显。不仅

具有地处西部中枢的区位优势和
海陆空的交通优势，更具有全省
最大土地面积、最长海岸线，以
及丰富的森林生态、历史人文、
旅游矿产等资源优势。

近年来，儋州市调整经济结
构，谋划产业转型升级。2016 年
儋州地区生产总值达 258.78 亿元

（人民币，下同），同比增长 7.7%，
经济总量居海南省第三；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速和固定资产
投资增速均居海南省第二，地方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居海南省
第一。今年第一季度实现地区生
产总值同比增长 8.9%，三大产业

结构调整为 36.6:14.6:48.8。
张耕分析，国家实施“一带

一路”战略给儋州市扩大开放打
开了广阔空间 ; 儋州市为《北部湾
城市群发展规划》重要节点城市，
为扩大区域合作交流提供了新的
机遇 ; 海南省全面深化“多规合一”
改革和打造海南西部区域中心城
市的发展定位，对儋州市推动产
业升级、经济转型和提升总量赋
予了新内涵、提供了新机遇、注
入了新动力。他表示，肩负起建
设海南西部区域中心城市、辐射、
带动和服务西部发展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是实施“双新”战略的
丰富内涵和关键所在。

张耕说，“双新”战略中新
兴增长极是目标，新型城镇化是
方法和路径。儋州市必须把推进
新型城镇化纳入到全市城市发展
战略当中，以新型城镇化为有效
载体和途径，以综合推进产城融
合就地城镇化和建立多元化可持
续投融资机制等为措施，以加强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管理、
推进特色风情镇村建设等为要求，
加快推进城乡“五网”建设、实

施旧城和棚户区改造，促进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探索建立农业
人口市民化就业保障。

儋州市发改委负责人介绍，
计划总投资 1600 亿元的海花岛旅
游综合体，是儋州投资额最多、
体量最大的工程，也是海南省重
点项目之一 ; 斥资近 10 亿元的儋
州夏日国际商业广场一期目前已
经正式营业，是海南西部目前最
大的现代商业综合体 ; 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的儋州豪德森达商贸物流
城项目，建成后将刷新西部物流
格局……张耕表示，要全力实施
“双新”发展战略，建设美好新
儋州，将在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方面加快产业改革，加快发展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旅游、互联
网等七大产业；加快公共服务均
等化布局，维护好儋州的青山绿
水、碧海蓝天；加强管理，加快
推进儋州“五网”建设；加大推
进社会公平建设，促进社会稳定，
加大扶贫攻坚力度。儋州还将进
一步加大开放意识，促进改革创
新，借鉴经验来促进发展。
 文 / 王子谦

千年儋耳粽，万家端午情。
儋州悠久历史孕育了独特的饮食
文化，一个个精巧的粽子现已成
为儋州文化的独特代表。

粽子在儋州已有两千年的历
史。儋州市粽子行业协会副会长
田传明介绍，据史料记载肉粽制
作工艺最早可追述到汉代，明代
因儋州洛基地区走出了“威武将
军”符南进、“嘉应将军”符那宽，
“洛基粽”从此而兴。

香气诱人、玲珑娇小的粽子
看似简单，但用料极其讲究，制
作过程也颇为复杂。现年 71 岁的
麦永安是儋州肉粽传承人之一，
他介绍粽子选材要选当地跑海鸭
蛋黄、火山区域种植的糯米和当
地的花猪肉，三者缺一不可。因

为肉粽是咸味，所以腌制肉和米
的配料是肉粽的灵魂，共有酒、盐、
秘方等 7 味料，其中自己的秘方
另含 7 味料并且绝不外传。

“煮粽子需 12 个小时，才能
将米香、肉香、蛋香及叶子香味
合为一体。”麦永安颇为自豪的
是，他对自己制作的粽子口感“打
包票”：“你闻到口水流，吃了
又不油腻。”

在政府的支持下，近年来儋
州粽子产业迅速发展，销量连年
增长。2013 年儋州粽子年销售 600
万个，产值 6000 多万元（人民币，
下同）；2014 年年销售 750 万个，
产 值 9000 多 万 元；2015 年 销 售
850 万个，产值突破 1 亿元；2016
年销售更是达到 1825 万个，产值

突破 2 亿元。2017 年力争达到年
产销 3000 万个目标。

现如今，儋州粽已获评“中
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除猪肉
粽外，还开发了鲜花玫瑰粽、香
蕉牛排粽、鸳鸯水晶粽、黄金咖
哩粽、贡豆排骨粽等新品种，畅
销广东、湖南、北京、吉林等内
地省市和澳门地区。

“儋州粽子搭上‘互联网 +’
快车，网友也能买到粽子。”田
传明称，儋州粽子名声在外，不
少订购商网上下单，远程购买。
记者在淘宝打开多家儋州粽子直
销店，具有多种口味的粽子可供
选购，消费者可通过手机客户端
下单。

儋州企业已结合互联网技术
和现代金融创新开发出粽子电子
券。“那大粽子”生产企业负责
人赵尚铮说，消费者选中一款产
品就会有一个电子券，付款后可
通过微信等方式把券发给朋友，
朋友可根据需要填写收货地址和
送货时间。 

目前，儋州市正在进一步做
大粽子产业，由该市 20 多家粽商
联合组成的粽子产销联盟——海
南粽乡源儋州粽子有限责任公司
新近成立，粽商统一制作标准，
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采用统一
的“粽乡源”包装，抱团叫响“儋
州粽子”的地域品牌。 
 文 / 普林斯

