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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海南袁很多人就想到椰子遥这
个北纬 18度的度假天堂袁就是以野椰岛冶
著称遥 省长沈晓明为椰子推广时指出:椰
子在海南有无可比拟的地位袁是海南的象
征袁海南岛自古以来被称为野椰岛冶袁椰风
海韵是海南最亮丽的风景袁 全身是宝尧全
身奉献的野椰子精神冶值得大力弘扬袁我们
要带着感情来研究椰子产业遥

在海南的大路小道上袁随处可见椰子树袁椰子野元素冶也充斥着街
头巷尾院小店出售的椰子水袁商店里卖的椰子糖尧椰子薄饼尧椰蓉袁椰树
集团的椰子汁袁饭店卖的椰子鸡尧椰子饭袁还有备受游客野宠爱冶的海南
岛野岛服冶噎噎就连关于海南人的野椰子梗冶也火得不行院野海南人的必
备技能是不是摘椰子钥 冶野海南人渴了是不是就在路边随手摘个椰子
喝钥 冶

海南种植椰子有着两千年的悠久历史袁最北部的文昌市的椰子产
量最大袁全国唯一的椰子科研机构要要要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
所便设在这里遥

野海南椰子半文昌袁文昌椰子半东郊遥 冶这是对海南椰树分布的生
动描述袁但是很多人都有同样的疑问院海南椰子为什么主要分布在东
海岸袁而且以文昌东郊居多钥

这要从椰子的原产地说起遥 椰子原产于亚太地区的美拉尼西亚群
岛和新西兰袁4000年左右袁居住在马来群岛的人们已驯化并种植椰子树
了遥而马来群岛距离海南岛袁只隔了一个南海遥因此袁从南海南部过来的
洋流袁可以将马来群岛和中南半岛沿海的椰子一路运送到位于南海西北
岸的海南岛东海岸登陆袁生根发芽遥 在海南岛东北部袁有一个凸起的半
岛袁即文昌半岛袁像伸出的一只手袁挡住了海南岛沿岸的夏季洋流遥 而东
郊正好在这个半岛的颈部袁因此成为椰子登陆生长的最好的地点遥

海南种植椰子历史悠久
椰子元素深入百姓生活

发展难题

产品同质化 标准缺失
企业浑水摸鱼扰乱市场

再者袁椰子加工企业同质化严重袁岛外企业大规模抢占市场袁也导
致海南椰子产业发展面临瓶颈遥

数据显示袁2018年全国注册的椰子加工企业共 1280家袁 其中海南
省仅有 359家袁占全国总数的 28.1%曰且海南产值过亿的椰子加工企业不
超过 7家袁以中小企业居多袁年加工椰子产品综合产值仅有 200亿元袁不
到全国总量的 10%遥 相比而言袁广东的 60多家生产椰子汁的企业袁年产
值就超过 200亿元袁超过我省所有椰子加工企业年产值的总和遥

范海阔介绍袁目前椰子汁饮料的市场份额仅次于大豆饮料袁是中
国第二大植物蛋白饮料消费品类遥 国内椰汁品牌多达 900多个袁传统
饮料巨头纷纷进军椰汁饮料市场袁 但椰子汁饮料产品高度同质化袁低
价恶性竞争严重遥 椰壳活性炭尧椰子油尧椰子粉尧椰纤果等产品也存在
类似现象遥

不少海南本土椰汁企业曾表示袁 目前椰汁行业因行业标准不完
善袁有些企业浑水摸鱼袁打着野海南生榨椰汁冶的旗号扰乱市场遥 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产品加工研究室主任夏秋瑜认为袁国内现行
的椰汁生产行业标准袁由于制定时间已久袁有些指标制定不严格袁因此
给了不少企业可乘之机遥 野椰浆勾兑而成的椰汁饮料和鲜肉鲜榨的椰
子汁袁由于生产原料尧生产工艺不同袁生产成本也存在显著差异遥 在现
有标准中袁原辅料种类及原料含量未制定具体规范袁因此有些企业往
往执行更低的标准遥 冶夏秋瑜说袁2018年袁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对叶植物蛋
白饮料椰子汁及复原椰子汁曳行业标准公开征求意见袁但还未颁布遥

椰子已经成为了海南的一张明信片袁还收获了一大批来自五湖四
海的野迷妹冶袁但如此有野名气冶的椰子袁其产业却不如表面那般野光鲜亮
丽冶遥
原料短缺尧种植跟不上加工袁成为了制约当地椰子产业做大做强的

