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黄畅学

主编：齐松梅 美编：陈海冰新海垦A08

垦·农经

“危机危机，其实危中有机。橡
胶价格低迷，恰恰为实力相对雄厚
的海胶集团提供走出去的机遇。”海
胶集团总裁李宝尤认为，国际橡胶
产业正经历深度重组，海胶集团乘
着“一带一路”东风走向东南亚产胶
国正当时。

然而，不可否认，海南目前的橡胶
产业仅仅是初级种植业，附加值高的后
续深加工产业和产品基本是空白。海
南橡胶产业要想在国际橡胶市场上占

有一席之地，仍有一段需奋进的距离。
李宝尤表示，海胶集团在橡胶的

种植管理，橡胶原料的加工管理上具
有优势，下一步要在国际市场上做大
做强，就必须打造种植、加工和销售
的一条龙完整产业链，走向“产业+商
业”发展模式，制造出高端产品和高
附加值受市场青睐的日用商品。

近年来，海胶集团通过与技术机
构合作，产品的研发水平不断提升。
海胶集团和曙光橡胶工业设计研究

院共同研发的、使用国产天然橡胶材
料制造的军用航空轮胎，通过了军方
装机评审；海胶集团金水橡胶加工分
公司与株洲橡胶研究院合作开发的
优质浓缩乳胶，在军用气象气球的生
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生产的军用气
象气球突破4万米高空，填补了国产
浓缩乳胶在该领域上应用的空白。

近期，海胶集团也在密集地走出
去涉足橡胶日用商品行业。正在积
极与泰国相关合作方对接，就联合生

产乳胶床垫、乳胶枕头等橡胶制品事
宜，展开商务谈判。

李枝平认为，只有主动融入国际橡
胶的产业链和价值链，海南橡胶企业才
能在国际橡胶市场中有一席之地。

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该集
团目前正在谋划打造天然橡胶价格
指数发布中心、定价中心和天然橡胶
交易所，切实增强海南农垦在国际天
然橡胶市场的话语权。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

以资本为依托，以技术为支撑，布局东南亚，打造全产业链——

看海胶借船出海闯国际

■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杨艺华
见习记者 欧英才

海垦控股集团近期发布消
息，其出资1.37亿美元完成了对
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天然橡胶加工
贸易企业KM公司45%股权以
及新加坡 ART 橡胶贸易公司
62.5%股权的收购。

记者从多渠道获悉，海垦控
股集团旗下的海胶集团近年来频
频通过境外并购，意在打造海南
橡胶产业种植、加工和销售一条
龙完整产业链。中国橡胶产业的
龙头海胶集团正在深度布局加快
融入国际市场。

“海胶集团走出去是未来的发
展趋势。”省商务厅对外合作处处
长李枝平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

李枝平认为，从国家层面分析，
目前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包括
橡胶产业在内的海南农业走向东南
亚。我省的橡胶产业发展只有契合
国家的发展战略才能为产业的做大
做强打下基础。

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关于

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
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
重点划定中国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
1800万亩。今年8月，海南省农业厅
制定的《海南省水稻生产功能区和天
然橡胶生产保护区划定工作方案》
（征求意见稿），要求海南农垦建设天
然橡胶生产保护区360万亩。

国家为什么将橡胶种植基地列
入农产品保护区？业内人士认为，中
国天然橡胶的年需求量是500万吨，

而国内产量仅78万吨左右，海胶集
团本省自产和收购共计干胶产量约
20万吨，可见中国橡胶需求大部分需
要进口，要稳定本土种植面积及产量
关系国家战略安全。

海胶集团当前橡胶种植面积
353万亩，海南全省橡胶种植面积约
800万亩，海南已是我国最大天然橡
胶生产基地。要进一步扩大种植面
积，土地资源捉襟见肘。“从土地资源
角度看，海南的热带土地资源有限，

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深入推进，可用
于农业种植的热带土地资源越来越
少，成规模、成片的土地更是稀缺资
源。”李枝平告诉记者。

要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橡胶需
求，成熟的橡胶企业就必须大胆地走
向东南亚市场和非洲市场，用资金优
势和管理优势和境外的土地资源优
势结合在一起。作为中国橡胶产业
的龙头企业，海胶集团具有一定的优
势条件走出去。

