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7月17日 星期一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齐松梅 美编：王凤龙新海垦A07

海垦快讯

■ 本报记者 袁宇

“市场现在干净又规范，买菜不用
穿雨鞋了！”7月15日一大早，三亚市
南新居居民张陆花来到家门口的南新
农贸市场。尽管该市场早已于今年3
月底完成升级改造，但是想起它从前
的模样，张陆花仍然感慨颇深。

南新农贸市场是周边居民的“菜
篮子”，也一度因为“脏乱差”的环境，
让买菜成为居民嘴中的“苦差事”。

然而随着三亚推进垦区“创文巩
卫”工作的逐步深入，“菜篮子”实现了

“由乱到治”，获得了垦区居民的点赞
与支持。

市场颜值全面提升

走进升级后的南新农贸市场，橙、
绿、蓝等色系将海鲜、肉类、蔬菜等不
同摊位区域有序划分，地板上不见了

污水横流，摊位上不再有垃圾。
“以前从不带女儿来市场买菜，因

为环境太差！”张陆花说。
变化源自2016年底。
这一年，原海南省国营南新农场整

体移交至三亚地方政府，挂牌成立了南
新居。规划滞后、设施简陋、管理无序
的南新农贸市场成为南新居改善居内
环境卫生，完善基础设施的突破口。

南新农贸市场按三亚市农贸市场
升级改造标准，统一设计、统一标准、
统一改造，对蔬菜区、活禽交易区、海
鱼区、海螺区等明细分类，副食类和活
禽类摊位设置隔离间，工作人员统一
服装，还成立了保洁队伍。

原南新农场挂牌立居后的变化不
止于市场。

南新居党总支书记、居长王浩郦
介绍，在市场升级改造的同时，南新居
响应三亚“创文巩卫”工作，场部建成
区的13个网格率先吹响“巩卫”号角，

近300名网格工作人员持续清理卫生
死角，整治“五小行业”，发动居民签订

“门前三包”责任书……三亚投入970
万元，用于南新居道路硬板化、排水管
道改造、环卫人力及垃圾清运等，在一
系列措施下，居内环境得到巨大提升。

硬件提升让发展底子更牢

居内环境有了大提升，三亚又从
完善基础设施入手，不断夯实居的发
展底子，让垦区居民享受到发展福利。

三亚立才居是继南新居后，与南
滨、南岛、南田等同步，整体移交至三
亚市政府纳入地方政府管理序列后设
立。去年以来，三亚立才抱密水库至
下游的抱密队、龙近队等5个生产队
的水利渠道因年久失修，多处坍塌堵
塞，对周边村民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
影响。

了解到该情况后，三亚市政府相

关领导立即核实、审批下拨20万元水
库专项维修资金，长达3280米的水利
渠道维修工程顺利施工，有力保障了
该区域的农业灌溉及生活用水。

三亚还在今年初将立才农场9条
道路纳入该市“村村通”道路硬板化建
设工程。

三亚市农垦改革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为推进垦区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三亚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了大力
支持，向5家农场医院定额补助资金
1415万元，保证移交后的农场医疗卫
生机构正常运转；同时新建一批公办
幼儿园，对垦区危房进行改造迁移，持
续加大民生工程的建设力度。

道路、教育、医院等基础设施的不
断完善，也为垦区经济注入了新活
力。今年初，三亚南繁种子基地有限
公司进驻南滨农场，将带动当地居民
生产增收，三亚首个“共享农庄”项目
落户南田农场，而更多的项目正在洽

谈、计划当中。

将城市管理机制嵌入垦区

垦区美丽蜕变的背后，是一场管
理机制的革新与探索。

与市区相同，三亚各居实行全网
格化管理。“南新居共设有17个网格，
其中网格工作人员144名。”王浩郦介
绍，为了方便工作的开展，网格员及网
格长大多由原农场工作人员担任。

为了进一步发挥网格化管理的作
用，三亚还积极借助信息化的力量，在
各居开展网格化管理APP平台操作
培训班，提高全员的APP平台使用能
力。“现在，身边发生有噪音、垃圾、污
染等等事，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APP
等方式，向网格员反映，很快就能得到
解决。”家住三亚南新居的退休人员陈
永宏笑眯眯地说。