又到海南热带水果飘香季。
在占地 400 亩的儋州惠丰荔枝园
内，漫山遍野荔枝树犹如波涛起
伏的海洋。由 400 余名游客组成
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果园，采
摘最新鲜的果实，一场乡村旅游
的“嘉年华”就此拉开。

儋州市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
江、河、湖、海、山、泉，景观
立体动人，全域旅游正在撬动当
地的“美丽经济”。据介绍，今
年第一季度儋州市接待过夜游客
同比增长 20.6%，旅游总收入同比
增长 18.9%。

儋州市旅游委介绍，自 2016
年以来该市加快重点旅游项目的
建设，目前正在着力打造海花岛
旅游综合体、东坡文化旅游区、
兰洋温泉养生度假区和光村银滩
度假区，做深做精中和东坡文化
古镇、光村雪茄风情小镇、兰洋
温泉风情小镇等 8 个文化底蕴深
厚、吸引力强、知名度高的特色
小镇。

作为旅游大市，儋州市超过

八成的旅游资源在乡村，当地乡
村 旅 游 目 标 为“ 以 养 生 度 假 为
特 色 的 全 国 知 名 乡 村 旅 游 目 的
地——第三代乡村旅游引航者”，
计划 3 年建 62 个美丽乡村示范村。

记者在儋州市多个美丽乡村
看到，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
游业。那大镇屋基村以明代符南
进、符那宽兄弟而闻名，如今因
鹭鸶在此生活被誉为“鹭鸶天堂”；
红色村庄那大镇江茂村经历战火，
如今成为游客接受革命教育的好
地方；苗族群众聚居的马岭排村
保留了古代传统的蜡染技术，高
超技艺引得游客驻足。

除乡村旅游外，儋州新的旅
游业态正在兴起。“永不落的海
上盛宴，纵享缤纷岛居生活。”
尚未完工的儋州海花岛就已经成
为新的旅游景点。每到假期海花
岛人流如织，众多游客慕名而来，
亲眼目睹这一宏伟工程，感受儋
州椰风海韵的旅游风光。 

悠久的历史也成为儋州旅游
“卖点”。宋代文豪苏东坡居儋

三年，敷扬文教，著书立说，为
海南文化开发启蒙作出重大贡献，
为世人所敬仰。

位于中和镇的东坡书院是苏
东坡在儋州讲学会友的场所，如
今已成为游客观光旅游、访名胜
古迹的必选景点。 

在东坡书院观光旅游，除了
感受浓厚的文化氛围外，还能欣
赏到儋州特色山歌、调声等精彩
表演，同时独具东坡特色的小吃
更是让游客大饱口福。东坡肉、
东坡豆、东坡小炒、东坡糕、东
坡饼、东坡黄皮鸡……满汉全席
的“东坡宴”，让“吃货”们大
呼过瘾。

儋州市正在将旅游业与其他
产业进行深度融合，充分挖掘东
坡文化、雪茄文化、民俗文化等
资源，推出“东坡文化体验之旅”
活动，建设儋州书画院，举办雪
茄文化旅游节、中秋调声等系列
活动，评选儋州“十大名菜”和“十
大小吃”，促进旅游和文化共同
繁荣发展。　 文 / 乐之

作为海南省的农业大市，儋
州市全力打好“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这张王牌，将农业与第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第一产业
转型升级。

儋州市自 2015 年以来坚持“调
优做精第一产业”的发展思路，
打造儋州粽子、儋州红鱼、儋州
海头地瓜、儋州香芋、儋州蜜柚、
儋州黄皮、儋州鸡、儋州跑海鸭蛋、
儋州绿壳鸡蛋等“9 大农产品”品
牌，推动“农业 + 互联网”、“农
业 + 旅游”、“农业 + 健康养生”
等融合发展，促进传统农业向标
准化、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
的现代农业转型升级。

临近端午节，儋州市“121 网
店”负责人黎斌格外忙碌，他的
电商网站已经成为当地粽子、黄
皮、泡海鸭蛋等特色农产品的销
售平台，去年销售额900多万元（人
民币，下同），今年可望翻番。
黎斌最近将网点仓储在东北长春
设点，实现跨区域拓展，“今后
东北网购儋州农产品，发货将更
加便捷。”黎斌的网店是儋州近
年来高速发展的互联网行业与农
业结合的范例，如今在儋州落户

的 200 多家互联网企业中，不少
与农业“联姻”。

除互联网产业外，儋州正在
通过建设农业产业园和现代农业
小镇，提升农业整体水平。位于
兰洋镇的天香木兰产业园，将建
设天香木兰养生度假区、木兰种
植繁育基地、木兰产业带动区等，
总投资 70 亿元；位于海头镇的海
南黄花梨产业园，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 ; 位于东成镇的海南国际热带
苗木花卉基地及苗木花卉交易中
心，计划总投资 3.5 亿元。

儋州市还与恒大集团计划建
设现代农业小镇，建设内容包括
国际现代农业高新技术展示区、
现代农业生产示范区、休闲观光
农业区、农产品加工物流区、国
际现代农业交流合作平台及生态
田园居住区。

儋州市委书记张耕表示，该
市将继续做足做好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及农业“接二连三”新文章，
推动农业与旅游、互联网等产业
深度融合发展，同时以农业产业
发展为中心，积极引进知名农业
企业进行项目合作开发，建立农
业示范基地。 文 / 王子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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