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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垦区芒果资源，标准化种植

网上“排兵布阵”海垦芒果俏销
■ 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倩

通讯员 黎想

海垦果业集团又传
“捷报”。该集团近期与
北京网库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以芒
果作为切入点，通过整
合全国热带水果产业优
质农产品，共同打造热
带水果产业网销平台。

这是海垦果业集团
（以下简称“海垦果业”）
在互联网领域的“排兵
布阵”。自该集团成立
以来，坚持以市场为导
向，以资本为纽带，以产
业为主线，从垦区最具
优势的芒果产业整合入
手，整合南部地区农场
（公司）基地，积极开拓
市场。2016年海垦果
业当年组建当年盈利。

5月的海垦果业南田种植基地，阳
光灿烂，芒果飘香，南田神泉集团长田
分公司红东队队长林运章承包的33亩
芒果园内，是一片忙碌的景象。“今天收
购价每斤5.2元，有利润。”林运章笑着
说，今年春节期间最高卖到了每斤11
元，今年预计总收入85万元。

得益于海南独特的气候条件和优
质的土地资源，海南农垦这片沃土极
具发展热带水果种植的优势。近年
来，海南农垦先后建立了以芒果、荔枝
等热带水果为主的热带农产品生产基
地，尤其是南田“神泉牌”芒果更是凭
借着上市早、口感好、品质佳等特点在

水果市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不过垦区种植芒果的农场基地公

司不只有南田，各个基地公司分散经
营，有时甚至恶性竞争，更谈不上规模
效应。新一轮农垦改革吹响号角后，
海垦深入实施“八八战略”，成立海垦
果业集团整合垦区果业资源。2016

年和2017年上半年，海垦果业完成了
南部8个农场和保亭、三亚市海棠区
合计33万多亩芒果产业资源的整合。

海垦果业集团董事长彭隆荣表示，
整合，有利于将优质资源转变为优质资
产，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打造品牌，提升海
垦果业的市场竞争力，争夺市场话语权。

走进海垦果业国家芒果科技创新
推广中心的种苗基地，现代化温室大
棚内，只见育苗床上一畦畦嫩绿的芒
果苗，映着棚顶的阳光，在精准的滴管
下茁壮成长。

“想要种出高品质的芒果，首先
要把苗子炼好！”基地经理王雄告诉
记者，我们有专业的种苗技术团队，

在这里炼好的芒果苗稳定性高，集
团公司种植基地用了炼好的芒果
苗，存活率达95%以上，而从外面购
买的芒果苗，存活率只有 80%，补
种的成本将大大增加。

从农产品的生产源头环节，以标
准化作为一杆标尺丈量到底，正是海
垦果业根据市场需求，打造放心农产

品标准化路线图中的一环。该集团
采取“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等模式，
实施“六统一”即统一品牌、标准、销
售、管理、规划、技术，让职工以果园
的形式入股，负责基地经营管理和生
产投入，到年底利润可按股份比例分
红，调动职工生产积极性，让职工能
够享受到更多利益，实现双赢。

“六统一”对于职工最直接的好
处是什么？海垦果业集团副总经理
李逢友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海垦果
业根据市场需求培育出最受欢迎的
品种，通过“六统一”实施标准化种
植，种出来的芒果连大小、重量都会
是市场最需要、最认可的，必然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

2016年9月，海南的芒果已过采
摘期，海垦果业团队前往四川攀枝花
芒果合作基地进行调研，并从基地带
着26吨芒果向西北进发，与新疆果业
集团、新疆兵团九鼎农业集团等企业
签订6个战略合作协议，在销售、贸
易、出口等方面开展合作，谋划“借船

出海”销往中亚五国和俄罗斯。
“海南的芒果卖完了，我们还要卖

国内其他省市的芒果，卖东南亚国家
的芒果。”彭隆荣表示，海垦果业要做
大做强，必须走出去，开展并购及合作
实现热带水果品种多样化，并形成水
果种苗培育、种植、加工、销售一体的