（本报三亚7月16日电）

三亚加大投入垦区，对各居实行全网格化管理

扮靓垦区颜值 夯实发展里子

■ 7月12日，海垦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率
海垦控股集团大研讨大行动第二调研组成员赴海
垦草畜产业公司，组织召开垦区澄迈片区大研讨
大行动调研座谈会，在思想碰撞中寻求激活企业
体制机制、加快垦区改革发展、促进企业增效职工
增收等方面的好建议。

■ 近日，我省公示了第六届省道德模范参评
候选人名单，垦区共有两名职工上榜，其中，西培
农场建筑公司经理郑馨义入围全省助人为乐模范
候选人，儋州市公安局西华派出所原所长朱国茂
入围全省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并拟推荐为第六
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候选人。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整理）

■ 见习记者 唐咪咪 本报记者 邓钰
特约记者 司玉 通讯员 黄祥

清晨，阳光鎏金，茶园青翠。
正值茶叶高产期，今天在海南省

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
安南海分公司（以下简称“南海分公
司”）的茶叶种植基地，采茶女着彩衣，
背布袋，从茂盛生长的茶树上采下一
丛丛鲜嫩茶青。田野中，悠悠茶歌传
扬，唱的是茶叶变“金叶”，茶厂扭亏为
盈、效益节节高升的好日子。

2016年以来，南海分公司主动顺
应市场需求，通过制定标准保质量，创
新产品开销路以及农旅结合延链条等
举措，走出一条茶产业发展的新路子。

一斤干茶最高能卖上千元

茶树间，70多岁的洪阿婆正弓着
腰，忙碌地采茶，手指轻轻一扭，新鲜
的茶青便落入掌间。“这茶只采顶端最
鲜嫩的部分，按照顶芽、一芽一叶和一
芽两叶这3种标准采摘，才能保证茶

的风味和品质。”她说。
可在过去，洪阿婆采茶时可没这

么精细。“以前，采茶只求量，不求质，
标准参差不齐，甚至有一芽五叶、六叶
的情况出现。”

洪阿婆回忆，以前茶园虽高产，却
不算丰收。“因为茶的品质不高，卖价
比较低。”

上世纪90年代，由于茶叶的亩产
效益低，南海分公司的前身“南海茶
厂”探索“胶茶套种”模式，在茶园里种
植经济效益更高的橡胶。然而，随着
橡胶树日益成长，茂盛的枝叶遮蔽茶
树的阳光，茶叶逐渐减产甚至绝产。
无奈之下，茶厂将茶叶业务承包给私
人经营。2011年，南海茶厂重新发展
茶产业，推平橡胶林并开垦荒地，开辟
了700亩茶园。

“去年，南海茶厂企业化经营后，
从严制定茶叶采摘、加工标准，只采
摘顶尖茶叶保证品质，并进行品牌化
包装。”洪阿婆说，“现在一天只能采
20斤茶青，但它们加工后装在盒子
里卖，一斤干茶最高能卖上千元，比

过去装在麻袋里卖得贵多了！”

“订制”茶叶卖得更俏

茶叶有了品质，如何在市场上打
响名声？南海分公司尝试以“订制”服
务创新产品。

去年10月，山西游客张兰来到该
公司所在的黄竹镇旅游，品尝了绿茶。

“茶汤清透，茶味清新，几乎在第
一次喝时，我就喜欢上了这种味道。”
张兰说，但美中不足的是，海南茶由于
茶汤浓郁，口感偏涩，不大符合内地人
的品茶习惯。“于是，我找到企业负责
人，问他能不能设计一款符合内地人
口味的茶叶。”南海分公司总经理莫安
东在与张兰交流后，推出了“茶叶订
制”服务。“经过对杀青、揉捻等过程的

多次改良，终于设计出茶汤甘醇的新
品茶叶。”莫安东介绍，现在这款茶叶
已经成功在内地市场打开了销路，今
年拿下了近30万元的订单。“‘订制’
茶叶卖得更俏。”莫安东说，“订制”生
意的成功不仅体现了产品创新，更说
明了企业发展思维从“被动接受订单”
到“主动探索市场”的转变。

赚完茶钱赚“景”钱

近千亩生态茶园还拥有美妙景
致，去年年底，该企业推出茶叶采摘旅
游体验项目，引得四方游人纷至沓来。

在茶园，游客既可以坐在品茗室
里喝茶谈心，在田间地头跟着工人们
采茶，还可以到厂房观摩茶叶的制作
过程和亲手炒茶。

“做旅游采摘，赚完茶叶钱，还能
赚茶景钱。”莫安东表示，下一步，企业
将与黄竹镇合作，共享优质旅游资源，
打造茶叶种植、加工、销售和文化体验
为一体的农旅结合生态产业链条。

