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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乐东热带特色农产品俏销——

甜心火龙果 诱人金菠萝
本报记者 王 伟

“不是所有圣女果都叫海南千

禧”。这是每日优鲜 APP 上海南产

圣女果的推广标签。除了圣女果，

近年来，海南产红心火龙果、小台

芒、木瓜等水果在全国都很畅销。

“我特别喜欢吃海南水果，

像芒果、黄皮、红毛丹等。这些

水果北方没有，以前很少吃，现

在通过网购，随时可以买到。”北

京市丰台区居民张颖告诉记者。

“品质是最好的口碑，我们的

火龙果‘高氏益农’红龙一号红心火

龙果，甜度高、果香浓，得到消费者普

遍认可，已经在 18 个一线城市上市，经

销商纷纷签约，许多消费者通过电商平

台下单。目前我们的火龙果已累计实现销售

4.5 亿元，预计今年产量可达 2500 万斤，产值可达

1.3 亿元。”海南高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海南乐

东黎族自治县拥有现代化火龙果种植园 6450 亩，

是当地最大的火龙果产业示范园，该公司副总经

理楚庆文告诉记者。

乐东县是农业大县，县域光照充足、雨量充沛、土质肥

沃，农作物一年三熟。近年来，乐东以促进品种、品质、品

牌发展为抓手，加强农产品品种选育推广，推进农业产业

标准化生产，严把质量安全监管关，着力打造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王牌”，产品品种不断丰富，并通过互联网销售到

全国，为丰富全国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发挥了重要作

用。今年第一季度，出岛冬季瓜菜总量就占海南全省的三

分之一。

在海南万钟实业有限公司与南京农业大学、海南大学联

合组建的研究所，记者看到，通过无菌接种、恒温培养、苗圃育

苗，每年可提供优质、高效种苗 3000 多万株。研究所研发的

“尖峰岭”牌金菠萝获得了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认证。

“普通菠萝要 20 个月左右才能产果，金菠萝只需要 16 个

月，而且口感好、售价高，二者相比亩产值能提高三成多。”

尖峰镇山道村村民符成浩说。

乐东大力推广农业技术，确定了农业生产 13 项主推技

术，印发了《冬种瓜菜病虫害发生情况和防治建议》等指导

性文件，组织人员深入各镇瓜菜、水果种植基地指导生产，

加快标准化科技示范推广。乐东县农业农村局种植岗负责

人黄维毅告诉记者，2020 年，全县定性抽检农产品样品 7.9

万个，田头定量抽样 914 个，检测合格率均值为 99.4%。全县

对农产品实行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报告单和食用农产品合

格证双证出岛制度。“从高明农业火龙果基地出来的每一车

火龙果都要检测农药、化肥是否超标，同时，企业还会通过仪

器自检火龙果甜度等，保障进入市场的火龙果都是优质的。”

不过，乐东农产品虽好，但叫得响、能让消费者记住的

品牌还不多。以乐东毛豆为例，种植面积 8 万多亩，占全国

冬春市场份额的 70%，年产值超过 6 亿元，但知道乐东毛豆

的消费者并不多。“以前，我们生产的蜜瓜被收购后，贴上别

人的商标就成了别人家的产品。”乐东光伏神农农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斌说，2018 年，他们注册了“求雨香”“蜜瓜王”两

个商标，“经过两年多培育，‘蜜瓜王’品牌已经有了一定知

名度，销量年均增长 40%多”。

目前，乐东已经制定了哈密瓜、毛豆、芒果、龙眼、火龙果、

菠萝、百香果 7 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生产规程，推动黄

流老鸭、乐东黑米、尖峰岭黄花梨等 9 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注

册。通过参加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打造

电商平台等方式推介地方特色农产品。在海南好物·乐东优

选平台，乐东特色农产品品种不断丰富，注册用户越来越多。

“这么丰富的海南农产品品种，在其他电商平台上还没有见到

有集中展示，希望拓展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消费者更方便买到

这些特色产品。”上海市市民马锋说。

家电是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消费品。随着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城乡居民更加注重提升生活品质，家电消费趋优

趋新态势明显。

当下，洗碗机、洗地机销售快速增长，激光电视渐成客厅宠

儿，智能家居受到时尚消费者青睐⋯⋯通过消费升级与产业升

级良性互动，中国家电在为美好生活添彩的同时，也打开了新

的发展空间。

洗碗机洗地机大卖

趁着今年“618”大促，浙江省宁波市退休人员朱慧娟的儿媳

妇给家里添置了一台方太水槽洗碗机，到手价 8000元左右。

“本来是有点心疼钱的，现在用上了就觉得这个钱花得

值！洗碗机不仅洗得干净，洗碗的用水量也少了。”朱慧娟表

示，现在一家五口人吃完饭，直接把碗盘放进洗碗机，看个电视

剧的工夫就洗完了。自从有了洗碗机，厨房劳动弯腰次数少

了，她腰酸的毛病也好多了。

洗碗机作为“舶来品”，在国内市场长期行情低迷。直到

近年来，家电消费升级大潮涌动，洗碗机市场才火爆起来。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市场洗碗机零

