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贫困户提供一个就业岗位带动贫困户发展养猪产业

近1000平方米养猪场

一箭双雕扶贫模式

发展养猪产业助贫困户脱贫 还可省下3万元至4万元的肥料费3个沼气池 200亩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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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
发放600件助残器具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今天是第27次“全国助残日”，上午，海南省
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联合省残疾人康复指导中
心，在海垦东大院开展“关爱残疾人辅助器具适
配服务送温暖”活动，向海垦离退休老年人、残疾
人家庭免费发放轮椅、拐杖、助听器等各类辅助
器具近600件。

活动现场，聚集着200多名前来领取辅助器
具的老年人、残疾人或代领的家属，工作人员在进
行简单的登记之后，将适合的辅助器具一一送到
他们手中，并教他们如何使用。

■ 5月17日下午，由农业部组织
召开的中国茶产业联盟成员代表大会
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隆重召开。在本
次会议上，海垦茶业集团当选中国茶
产业联盟常务理事单位。

■ 去年以来，海垦控股集团积极
推进美丽海南百镇千村建设工作，结
合农垦改革和“八八战略”，积极推进
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特色产业小
镇和美丽乡村建设，并取得积极进展：
八一军垦风情小镇各项配套设施已初
具规模，目前正积极推进石花水洞地
质公园—军垦文化—明湖—龙山现代
高效生态农业产业观光园和旅游休闲
度假区的特色旅游经济带建设，落实
招商引资项目 7 个，总投资 6.9 亿元；
兰洋温泉养生休闲小镇的蓝洋冷热泉
公园正改造升级，莲花山地质公园、蓝
洋国际休闲疗养中心、花海兰洋养生
温泉等休闲养生旅游项目正积极推进
中；南田温泉度假小镇采取“一心三
轴，两区多组团”的规划结构积极引进
项目，目前有16个项目落地，建成5个
项目并投入运营等。

■ 今年以来，海垦茶业集团启动
了在海南各市县、乡镇建立海垦茶业
专营店的“百城千店”营销计划，全方
位树立海垦茶业品牌形象，进一步扩
大海垦茶业知名度和销售市场，目前
已有10家专营店挂牌营业。同时，该
集团还与北京、广州、深圳、惠州等地
的经销商签约，与呀诺达景区、槟榔
谷、海南免税店、海南特产店、星级酒
店等单位进行专项合作。下一步，还
将通过直营店、地区代理、特许加盟以
及电商平台等多种形式，力争 5 年内
在全国成立连锁店 100 家、全国经销
合作店 100 家，并借力农村淘宝网络
营销在海南各县城的电子商务园布局
茶叶产品 O2O 体验馆，拓展销售渠
道，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营销。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龙江农场廖平益夫妻坚守“驻扎农垦振兴农垦”的诺言，保梅岭上看管农垦土地40年

一句话 一座山 一辈子
垦·人物

■ 本报记者 孙慧
实习生 卢子盈 通讯员 黄丽妙

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与白沙
黎族自治县接壤的保梅岭林
区，山峦叠翠，树木葱葱，山岭
神秘而险峻，山路崎岖，极少看
到人烟。

在这寂静的山岭上，驻守
着龙江农场金波分场的第一个
生产队——金波一队。这个生
产队里，只有两名退休职工，他
们也是一对夫妻，从1977年响
应农垦开荒建设的号召上山岭
开荒垦地，一直坚守驻扎农垦
振兴农垦的诺言，在山岭上一
住就是40年。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40
年过去，当时上山开荒的青壮年
夫妻已是银发苍苍，龙江农场在
改革大潮中也改制为龙江农场
公司，但他们依旧信守对农垦的
那句承诺，一辈子坚守大山。

昌江保梅岭，山脉绵延，山路环
绕，汽车一路摇摇晃晃，终于爬上了
半山腰，来到廖平益和姚世英的家。

几栋土房，蓝漆的铁门贴着喜庆
的红对联，几只狗在门口嬉戏，院子
里一群鸡正在觅食，俨然是一幅安
宁祥和的山里人家生活图景。

听闻汽车声响，一对老夫妻从院
子里走出来，招呼客人进屋，倒上热
茶，夫妻俩拉开话匣子。

时光转回1955年，当时的中国
正是一片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全
国各地有上万名集体转业复员官兵、
大批南下干部、归国华侨在积极响应