产业链。
海垦果业现已与马来西亚绿天然

果蔬集团有限公司、新加坡元立集团
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果
类品种、技术及进出口贸易等方面展
开合作。将引进马来西亚优质品种和
种植技术，合作种植榴莲、山竹等高品

质水果。
“今年，海垦果业的目标是完成2

亿元的营业收入，实现利润800万元，
并将与广东农垦、云南农垦合作，把海
垦果业的芒果种到老挝、柬埔寨。”彭隆
荣坚定地说。

（本报海口5月8日讯）

整合资源——完成8个农场和市县芒果产业资源的整合

标准化生产——种出市场最需要的芒果

借船出海——布局岛外国外市场

■ 连日来，海垦控股集团各部
门、各下属单位迅速掀起传达学习
贯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热潮，海
胶集团、茶业集团、白沙农场、乌石
农场公司等单位纷纷召开党委扩大
会、党委中心组学习会和全体员工
大会，开展学习宣传活动，并结合各
自发展实际，提出下一步工作目标
和要求。海垦各单位表示，要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
按照“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的目
标，加快推进脱贫攻坚、环境卫生整
治、安全生产、美丽乡村创建、重点
项目推进等工作。

■ 自 2016 年 10 月以来，海垦控
股积极开展品牌建设工作并取得阶段
性进展。一是开展“海南农垦企业文
化理念和徽标（LOGO）征集活动”，通
过广泛宣传和发动，共征集到企业文
化理念 86 份，企业徽标（LOGO）38
份。二是全面梳理垦区商标注册情
况，截至4月17日，共收到下属单位上
报商标72个，其中包括水果类商标21
个、茶叶（茶饮品）类商标10个、橡胶
（橡胶合成）商标8个等。目前，海垦
控股正集中就企业外部环境分析、企
业理念规划、品牌定位规划和品牌视
觉规划四项工作进行专业咨询并展开
深入调研。

■ 5 月2 日，海垦控股集团赴北
京与中国青旅集团公司洽谈合作；5
月4日至7日，中青旅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裁张立军率
考察组赴海南农垦开展旅游资源调
研，并与海垦控股集团领导进行座谈
交流。双方经过深入洽谈，就共同合
作开发海南垦区旅游资源等事项达成
合作意向，并建立起工作联络机制。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2017年海南茶产业发展研讨
会在保亭召开

以“茶”为媒
共商茶旅新发展

本报保城5月8日电（记者贾磊）日前，由省
茶叶学会、省茶业协会、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2017年海南茶产业
发展暨保亭金江茶文化产业园（茶旅小镇）创建
研讨会”（以下简称研讨会），在海垦保亭金江茶
文化产业园区内举行。会议邀请了原农业部种
植司处长、中国农业国际促进会茶产业委员会常
务副主任封魁松等多位国内茶叶专家学者参加。

此次研讨会上，海垦茶业集团以“茶”为媒，
与茶业专家、茶企以及旅游专家进行了广泛交
流。在农业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方面，对于海垦
集团抓住建设“百镇千村”机遇，积极创建“保亭
金江茶旅产业小镇（产业园）”项目的构想，与会
领导和专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认可，并对该产业
园的创建构想提出建议。

与会专家指出，茶产业发展至今已不再只
是茶叶种植、加工与销售的单一模式，而是进入
了土地高集约化开发，旅游、娱乐、商业等多产
业融合的“升级”模式阶段，可谓源于茶而大于
茶。因此，在项目定位上建议以茶叶产业为基
础，构建集茶叶生产加工、茶行业交流、茶文化
体验、茶园订制、康体养生、生态度假、民俗体
验、餐饮娱乐为一体的茶旅产业综合体，打造海
南鲜有的茶旅文化度假品牌。

海垦控股集团学习贯彻
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

本报海口5月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许
雅 通讯员杨光）5月5日，海垦控股集团举办专
题宣讲报告会，邀请原海南省委党校党委书记、
常务副校长彭京宜对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进行
解读，深刻学习领会、贯彻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进一步推动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负责人表示，学习好、宣传
好、贯彻好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是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垦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垦区
各单位要以这次宣讲活动为契机，认真抓好省
第七次党代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工作，迅速在全
垦区掀起学习贯彻的热潮。同时，要把学习贯
彻省第七次党代会精神与统筹做好农垦扭亏
保盈决战年各项重点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围绕
党代会报告所提出的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
切实拿出硬办法、采取新举措，不断加快垦区
改革步伐。