（本报定城7月16日电）

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定安南海分公司制定标准、创新产品，探索农旅结合，布局茶产业

茶树抽新芽 绿叶变“金叶”

■ 海南农垦报记者 张昌龙

您想知道“住”在智能温室里的
果菜长什么样吗？您想体验一下站
在采摘车上穿梭于果菜行间的乐
趣吗？您到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农业梦工厂，就能体验一把
农业的“造梦空间”。

来到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沿着玲珑花园北面一路漫步，各
种果树一列纵队延伸，有莲雾树、龙
眼树、荔枝树等，令人目不暇接，不
由得垂涎收获时节的满满硕果，这
只是“3+1”项目中农业梦工厂的一
部分。

据了解，总占地面积315亩的
农业梦工厂分为玲珑花园、叶菜工
厂、果菜采摘、鲜花乐园四个子项
目，是一个智能化的设施蔬菜花卉
生产示范区。游客可以在这里参观
无土栽培蔬菜，了解机械如何在智
能化环境下给花卉和菜苗灌溉、降
温，并可享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和新
鲜的果蔬、花卉美食。

在农业梦工厂门口，记者看到，
一栋栋玻璃墙体的智能温室在阳光
的照耀下格外醒目，屋顶上悬挂着
电脑集成系统设备，俨然是一个充
满了科技感的“农业大观园”。走进
智能温室，这里有中央控制室准确

计算每株植物所需的营养和水分；
垂直旋转耕种不仅节约土地还降低
成本，在这良好生态环境中生长的
果菜，味道鲜美、口感一流。

不远处的玲珑花园温室里，一
簇簇绚烂的花朵竞相绽放、争奇斗
艳，这里种的是继玫瑰、百合、康乃
馨之后的第四大鲜切花——玲珑
花。在桂林洋农业梦工厂的4个生
产温室里，玲珑花与黄秋葵这两种
农作物交替种植，年产玲珑鲜切花
300万枝，黄秋葵80吨。而农作物
的生长和生产过程，实现了可视化，
并作为旅游产品提供给游客。

要是您觉得摘果菜、赏鲜花还不

过瘾，那么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农业梦
工厂温室生态乐园一定能够满足您
的需求。温室生态乐园将集海底田
园、咖啡书吧、鲜花餐厅等项目于一
体，美轮美奂的雨林剧场、怡人的美
人鱼海湾、神奇的冒险珊瑚岛、寓教
于乐的海底农业园和儿童职业体验
城、以鲜花装饰的巨型餐厅、浪漫而
温情的咖啡书吧，可以让您在梦幻般
的风景中享受惬意的田园生活。

不久的将来，一个集示范种植、
旅游观光、科技创新为一体的国家
级热带农业公园，将会带将给游客
不一样的田园体验。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金江农场公司探索“造
血”扶贫

黎锦织出致富路
■ 海南农垦报记者 吴天奥

“你看那成品展柜上就挂着我的
作品！”金江农场公司南茂分场黎锦联
社培训基地，成品展示柜上挂着贫困
户王桂来编织的黎锦。她告诉记者，
这份工作改变了她的生活。三年前，
王桂来开始学习编织黎锦，在此之前
她一直没有工作在家务农，还要照顾
年迈的公婆。

处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金江
农场公司，在脱贫攻坚战中结合当地
实际，突出民族特色，选择了不同其他
兄弟农场产业脱贫的方式，成立黎锦
联社帮扶基地，大力开展黎族织锦技
术，引导困难职工发展传统手工艺，创
新的脱贫思路探索出了一条造血扶贫
的新路子。

“黎锦编织帮扶项目‘接地气’、
‘见实效’，深受困难职工欢迎。”金
江农场公司黎锦社联的负责人陈厚
志表示，黎族织锦技术培训，已经帮
助116户困难家庭增收致富，取得了
较好的效果。近一年来，联社组织销
售黎锦作品60多件套，销售总额达
40多万元。

陈厚志介绍，黎锦联社充分发挥
合作社作用，提供市场需求信息引导
职工在样品、花色、规格上编织利于销
售的作品，并根据市场需求，为联社人
员制定生产指标和质量标准，逐步建
立起了以黎锦联社为主体的统一产品
销售平台。去年，农场黎锦联社派专
人赴槟榔谷、七仙岭等旅游区，与景区
相关负责人协商，让黎锦联社职工们
编织的黎锦进入景区工艺品区进行展
览和销售。

