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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黄皮产量锐减价格看涨
专家：高温干旱致果树无法开花结果，今年荔枝芒果也类似
南国都市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易帆 文/
图）眼下正是黄皮的成熟季，酸甜可口的黄
皮备受青睐。然而，不少市民发现，今年市
场上的黄皮不仅售价不菲，品相稍好的果子
卖至 20 元一斤，还“难觅”黄皮果的身影。

记者走访：黄皮比去年贵一倍

品相好的黄皮，市场售价 20 元/斤。

“今年黄皮市场售价可不低，比去年的
价格几乎翻了一倍。”近日，喜爱黄皮的市
民小周发现，今年到了黄皮果季，售价却把
他吓了一跳：去年才卖 10 块、12 块一斤的
黄皮，今年卖到了 18 块，品相稍好的则要
20 块一斤。
11 日，记者在海口坡博市场、海玻市
场等几大农贸市场走访发现，售卖黄皮的摊
位并不多，售价在 20 元一斤左右。“黄皮果
季已经到了，可今年黄皮减产太厉害了，都
没有果子卖啊。”一位摊主告诉记者，她卖
的黄皮是在村子里收来的，往年她能在村里
收到 500-600 斤的果子，今年却只收来了
80 斤左右，而收购价也涨了不少。“去年黄
皮才卖 10 块左右，今年没有果子收，价格

自然也涨上来了。
”
不仅市场黄皮果售价高，冷饮店里备受
青睐的老盐黄皮水也纷纷涨价。
在海口金盘一家冷饮店，记者看到，小
杯的老盐黄皮水卖 12 元，大杯的则卖 15
元。店主告诉记者，他经营老盐黄皮水已经
有 6 年，目前老盐黄皮水价格没有涨，但因
今年因为黄皮少，价格高，他已经把店里的
主打招牌换成了老盐柠檬。同时，在文明东
路一家主打老盐黄皮水的冷饮店，店主告诉
记者，老盐黄皮水价格每杯上涨了 2 元。
“黄皮收购价高，成本上涨了。”该店主说。

种植户：有的果树不结果
来自三门坡的种植户徐军家里种了约 3
亩的黄皮果树，往年产量有 1000 斤左右，
而今年却仅有 100 余斤。“今年就算高价收
购，都难买到黄皮。”徐军说，今年气温较
高，影响果树开花结果，导致产量锐减。
儋州南吉黄皮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符在明告诉记者，合作社种植了约 500 亩的
黄皮果树，往年产量高达几十吨，今年截至

东方打造雪茄烟叶产地，首批烟叶开始采摘

海口

的农民身份上又有了一个闪亮新“铭牌”：
产业工人。雪茄产业这一高效现代农业能够
为她们增加收入，是山区农民的“黄金叶”
。
基地里的雪茄长势良好，最高的植株达
到将近两米，种植基地内包含多个外国引进
品种，每个区域雪茄烟草植株都有不同的移
栽编号，生长高度也有所不同。
东方永得雪茄有限公司雪茄产业园项目
是海南省 2018 年 70 个重点项目之一，总投

美安科技新城

资 227 亿元。项目规划建设期 10 年，分三
期建设，规划占地 15 万亩，分布在东方市
大田、天安、东河三个乡镇。项目主要是引
进大卫杜夫公司的核心雪茄种植技术，填补
我国高端雪茄烟叶和成品的空白，将东方打
造成国际雪茄优质原材料和产品基地。目
前，首批试种的 200 亩雪茄烟草叶已进入采
摘阶段，第一批烟叶的采摘过程会持续 30
天左右。

月底将完成 5G 设备调试

南国都市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胡诚
勇）6 月 11 日，记者从海口国家高新区获
悉，海口国家高新区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5G 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已完成，预计 6 月
底将完成设备调试工作。
据了解，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作为 5G
先行试点园区之一，为优化营商环境，不

断提高园区综合竞争力，吸引高端核心企
业齐聚美安园区，自 2018 年 9 月起，美
安管理中心统筹协调中国电信、铁塔等公
司，大力推进 5G 试点项目建设，并于今
年 6 月 10 日完成 5 座铁塔及 5 个机柜建
设、信号设备安装、光缆铺设等项目建设
工作，现已正式进入设备调试阶段，预计