野绊脚石冶遥据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范海阔介绍袁全国 99%的
椰子树分布在海南袁但海南椰子树年产椰果 2.4亿多个袁只占世界总产
量的 0.51%袁每年都要从东南亚国家进口椰果 20多亿个袁进口依赖度
超 90%袁也就是说省内椰子相关产业的龙头企业袁如椰树尧春光尧南国等
企业所售野椰冶产品的原料大部分来自进口遥 而菲律宾为扶持其国内椰
子加工业的发展袁已不允许椰子果出口袁印尼和越南也在酝酿椰子不出
口政策袁原材料短缺问题日益凸显遥
据统计袁截至目前袁全省现有椰子林面积为 60万亩遥虽椰子林的覆

盖面积相对野可观冶袁但传统高种椰子占比较大袁新种尧良种覆盖率低遥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椰子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弓淑芳介绍袁传统高种
椰子的产量非常有限袁平均产量一年不足 40个袁还会因为种植户的疏
于管理导致营养不良袁因此没有多少果子能送入工厂遥 野目前我省的椰
子仅能满足消费者喝喝椰子水尧吃吃椰肉等需求袁满足不了大数量尧大
产量的加工需求遥 冶

年产值近 40亿元的椰树集团袁一直都受困于原材料供应不足遥 相
关负责人透露袁由于坚持原汁原味袁椰子价格 10年间上涨了 3倍以上袁
企业加工成本快速上涨遥 近年来袁为了降低成本袁他们不得不从如菲律
宾尧越南等地大量进口椰子遥 野本土的椰子质量好袁但成本过高袁加上本
土种植户分布较为松散袁难以满足我们工厂的需求遥 冶然而袁生产原料
自给难以保障袁很大程度上给企业的发展壮大造成阻碍遥

本土原材料供应不足
进口依赖度达九成

另一方面袁 迫于环保压力而关
停的一些加工小企业袁也直呼野我太
难了冶遥 环保压力从何而来钥 一家本
土做活性炭产业的相关负责人透
露袁因为活性炭会涉及到烧炭袁会造
成环境污染袁 因此许多小作坊都被
野喊停冶袁还有发酵产生的废水等袁都
会破坏生态环境遥

既然对生态环境有不良影响袁

野关停冶自然应该遥迫于环保压力袁椰
子加工产业链中众多加工利用椰子
水尧 椰子壳等副产物的中小工厂或
者手工作坊关闭袁 让原本完整的椰
子加工产业链缺失袁 特别是有些椰
子水不仅不能作为发酵椰纤果原料
销售袁 还需要投入大量环保处理费
用袁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遥

更新环保设备增加成本压力
小作坊关停导致加工链缺失

选择好品种 科学管理
椰子同样也是“聚宝盆”

普通椰子的产量低袁 品种问题
并非野罪魁祸首冶袁种植椰子不赚钱尧
种了也无需打理的传统观念或是
野致命冶因素之一遥
文昌市被称为 野椰子之乡冶袁 土

壤十分适宜椰树生长遥 在这里袁许多
农户的门前屋后都有高耸挺拔的椰
子树袁这些椰子树似乎都是野无心栽
柳柳成荫冶遥 正因如此袁许多种植户
对椰子存有野刻板印象冶要要要椰子树
不需过多打理袁 或是认为种椰子不
赚钱袁 不如种植槟榔或其他瓜菜收
益好遥

但事实并非如此袁 选择良种的
椰子种植加上科学得当的管理方
式袁椰子同样也是野聚宝盆冶袁良种椰
子无论是从产量还是收益上都是极
为可观的遥 比如袁被称为野金椰冶的
野文椰 3号冶袁不仅个头矮易采摘袁而
且产量高收益好遥 弓淑芬介绍袁野金

椰冶 的产量一棵树平均一年有 120
个椰子袁是传统高种椰子树的 3倍袁
多时一年能达到 200耀250个袁 且从
幼苗到结果只需 4-5年遥 野收益也远
高于传统椰子袁传统椰子一个平均 8
元左右袁 据我了解一些地方的金椰
卖到 20 元袁而且供不应求袁可抢手
了遥 冶弓淑芬表示遥

种植了 200多亩矮种金椰的抱
罗镇村民吴多君对此就极有发言
权遥 他表示袁选择种植椰子除了抗台
风袁更重要的是管理成本低尧市场行
情好遥 椰子种植不挑地袁矮种椰子开
花结果时间跟其他水果差不多袁还
不用修枝剪型尧套袋打药袁只要水肥
到位就行遥 野按 5年正常结果算袁一
亩地种植 18株椰子袁 苗钱 2000元袁
人工费 500元袁水肥 500元遥 每株平
均产果 120个袁每个卖 5元袁纯收入
轻松就能达到 7800元遥 冶