在扩大黎锦艺术品生产规模、稳
定产量的基础上，农场公司在省内协
调更多的黎锦销售网点，利用电子商
务平台，加强黎锦的销售和推广，打响
名气。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东昌将打造海南新型
胡椒加工生产线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
倩）日前，记者从东昌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将打
造海南新型胡椒加工生产线，该生产线将对胡椒
进行加工处理，具有清除杂质、颗粒筛选以及增洁
保鲜、包装保质等作用，生产线的建成将有助于提
高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

东昌农场公司经营发展部经理王录英表示，
该生产线的打造，将有效摆脱传统的泡水脱皮技
术，以先进的快速脱皮技术代替这一落后的工
艺。该公司正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
究所合作，不断改进胡椒生产加工工艺，提升胡椒
产品质量。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生产线已安装完毕，正
处于整改调试阶段，同时还将完善生产配套设施，
预计今年底正式投入使用。

据介绍，目前东昌农场公司拥有胡椒2.2万
亩，是全国最大的胡椒生产基地，种植户达4000
多户，年产胡椒干果1000多吨。2013年，该公司
注册的“昌农”牌胡椒商标被认定为海南省著名商
标。去年，东昌胡椒被认定为海口市“十大农业名
优品牌”之一。该公司生产出来的“昌农”牌胡椒
全都是绿色纯天然食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享
有较好的信誉，产品供不应求，并销往全国各地和
出口国外市场。

海垦获中央财政资金
开展国有土地确权登记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张
佳琪）近期，中央财政印发《财政部关于下达2017
年中央财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
助资金的通知》，拨付补助经费4.36亿元，支持开
展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有关工作。
据统计，今年全国包括海南农垦等在内共计28家
垦区纳入补助范围。

据悉，2015年底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用3
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垦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
登记发证任务，工作经费由中央财政、地方财政和
国有农场共同负担”。今年开始，农垦系统土地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首次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

为进一步规范资金管理，保障资金使用安全，
财政部印发了《财政部关于<中央财政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
补充通知》。一是明确资金的来源和用途。农垦
系统开展国有土地使用权确权登记发证的相关费
用补助经费从中央财政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确权登记颁证补助资金”中切块安排，主要包括农
垦国有土地权籍调查、勘测定界、登记申请、争议
调处、信息化管理等方面的支出；二是规定了资金
安排期限分2017年、2018年两年安排。

脱贫攻坚进行时

探秘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农业梦工厂

体验农业“造梦空间”

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垦控股集团35名职工子弟赴

港学习交流

友谊之花绽放香江
■ 海南农垦报记者 余美君 本报见习记者 欧英才

“面对初次见面的香港同学，我们营员难免有
些害羞，是香港同学主动交流，才缓解了大家紧张
的心情。”回忆起刚刚结束的夏令营活动，海胶集
团长征分公司职工子弟王天尹依然兴奋不已。

应香港东方妙喜基金会邀请，在香港回归祖
国20周年之际，35名来自海南农垦的青少年，赴
港参加两地青年“蒲公英”夏令营公益活动。

热情、开放、包容、自信，是营员们谈及此次赴
港学习交流体会时的高频词。

走进香港科技大学，这里浓厚的学术氛围深
深地吸引了海胶集团金江分公司职工子弟廖美
琦。“很向往能到这里学习。”在了解了港科大创业
平台后廖美琦说，香港的同学敢闯、自信，我们农
垦的同学吃苦耐劳，希望能有更多的机会相互学
习交流。

“此次赴港之行，不仅让农场、基层的孩子感
受、学习到了香港的文化，也展现了海南农垦人吃
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和农垦青少年的朝气与活
力。”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积极利用各种平
台，创造垦区与香港等地青少年间的学习交流机
会。今年6月，2017海上丝绸之路港澳海南青年
交流行活动期间，香港青年访问团一行来到海南
农垦八一总场公司，走进橡胶园体验割胶工作。

每一次学习交流活动，都让两地的青少年对
彼此经济、文化等方面有更多的了解。此次香港
行结束后，营员们纷纷表示要把此行的收获，转化
为学习的动力，还要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带回家乡，
做两地文化交流的小使者。

（本报海口7月16日讯）

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定安南海分公司的采茶女工在采摘。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