售量达到 94 万台，同比增长 9.8%，零售额达到 46.3 亿元，同

比增长 24.5%。

“洗碗机日益被更多消费者认知并接受，正在由少数人追

求生活品质的产品，向着家庭必备的家用电器产品转变。”中国

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姜风表示，中国洗碗机市场已走过萌

芽期，进入成长期。

国内用户燃起洗碗机消费热情，与家电厂商潜心研究国人

需求偏好、加强产品本土化创新密不可分。“为了研发出适合中

国家庭的洗碗机产品，我们团队走访了 1000 多个家庭，行程 10

万多公里，克服了行业一个又一个难题。”方太集团洗碗机产品

线总经理徐慧表示。

方太在 2015 年原创推出水槽洗碗机，实现洗碗机、水槽、

果蔬净化机三合一，为空间有限的中国厨房提供有针对性的解

决方案，大受市场欢迎。为解决中式烹饪过程产生的重油顽渍

清洗难题，方太历时 5 年，又将“空化射流”技术创新应用到洗

碗机上，在核心指标洗净度上实现重大突破。

洗碗机走俏并非个案。当前，家电市场需求呈现出多样

化、差异化特征，家电厂家着力增品种推新品，新型家电不断涌

现，爆款产品层出不穷。

疫情当前，人们的健康意识明显增强，居家时间较长，清洁

家电市场颇为景气。今年上半年，清洁电器零售规模达 136 亿

元，同比增长 40.2%。洗地机作为新品类，销售呈现爆发式增

长。苏宁易购大数据显示，“618”大促期间，洗地机销量增长超

过 1100%，晋升“清洁生活家电一哥”。

山东淄博的母婴博主宗喜喜花 1999 元购置了一台洗地

机，自此居家清洁的活儿轻松了许多。“以往清洁地板要先扫后

拖，费工夫，还不一定清扫得干净。洗地机可以实现吸、拖、洗

一体，干湿垃圾一次搞定，拖完之后还不用换洗拖布，按下自动

清洁按键就能自动清洗滚刷，省时又省力。”宗喜喜说。

激光电视受追捧

我国大家电市场已进入存量阶段，在彩电、冰箱、洗衣机等

产品居民家庭普及率很高的情况下，品质消费大行其道，“好不

好”成为市场关注重点。有鉴于此，龙头企业积极通过技术创

新、产品升级来激发消费者购买热情，带动更新换代消费。

在电视开机率下降、彩电行业整体低迷的背景下，激光电

视销量持续快速增长。数据显示，2015 年至 2020 年，中国市场

激光电视的复合增长率高达 181％。洛图科技预测，2021 年中

国激光电视出货将接近 40 万台，同比增长超 80％，未来 3 年市

场需求将超 100 万台。

今年欧洲杯期间，北京居民黄欣购入了一台海信激光电

视。“每天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激光电视，搭载全景虚

拟环绕声场，瞬间就沉浸在无拘无束的巨幕私人影院里。”黄欣

表示，“护眼”也是令她心动的原因，即使近距离观看大屏，舒适

的体验感丝毫未减。

据了解，对大屏幕的追求已经成为彩电用户不可逆的大趋

势。激光电视采用数字光处理投影技术，打破了传统电视对屏

的依赖，让显示无所不在，做到了大尺寸、低成本。近年来，激

光电视领头羊海信在国内 80 英寸及以上超大屏领域一直占据

销售份额第一的地位，实现高端引领。

对于激光电视为何能得到消费者认可，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副秘书长董敏认为，这与激光显示在大尺寸、高色域、视觉

舒适度、节能省电等方面的优势密不可分。“发展激光显示是实

现超高清显示的最佳技术路线之一，也是提升消费者生活品质

的优秀解决方案。”

不光是彩电，洗衣机、冰箱等家电产品升级换代的步伐也

在不断加快。记者在北京朝阳区一家苏宁易购门店采访时，正

好碰见朝阳区居民张军夫妇看中了一款海尔洗烘一体机。他

们告诉记者：“这款洗衣机功能非常齐全，有空气洗、智能洗、

洗+烘等多个洗衣选项。尤其是空气洗的功能很实用，有时候

和朋友聚餐吃完火锅，衣服上总是残留着火锅的味道，这时候

用空气洗既能杀菌去味，还避免了水洗对衣物的损伤。”