祖国号召，渡海越过琼州海峡，投身
农垦开荒建设。

一辆载满30多位退伍官兵和家
属的大卡车，从湖北武汉开往广东湛
江。这辆大卡车上，就坐着22岁的
廖平益和妻子姚世英。刚从武汉军
区退伍转业的廖平益，携带妻子准备

南下到海南岛支援建设农垦。
这一南下，海南就成了这对夫妻

的故乡。决心投身建设农垦的廖平
益和姚世英，先是被分配到东方种橡
胶，1977年又被调到了金波农场，跟
随农场上山驻扎在马岭上垦地，开垦
出2000多亩的水稻田。

绵延的山脉，寂静的马岭，难以
想象这里曾经有过热闹喧嚣的生活
和建设场面。

“当年开荒山岭，生产队里大人
小孩有100多人，大家每天都是按时
出工干活，砍树挖地，日子有苦有
乐。”姚世英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
的马岭，水源充足，这里曾经开荒出

2000多亩的水稻田，山路崎岖汽车
无法进来，水稻收获后每人肩挑40
斤大米，一步步走下山去。

后来，出于国家建设发展战略需
求，金波农场又开始在马岭上种橡胶
树。橡胶林种下去后，由于山岭上气
温过低，树木长势缓慢，又开始改种
山茶树。

一年年下去，农垦的发展逐步扩
大，马岭的开荒建设一直不是很起
效，金波农场开始往山下撤退去种植
橡胶树。撤退到最后，考虑到马岭上
仍有许多油茶树和开垦的土地，需要
留人驻守看管。

“马岭确实需要有人看管，所以
当时领导一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我

们就同意留下来。”廖平益说，作为党
员干部，也应该率先以身作则，不怕
艰苦，留守在大山。

从此，热闹的金波一队慢慢撤退
下山岭，最后只剩下了廖平益和姚世
英夫妻两人。夫妻坚守在大山里，想
念孩子了，就隔段时间走路下山，去
看望孩子们或者采购生活物品。

1997 年，60 岁的廖平益退休
了。考虑到年龄已大，夫妻两人也想
过要下山去生活。“当时去问了场里
的领导，农垦总局不批准金波农场撤
销一队，觉得一队一撤销，这2000多
亩的土地也很难守得住了。”

理解了农垦的用心良苦，廖平益

和姚世英决定，要继续坚守住大山。
山上的日子无聊艰苦，但每每想到人
一走掉土地就可能荒废掉，廖平益和
姚世英也就继续驻守下来，这一过就
是40年。

直到今天，两人还保持着每天巡
山的习惯，他们对马岭上农垦土地

的分界线一清二楚，每每遇到一些
前来私占土地的人，便会据理力
争。夫妻两人坚守大山的事迹，也
感动了很多农垦人，平时也会有农
场职工或干部上山拜访他们，与他
们聊天解闷。

“如果要是没有他们的坚守，这

座山岭就完全荒废了。”海胶集团龙
江基地公司金波派驻组组长孙家烨
说，如今的马岭迎来了农垦的重视，
尤其是山岭上种植的油茶树，是目前
这片地区最老的油茶树之一，已经被
海南大学选中作为有机山柚示范基
地。 （本报牙叉5月21日电）

响应祖国号召 年轻夫妻南下农垦开荒

奉献建设农垦 党员夫妻带头留守大山

信守那句承诺 夫妻两人驻扎山岭40年

■ 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倩
通讯员 李晓莎

每天早上6点钟左右，海胶集团
新中分公司二区南林十一队贫困户
李海军就早早起床，到猪舍开始了一
天的工作，日子过得忙碌而充实。

就在几天前，李海军还收获了第
一笔2万元的养猪收益金，“过几天
还想再向合作社领些猪苗。”李海军
的眉眼笑开了。

李海军所说的合作社是万宁开
彬种养专业合作社，他刚卖出的那批

猪就是合作社提供的猪苗，同时，他
也是合作社的社员。

近年来，天然橡胶价格持续低
迷，职工割胶收入减少，为增加职工
收入，去年1月，新中分公司与开彬
合作社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成立了黑
白三元猪种苗帮扶基地，分公司工会
可为贫困职工牵线搭桥做担保，让贫
困职工没有本钱也能发展自营经济，
通过合作社这个平台，解决贫困户生
产经营困难，实现脱贫致富。