海垦3家基地获评
就业创业示范基地

本报海口5月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余
美君）近日，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三十二
队白沙龙伟金龟养殖专业合作社、海垦五指山
茶业集团岭头茶叶加工厂、阳江农场就业创业
咖啡培训基地被省总工会授予2016年度“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

据了解，龙伟金龟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4年10月，目前已发展养龟社员300多户，
通过技术帮扶等方式，带动了多户贫困职工走
上致富路，正在打造成为一处集旅游观光、美食
养生、休闲度假为一体的产业园区。

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岭头茶叶加工厂是海
垦著名品牌“白马岭”牌茶叶加工地，该厂本着

“用心做茶，致富茶农，奉献社会”的信念，积极
引导职工群众从事茶叶生产工作，通过发展产
业帮扶困难职工。

阳江农场就业创业咖啡培训基地成立于
2015年，目前已种植咖啡710亩，解决40多名
下岗职工和富余人员就业。该场积极举办咖啡
种植管理技术培训班，共培训下岗职工、困难家
庭职工子女、待岗职工家属、大中专毕业生等
216人次。

据悉，2016年省总工会共命名10家培训
基地为海南省总工会就业创业示范基地，其中
垦区3家，共获得省总工会15万元的基地培训
资金。

近日，位于澄迈的海南农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原红光农场的农户收完辣椒，就抓紧时间平整辣椒地，种下了早稻。
据了解，海南农垦草畜集团建立全产业链，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为农户提供种苗，提供饲料及标准化种植养殖技术，并对

农产品进行回购，让农户种植养殖无后顾之忧。其中，集团农场对点帮扶的37户贫困户有望一年脱贫。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垦草畜集团建立全产业链
37户贫困户有望一年脱贫

本报海口5月8日讯（海南农垦报
记者许雅 通讯员吴淑祥）日前，记者从
海垦控股集团获悉，农用地规范管理第
二批20个农场（所）按时完成第一阶段
工作，截至4月28日，已完成调查测量
土地面积约236.7万亩（含对内外承包
土地），完成合同审核3.517万份。目
前，第二批20个农场（所）已全部召开转

段动员会，陆续进入第二阶段工作。
为加快推进垦区农场农业用地规

范管理工作，海垦控股集团在总结第
一批20个试点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
理工作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制订了
《东路等20个农场农业用地清理规范
管理工作方案》，并成立领导小组，根
据工作职责，下设综合协调，宣传、维

稳督导技术指导与成果验收等若干工
作小组。海胶集团也成立领导小组，
督导组织海胶基地分公司配合开展工
作，全面清理规范20个农场（所）农业
用地资源，摸清职工居民家庭人员构
成情况和土地底数、土地使用主体、收
取土地租金等情况。

据了解，自垦区第二批20个农场
（所）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启动以来，
各农场迅速行动，周密部署，全员上阵
全速推进第一阶段工作。其中，东红

农场在做好常规宣传的同时，组建了
农场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微信群，利
用该平台发布每天工作进度，为推进
该项工作营造了较好的舆论氛围；东
路农场公司将任务层层分解落实，采
取全员“沉”入基层驻点的方式，强力
推进农业用地规范管理工作。

据介绍，按照方案要求，海垦控股
集团计划于5月，组织对第一批试点
农场第二阶段工作和第二批农场（所）
第一阶段工作进行验收。

第二批农用地规范管理单位第一阶段工作全面完成

完成合同审核3.517万份
关注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

海垦快讯

■ 海南农垦报记者 伍祁榕
通讯员 蔡亲发 李林娟

夕阳西下，凉爽的微风拂过，数十
头黄牛正在胶林里吃草，海胶集团龙
江分公司珠碧江九队胶工潘防修夫妇
手握竹竿，紧紧跟着牛群，小心地照看
着。“现在年纪大了，手脚不利索，不好
割胶了，放牛很适合我。”今年59岁的
潘防修笑着说。