成套选购体验好

当前，智能化为家电业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智能家居

市场方兴未艾。随着消费者对智能家居概念的认知度提升，套

系化家电购买意识正在形成，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单品选购转

向成套购买。根据奥维云网预测，2021 年，中国套系家电市场

规模有望突破 1000 亿元。

家电套系化并非简单的“1+1=2”的产品组合，而是围绕生

活场景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海尔智家推出的场景品牌“三翼

鸟”体验店提供了包括智慧浴室、智慧客厅、智慧卧室、智慧厨

房、智慧阳台五大场景在内的全场景服务。仅以智慧浴室为

例，用户发出语音指令“小优小优我要洗澡”，浴前浴暖场景将

自动启动：浴霸打开，马桶合盖，热水器启动。洗澡结束则开启

浴后排湿场景，包括热水器自动关闭，浴霸切换成除湿模式，智

能毛巾架启动自动加热烘干毛巾。

日前，山东青岛市市北区居民刘肖楠购置了一套海尔智慧

客厅场景，产品包括空调、电视、音箱、智能窗帘等。从量房、设

计、出方案，到下单配送、组装调试，厂家全程安排得妥妥当

当。在她看来，家居智能化的好处在于能够“想你所想”，省去

了一系列操作流程。

“自从置换智慧客厅场景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省心省力，

仿佛时间变多了。”刘肖楠说，以往买家电都是“东拼西凑”，就

像买电脑组装拼配一样，整个房子就是个“组装”产品。而成套

购买则大不一样，实际使用起来更流畅更智能，体验比之前好

很多。

海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新的场景化智能家居模式下，各

类家电不再“单打独斗”，而是通过互联互通构建整体化、智能

化的家居体验，为用户提供一条龙的家居服务，这将带来家电

业盈利模式的重塑。

潜心为用户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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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按一下开关就可以，

市面上推出的所谓“智能烧水

壶”却要打开手机找半天 APP

才能操作；一款带有大屏可以

播放剧集的智能冰箱也遭到网

友们的灵魂拷问：“我只想拿

颗鸡蛋，你却让我追剧？”互

联网消费时代，不少消费者在

满怀热情购买了各种智能家居

单品后，拼出一个“智慧家

庭”，满以为从此可以轻松搞

定生活中的不少事情，但一些

智能家居产品延时、死机甚至

执行错误指令等智能体验失效

问题频发，影响了消费感受和

消费者对智能家居产品的好

感。智能家居，究竟是“真

香”还是智商税？

人工智能正逐渐成为家电

产品的标配，特别是在 5G 技

术的助力下，家电业智能化热

潮涌动。然而，一些家电品牌

创新的初衷不是为了更好地解

决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而是为了尽可能让自己

与“智能”沾边，设 计 出 一

些看似新奇却不能为用户提

供实际帮助，反而画蛇添足

的产品。

毋庸置疑，智能家居产业

充满无限商机。但怎样才能搅

动智能家居消费这一池春水，

还需要产业链上的企业深入研

究消费者心理，切实响应用户

需求。毕竟，一切创新都应围

绕人的需求展开，而非针对某一场景控制或单品堆砌而

生，最基本的“家居”属性仍是核心。

从长远来看，智能家居终端的普及只是第一步，负

责协调和运营全屋智能终端的“大脑”以及智能生态系

统的不断优化才是构建智慧家庭的关键。

未来，个性化的智能家居体验应该做到主动感知和

学习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居家行为，继而通过家居智能中

枢，整合前期装修到后期数据服务，打造完备的智能家

居生态链，开放互联互通平台，给予用户生活上的支持

和服务，让他们省心放心地去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和愉

悦，以塑造公众喜爱和认可的新消费品牌。

产品的设计、服务的优化、流程的简化⋯⋯坚持围

绕消费者需求进行打磨才不会背离本质和初心。对于智

能家居这个最终将服务于大众的行业，以标新立异搞噱

头收割消费者一茬又一茬“智商税”终将被市场反噬，

加大关键核心技术研发力度，潜心为用户的家庭活动

创造价值，才能筑牢其“真香”口碑。

上图上图 消费者体验消费者体验““三冀鸟三冀鸟””智慧厨房智慧厨房。。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下图下图 参观者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观看国产新型智能电视机参观者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观看国产新型智能电视机。。 龙龙 巍巍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海南高明农业发海南高明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的火龙果种展有限公司的火龙果种

植基地植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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