“当然，贫困户也要跟分公司工
会签协议，保障贫困户有长久的发

展，我们不能落下一个贫困职工。”新
中分公司副总经理李云雄解释说，依
托合作社的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分
公司工会还将扶持他们发展其他种
养业，实行长短结合，让贫困户脱贫
致富更有底气。

不仅如此，分公司还根据贫困户
家庭实际情况将他们安排到合作社
里工作，为他们谋得一份岗位，每月
还能领到2000元的固定工资。

如今，这家成立了一年多的合作
社在分公司的支持下，不仅将养猪场
扩建至近 1000 平方米，还种植了

200亩柠檬，间种150亩菠萝，拥有3
个超100立方米的沼气池。

“猪的粪便经过沼气池三级发酵后
变成水肥，再引入旁边的柠檬地进行滴
灌。”合作社理事长廖开彬兴致勃勃地
向记者阐述他的现代化农业发展理念，

“这是实实在在的农家肥，养了猪后，一
年可省下3至4万元的肥料费。”

合作社唱主角，新中分公司当后
盾，不仅带动贫困户发展养猪产业，
还为他们提供一个就业岗位，一举多
得，让贫困户享受到真正的实惠。

（本报万城5月21日电）

海垦控股集团全面验收
第一批20个农场（公司）
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许
雅 通讯员吴淑祥）根据海垦控股集团农用地规范
管理工作部署和要求，5月9日至19日，海垦控股
集团组织对第一批20个农场（公司）农用地规范
管理工作成果进行全面验收检查，并于5月20日
召开验收检查情况总结会，汇总第一批20个农场
（公司）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完成情况与工作质量
验收情况，查找存在问题，总结经验与亮点。

记者在验收检查情况总结会上了解到，此次
验收检查中，荣光、红明、东和、岭门、三道、八一等
单位表现较为突出，亮点频频，如荣光农场公司在
工作进度以及处置三类地问题上遥遥领先，收回
被占地7.5万亩；红明、八一、东和等单位严格按
照指导地价制定换签合同地价标准，确保土地收
益最大化；东和农场公司分门别类建立土地台账，
做到土地信息管理清晰有条理。而土地定价就低
不就高、收回被占地及争议地进度慢、上报土地增
收数据与实际偏差较大、录入合同地块信息与实
地核实地块信息不符等问题也是此次验收检查中
发现的共性问题。

海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负责人表示，通过
全面检查验收一方面可对照检查发现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加强督促整改，确保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
理工作规范性、真实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可从中
梳理总结农场在推进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的好经
验好做法，为加快推进第二批农场（企业）农用地
规范管理工作提供指导与借鉴。

目前，第一批20个农场（公司）农用地规范管
理工作验收评定结果还在进一步核对中。据悉，此
次检查验收评定结果将作为以奖代补资金发放、专
项奖励评定、企业年终目标考核的重要依据。

关注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

海垦茶叶穿上“新衣”
走俏市场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余
美君 通讯员陆和）近日，在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
览会上，海南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携旗下王牌产
品及多款新茶，以现代时尚的新包装整体亮相博
览会，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和赞誉。

要想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脱颖而出被顾客一
眼相中，产品包装尤为重要。海垦茶业集团在整
合海南农垦旗下“白沙牌”“白马岭牌”“金鼎牌”

“南海牌”四大茶叶品牌后，全面梳理优化产品包
装，统一启用标有“海垦五指山茶业”标识的包装
设计，根据不同产品特点，重新设计包装内容，采
用茶叶包装新品种材料，更新升级了旗下大部分
产品包装。

以白沙绿茶袋装茶叶为例，该产品由原来的
自立包装更换为八边封袋，不仅能立体多维展现
产品，其配有的可重复使用拉链还为消费者饮用
提供了方便。

据了解，茶叶包装更新升级后，市场接受度颇
高，带动了消费热潮，各品牌销售额均有明显提
升。其中，更换包装后的白沙牌高端茶叶系列4
月份销售额达600多万元。

“更新升级产品包装，有利于控制包装成本，
提升包装品味，做精茶叶档次，从而提升品牌市场
认知度。”该集团总经理吴海江告诉记者，近期，海
垦茶业集团继续创新包装方式，设计新包装，用于
新渠道。推出了一系列瓶身小巧、颜色鲜艳、方便
携带的产品，专供旅游景区、酒店、婚庆等。