“新星”椰子油要“一飞冲天”
消除偏见、宣传推广是关键

如何破局

历史渊源

对于迫于环保压力而关停的小作
坊袁如何更新加工设备袁淘汰原来传统
设备呢钥 可行袁但还需一招相结合遥
夏秋瑜表示袁 环保设备的更新

会导致成本的压力袁 大部分手工小
作坊可能承受不了遥 但若根据产业
链的分工并结合现有产业布局现状
建立几个不同层次的产业聚集地或

者加工产业园区袁 尽可能将他们聚
集到一起袁合理规范布局袁集中进行
三通一平尧 排污和供气等配套设施
处理袁 不仅加工环节之间的运输成
本和环保处理成本降下来袁 还有助
于提高产品质量袁 加强产业链分工
和协作袁促进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袁很
多问题或许就能迎刃而解了遥

建立椰子加工产业园区
集中进行排污和供气等

未来可期

我省扶持椰子产业发展
通过供给侧改革促进产业升级

近年来袁我省对椰子产业的重视度越来越高袁扶持力度也有强遥
2018年 9月袁文昌椰子冶正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遥 为加快椰子品
牌建设袁文昌市已启动椰林工程大行动袁用 3年时间力争到 2019年
底前在文昌市新增种植椰子树 30万亩袁并优化椰子产业结构尧产品
品质袁擦亮野文昌椰子冶品牌遥

椰子不仅是优质食品袁也是旅游的吸引物袁鼓励和引导农民利
用房前屋后的及野五边地冶种植椰子袁可以美化乡村环境袁塑造野椰风
海韵冶的海南形象遥 省政府指示组织决定编制叶海南省椰子产业发展
规划渊2019耀2035冤曳渊以下简称叶规划曳冤遥

叶规划曳在对我省椰子产业发展现状和竞争力分析的基础上提
出了产业发展路尧总体目标尧发展布局尧重点工程和保障措施袁对指导
全省椰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遥 规划总体目标院 到 2035年新增
椰子种植面积 80万亩袁其中水果型椰子 50 万袁加工型椰子 30 万
亩袁椰子总面积达到 130万亩袁产果量达 26亿个遥 建成国际椰子交
易中心和世界级种质资源保存中心曰建成椰子文化博物馆尧影视动
漫基地袁建设一批标准化示范园尧椰子产业园尧椰子文化景点和康养
中心等曰培育一批产值 10亿元以上椰子产业龙头企业袁重点打造 2
家以上产值超 100亿的椰子产业龙头企业袁 椰子产业总产值达到
500亿元遥

9月 3日袁省政府专题会议袁研究椰子产业发展工作遥
会议听取了全省椰子产业发展情况汇报袁 与会专家和企业代表

围绕椰子产业研究尧种植尧加工尧销售等方面提出建议袁进行讨论研
究遥椰子产业关系着农民增收尧乡村振兴和热带农业发展遥海南作为
全国椰子的主产区袁椰子产业发展处于上升期袁发展空间很大遥 要遵
循市场规律和自然规律袁统筹各项措施袁推动椰子产业发展遥 要通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椰子产业升级袁 提高供给效率和发展质量遥
扩大种植规模袁优化种植结构和区域分工袁加强品种选育袁科学划定
种植区域曰变粗放管理为精细化管理袁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
型袁加强椰子有害生物防控曰拉长椰子加工产业链袁引导小型加工企
业尧手工作坊进入园区袁鼓励精深加工袁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市场化运
作方式进行兼并重组袁做好椰子文化文章袁推进全产业链发展;拓宽
椰子加工原料供应渠道袁深化椰子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遥

今年 12月 10日袁首届海南渊国际冤椰子产业合作发展论坛将在
海口举办遥 据了解袁海南作为我国唯一一个可以全域发展椰子产业
的省份袁无论从椰子种植上袁还是从椰子加工上袁或是椰子产品营销
上袁都还要加大发展力度遥 论坛主办方介绍袁举办此次论坛旨在整合
国内及东南亚国家椰子产业资源袁提升中国椰子产业的自主创新能
力和核心竞争力袁为企业建立上下游合作关系袁打通供销渠道袁融入
行业产业链带来机遇袁助力以海南椰子产业为龙头带动周边相关产
业发展遥

创业故事

春光食品在海南广为人知袁已发展成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袁它将浓郁的椰香融入糖果尧薄饼袁其研发的海南风味食品远销
50多个国家和地区遥

1980年代黄春光高中毕业时袁 东郊镇正掀起一股兴办椰子作坊的
热潮袁数百家糖果厂尧肥皂厂一哄而起遥
刚毕业的黄春光到椰子加工厂打工遥 每天从早到晚把煮好的椰子

糖趁热用双手飞快地拉成一条条拇指大小 40厘米长的糖条袁 再传给
下道工序切割成颗粒糖果遥 每天都要拉上千个糖条遥 能吃苦爱打拼袁
是他给人们的印象遥
在工厂打工几年后袁他跟随父亲学做椰子生意袁把海南的椰子运到