专家：高温干旱，果树难结果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
研究所研究员高爱平表示，导致黄皮果树减
产的原因比较多，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
今年连续高温干旱的天气。高爱平告诉记
者，气候条件对果树影响比较大，今年以
来，海南气温比较高且干旱，导致果树无法
开花结果，“不仅是黄皮，今年的荔枝、芒
果等经济作物，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高
爱平说。
同时，从果树本身的自然因素来说，去
年海南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宜，不少果树都丰
收，今年则自然会出现减产的情况。“这在
农业种植上就是果树的大小年之分。”高爱
平解释说，种植户日常的管理等因素也会直
接影响果树的产出。

八所海事局保平安
加强船载危货检查

种下“黄金叶” 采摘奔“钱途”
南国都市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姚传伟）
东方市委市政府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外引内
联，与东方永得雪茄有限公司签署协议合作
发展雪茄产业。2018 年，古巴、多米尼加
雪茄烟叶开始在东方试种，经过精心培育管
理，如今第一批烟叶开始采摘。
天安乡抱由村的村民刘艳是雪茄种植基
地里的一名采摘工人，她和当地村民参与了
从烟叶种苗下种到收摘的过程，从此，他们

目前收到的果子却很少。
记者采访发现，海南多个地区的种植户
都表示，黄皮果树产量锐减。“有的果树甚
至都没有结出一颗果子。”有不少种植户都
这样说。

5G 在海

南

6 月底完成。
美安生态科技新城 5G 试点网建设落
地，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产业领域的企
业和项目提供必要的 5G 应用环境，助推
园区企业发展升级。同时，将进一步提升
五网建设水平，优化营造国际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

南国都市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王小畅 通讯员 陈振凯 田小雷）为
共同保障“安全生产月”期间船载
危险品货物生产作业安全，6 月 10
日，八所海事局通过开展安全监管
“安全·家”与党建共建相结合的
方式，组织海事一线执法党员与港
口船检队伍党员联合开展“船港优
畅”船载危险品货物生产作业安全
检查。
执法联合检查组对岸基的消
防、监控设备等实施进行了巡查，
对已靠港正在进行危货作业的“海
X 油 7”轮说明“安全生产月”安
全工作的要求，并检查了该轮的
船/岸人员值班、船岸检查、作业
前的安全检查，重点检查船舶关键
性设备、消防和防污染应急设备部
署、船员任职与实操能力等情况。
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督促船方
立即整改。
八所海事局通过开展安全生产
检查活动，促进海事和港口通力协
作加强船载危货的安全管理。

政企研机构献策

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全

三亚

中兴通讯与崖州湾科技城合作

打造 5G 智慧园区

南国都市报 6 月 11 日讯（记者 谭琦）
记者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获悉，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兴通讯”
）日
前与三亚崖州湾科技城管理局签署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将联合中国电信开启 5G 基
站建设工作，利用 5G 高新技术赋能传统
产业，共同打造 5G 新型智慧园区。

根据合作协议，中兴通讯将与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共同探索 VR、AR、智慧港
口、远程医疗、智慧安防、智能物流、智
慧园区等应用在 5G 网络上的发展，在整
体解决方案、试点示范、产业链孵化等层
面进行全面合作。同时，中兴通讯将基于
自身在 5G 无线、大数据及云平台领域领

先的技术优势和市场地位，助力三亚探索
打造智慧大学城、智慧农业等，并借力
5G 高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合力打造 5G
新型智慧园区。下一步，双方还将联合运
营商对崖州湾科技城推进 5G 网络全面覆
盖，并协同该科技城内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共同探索 5G 创新应用。

南 国 都 市 报 6 月 10 日 讯（记
者 王小畅 通讯员 何志成 石俊）10
日，海南海事局在海口召开 2019
年琼州海峡客滚船安全管理工作座
谈会。来自省内外的业界管理者和
专家、相关企业人员参加会议。
与会人员围绕航运企业安全主
体责任落实、风险管控、危险品分
类运输、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通航
环境整治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讨，
并就如何提升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安
全管理水平，防范水上重特大事故
发生等议题建言献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