不惧“铁板烧”
冲刺“收官战”
海垦广场项目加紧建设

本报海口5月2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高莹）
进入5月，火辣辣的太阳连日炙烤着大地，但在海口
海秀东路上，海南省重点项目——海垦广场项目的
施工现场，却处处是建设者们忙碌的身影。头顶烈
日，挥汗如雨，这被建设者们笑称为“铁板烧”。在
海垦项目现场，宝蓝色墙体已发出耀眼光芒，内部
基本架构完成，项目已见雏形。

“海垦广场全体职工努力克服高温天气等不
利因素，鼓足干劲，一定确保6月基本完工，10月
交付使用并开业的目标任务。”海垦实业集团总工
程师、海垦商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卢致洲
告诉记者，海垦广场项目目前进展顺利，项目的工
程建设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超市、影院等大型商
户已开始进场装修。

卢致洲说，海垦广场是海南农垦首个投资自
建的商业地产项目，现在到了即将收官的关键阶
段，全体员工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将该项目打
造成农垦优质项目。

红光草畜园区
加快建设

近日，位于澄迈的海南农垦草畜
产业有限公司，原红光农场的职工在
整理南瓜，南瓜由该公司统一回购。

据了解，海南农垦草畜产业公司
立足“八八战略”产业规划布局，加快
推进红光草畜园区建设，发展牧草种
植，肉牛、黑山羊等特色畜禽养殖，打
造“种、养、加、销、游”全产业链科技
型企业，通过项目建设投产，到2020
年，年增加收入约20亿元，年创造利
润约1.5亿元。解决职工群众就业1
万多人次，带动周边职工群众户年增
收1万元—3万元。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海南农垦报记者 伍祁榕

闻着缕缕浓郁芬芳的茶香，寻摸
着走进了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茶叶包装车间，只见9名头戴
帽子、口罩，身穿蓝色制服的女工端
坐在机器前，目不转睛地盯着手头上
的工作。在这里，每天都有1000多
公斤茶叶经过她们灵巧的手包装运
给外界。

一群清一色的娘子军扎根山区，

辛勤工作，用自己的汗水和无怨无悔
的付出，助力海垦茶叶产业蓬勃发
展，在茶香中绽放生命的价值，日前
被全国妇联评为“全国巾帼文明岗”。

包装班9人如果比定力，冠军一
定非计量的3人莫属。她们专注的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电子秤上不断变
化的数字，指尖不停地添减茶叶。“不
敢放松，差之毫克，可能失去公司的
诚信。”包装班班长张誉莲停下手中
的活，轻揉一下干涩的眼睛。

茶叶包装是白沙牌茶叶出厂前
的最后一道工序，包装质量的好坏，
关系着茶叶的贮存时间和产品的外
在形象，直接影响着企业声誉。

每天7点30分，包装班女工们便
准时聚在车间开始了一天的准备工
作。待机器响起，9双眼睛就直盯着
包装流水线上的预装袋、计量器和封
口机。深知肩上责任重，包装班的女
工从不敢懈怠。

包装班女工的平均年龄在41岁

左右，其中有两名女工有听力残疾。
“她们不是累赘，是工作上的好帮
手。”谈起两位有听力残疾的姐妹符
海英与张爱金，张誉莲夸赞连连。

一缕茶香，浸满包装班姐妹们的
亲情；一项荣誉，却从未扰乱过包装
班女工们的心。装袋、过秤、封口、装
箱……她们每天仍认真地工作着，继
续努力为白沙牌茶产业的发展默默
耕耘，让海南农垦的茶香飘得更远，
销得更远。 （本报牙叉5月21日电）

白沙茶业茶叶包装车间有群干事认真的娘子军

茶香之间绽放的“铿锵玫瑰”

合作社唱主角，海胶集团新中分公司当后盾

“一箭双雕”扶贫模式让贫困户享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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