内地销售遥
很快袁他发现做椰子原果生意利润薄尧收款困难袁便开始钻研椰子

深加工技术袁摸索市场销售渠道遥
经过不懈努力袁黄春光成功研制生产出了保鲜椰子片尧椰子角尧椰

子奶等椰子系列半成品袁并销往广东尧广西尧福建等地袁深受食品厂商
的欢迎遥初尝甜头的他袁不甘再替别人提供半成品袁他要生产自己的产
品袁创立自己的品牌袁将产品直接推向市场袁以获取最大的利润遥

椰子果是植物中最大的核果之一袁由外果皮尧中果皮(椰衣)尧内果
皮(椰壳)尧种皮尧椰子肉(固体胚乳)和椰子水(液体胚乳)组成遥 成熟椰子
果的新鲜椰肉袁含脂肪约 33%袁蛋白质约 4%袁此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遥
椰子肉营养丰富袁香甜可口袁除了生产椰子油外袁还可加工成椰子汁尧
椰子粉尧椰子糖尧椰子酒尧椰子酱尧椰子糕等营养丰富的特色食品袁也可
制成椰片尧椰丝尧椰角尧椰蓉尧椰子饼等产品遥 传统的椰肉加工方法是先
将椰肉制成椰干袁再用椰干榨油袁通常称为干法加工工艺遥 近 20~30年
椰子湿法加工工艺发展很快袁产品有原生态椰子油尧椰奶粉尧脱脂奶
粉尧椰蛋白尧超滤蛋白和食品椰干等遥

“我是椰子果，你了解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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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种植面积 60万亩 年产椰子 2.4亿多个

“椰原料”要进口 产品同质化
扩大种植规模 抱团做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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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子浑身都是野宝冶遥 在海南袁
椰子已拥有完整的加工产业链袁基
本实现了椰子的零废弃袁 但附加值
最高的非椰子油莫属遥
椰子油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具

有最多功效的天然油脂之一袁在菲
律宾及一些盛产椰子油的地区袁
椰子油更是有一个形象称号要要要
野瓶子里的药店冶遥 我国对椰子油
的加工使用由来已久袁 历史上还
有椰子油出口的记载遥 明慎懋官
叶华夷花木考曳有椰子油野祛暑气冶
的记载遥 叶粤志曳曰院椰子油野疗齿
疾袁冻疮遥 冶叶中国药植图鉴曳载院野搽
神经性皮炎遥 冶

在海南袁不少专做椰子油的本
土企业正悄然兴起袁野三禾椰娘冶就
是其中一员遥 野三禾椰娘冶的创始人
之一林爱兰袁是土生土长的文昌妹
子袁这个品牌就是三个文昌妹子共
同创立的遥

林爱兰告诉记者袁在很小的时
候她就与椰子油结下了不解之缘遥
野爷爷奶奶那一辈人对使用椰子油
特别普遍袁 常常用来烹饪做菜袁蚊
虫叮咬也会涂抹椰子油遥 椰子油已
经成为了一种 耶家乡记忆爷尧 一种
耶家乡味道爷袁 随着年龄的增长袁想
要留住这种记忆尧这种味道的年头

就愈发强烈遥 冶林爱兰说袁当时她们
三姐妹都想到了一块袁 她们想做的
不仅仅是一份椰子油的产品袁 而是
一份关于家乡的情怀遥 2016年袁三
姐妹成功注册野三禾椰娘冶商标袁开
始专注本土高品质椰子油产品生
产袁短短两年多时间袁椰子油销售额
达 300余万元遥

野其实很多海南本土椰子加工
企业都有浓浓的椰子情怀袁 也有丰
富的椰子加工经验袁正因为这样的
情怀和热爱袁 才不愿意降低生产标
准袁不愿意应付遥 冶夏秋瑜说遥
虽有不少食用椰子油企业的崛

起袁但也仅是野小荷才露尖尖角冶袁椰
子油的 野大牌冶 还是以国外品牌居
多遥 本土椰子油的益处颇多加上众
多野有识之士冶的发掘袁却难让其野一
飞冲天冶袁原因何在钥
夏秋瑜认为袁 这与国内的消费

习惯尧 缺少宣传推广和椰子油产业
的同质化竞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遥 野做好宣传推广非常重要袁在一
定程度上给予政策上的支持有利
于助推椰子油产业的发展遥 例如袁
助推将椰子油列入 耶药食同源目
录爷中遥 椰子油在食用及药用方面
都有一定功效袁 且副作用非常小遥
夏秋瑜认为袁 只有消除大家的偏
见袁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椰子油的益
处袁且有系列迎合消费者习惯并广
受认可的椰子油加工产品供选择袁
特别是在大众消费领域以椰子油
为主题或者原辅料的爆品出现袁本
土椰子油的市场才能打破发展瓶
颈袁更上一层楼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