这群黄牛属于白沙原生态养牛专
业合作社，潘防修现以合作社雇佣的
方式管理牛群。

去年3月，海胶集团龙江分公司
为了让胶工增加收入，依托该辖区内
胶园平坦广阔、土壤肥沃、牧草丰富等
特色优势和区位优势，引导职工成立

养牛合作社，鼓励胶工以资金入股，不
需要照管黄牛，年底还可享分红。同
时，将年纪较大且无法割胶的胶工安
排到合作社工作，逐步消化富余劳动
力。目前，该合作社已吸引28户胶工
入股，筹集资金80万元。

“合作社里的其他社员还没开始
分红，潘防修夫妻俩每月共领到4000
元工资。”龙江分公司珠碧江派驻组党
总支部书记兼白沙原生态养牛专业合
作社社长李汉良介绍，前几年，橡胶价
格持续低迷，胶工割胶收入骤减，为了
增加胶工收入，龙江分公司在推动产
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积极探索股份
制合作社发展黄牛养殖新模式，多渠
道增加胶工收入。

在龙江分公司的引导下，白沙原

生态养牛专业合作社采用资金股份化
的模式：胶工以资金入股，合作社负责
集中养殖、技术管理和销售，年底按股
份分红。

记者了解到，该合作社目前统筹
了珠碧江区域465头黄牛进行养殖，
下一步合作社将发展订单式养殖，联
盟整个辖区周边散户，与他们签订繁
殖母牛养殖及牛犊回收协议，共同发
展黄牛养殖。这将带动龙江养牛业的
发展，降低规模养殖的资金压力和养
殖风险，在帮助职工增收的同时辐射
带动周边农民致富。

除了养牛增加职工收入之外，
“牛粪还林”也能够为职工收入添上
一笔，同时还能够为橡胶提供优质
肥料。珠碧江养牛大户梁祖堂告诉

记者，以前养牛产生的牛粪无法处
理，总是被收购商压低价格收购。
加入合作社之后，合作社与龙江分
公司达成了牛肥包销合作，以市场
价按照高中低三类品质收购牛肥用
于胶园管理。

李汉良介绍，珠碧江片区胶园一
年的肥料需求可达2万吨，每头牛年
产肥7吨，按当前465头牛计算，虽每
年可为分公司橡胶园提供优质牛栏肥
3255吨以上，但仍不能满足整个龙江
胶园的需要。

胶园里觅得“钱景”，让李汉良笑
逐颜开。他说：“胶林下饲草资源丰
富，林下放牧节省了饲料投资，牛粪肥
了胶林，养牛富了职工，一举多得。”

（本报海口5月8日讯）

海胶集团龙江分公司探索资金股份化模式，引导胶工入股合作社发展林下养殖

林下放牧肥了胶林富了职工

海垦神泉国际高尔夫
神牛场荣获“亚洲十大
最具挑战性球场”称号

本报海口5月8日讯 （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倩）近日，记者从海南农垦神泉集团获悉，三
亚海垦神泉国际高尔夫——神牛场，荣获“亚洲
十大最具挑战性球场”荣誉称号。

神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市场营销总监刘晓
佳告诉记者，获得此项荣誉绝非易事。据了解，
亚洲十大最具挑战性球场评审，共经过一年多
的ASIA TOP 100亚洲百家高尔夫球场2016
年度系列评选，其中，不仅有80人专业评委团、
1000名人民评委，还要经过百余场实地打分评
比和60万人线上投票及数百万人登录访问量。

据了解，神泉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位于国家
海岸海棠湾，拥有由Nelson & Haworth大师
倾力打造的36洞世界锦标赛级球场。球场设
计布局依山傍水，保留了大量原生态地形地貌，
球场的格局宽窄不一、波澜起伏，特别是球场中
有个中国最具挑战的签名洞——神牛场3号
洞，以及神牛场“魔鬼弯”，是整个球场难度系数
最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