近年来，国际市场上橡胶价格低
迷，不少企业正在收缩，一些资本正
在撤出这个行业。然而，海胶集团走
出国门“开疆拓土”动作频频。

2012年，海胶集团与控股股东
（原省农垦集团）共同出资，收购了
R1国际公司75%的股权，通过R1国
际公司，海胶集团拥有了庞大的橡胶

贸易网络。
2015年初，海胶集团与泰国橡

胶园组织签署20.8万吨橡胶收购协
议，为今后与泰国政府间的合作发展
奠定基础。同年5月，海胶集团旗下
的云南海胶公司，收购云南绿航和普
洱锦森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在老挝
拥有全资公司经营天然橡胶种植、加

工、销售和贸易等相关业务。
到2017年，海胶集团全资、控股

以及参股的境外公司已有10多家。
出海不一定都要造船，一系列举措表
明，海胶集团在借船出海走出国门。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
涛表示，企业发展到成熟或较高水平
之后必然要走向国际化，加大与橡胶

主产国的合作力度，进一步巩固海胶
集团在国内橡胶行业的龙头地位。

业内人士也认为，作为上市公司
的海胶集团，版图扩大至国际橡胶主
产区，不仅能提高海胶集团在天然橡
胶加工技术和生产管理方面的水平，
还能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天然橡胶
市场的地位和话语权。

扩大版图，境外公司有10多家

内外因叠加，走出去是必由之路

走向“产业+商业”发展模式

老工商企业
151名员工重新上岗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张
佳琪）一家长年亏损的国有老工商企业，逐渐迎来
破局，151名原待岗员工和二级生产车间的转岗
员工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这是记者近日从海垦实
业集团获悉的。

海垦实业集团旗下的海南农垦宏达公司，是
已经长年亏损的国有老工商企业，需要安置的待
岗和转岗职工人数达227人。

去年，企业迎来转机，位于金牛湖畔的“宏达
商城”项目正在顺利推进中，当前最主要的工作是
依法推进长期待岗和转岗员工重新上岗。

公司从“宏达商城”项目未来运营的物业管理
岗位需求出发，率先成立物业管理部，不仅提供充
分的就业岗位名额，岗位工资标准更是比海口市
的物业管理行业平均工资上浮近10%。最低的
保洁工人的月工资就有2400多元，最高的管理岗
月工资有4600多元。

据统计，截至9月10日，宏达公司已有151
名原待岗员工和二级生产车间的转岗员工重新走
上工作岗位，占员工安置任务的67%。

海垦控股集团启动
模范职工之家建设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近日，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在全垦区启动新一轮
创建职工之家、职工小家和职工书屋示范点活
动。今年底，将评选出垦区10个“模范职工之家”
和10个“模范职工小家”。

为进一步深化职工之家建设，不断增强工会
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海垦控股集团要求各基层
单位高度重视开展职工之家建设的各项活动，建
立健全服务职工长效机制，积极开展“劳动竞赛”

“送温暖”“金秋助学”“法律援助”“困难帮扶”“扶
持就业”及“普惠职工”等活动，努力为职工办实
事、做好事、解难事，把“职工之家”打造成工会的
品牌。

海垦与泰国正大集团
签约4个项目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刘
棠琳）我省日前在泰国举行了中国（海南）—泰国
经贸合作交流会，海垦控股集团与泰国正大集团
签约4个项目。

4个项目分别是，海垦控股集团与泰国正大
集团签署南平温泉养生小镇暨共享农庄项目合作
协议，海垦草畜产业公司与正大集团汉鼎公司、正
大集团管理公司分别签署150万头生猪饲养项
目、300万只蛋鸡产业化项目一期100万只蛋鸡
全产业链项目、1万吨大虾产业化项目等3个项目
建设和运营管理协议。

记者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与正大集团在泰
国签订合作协议，是在今年6月海南省综合招商
活动中双方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经双方认
真开展调研评估、共同研究确定的具体项目合作
协议，旨在共同推动海南特色产业小镇建设及农
垦现代农业发展，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
特色现代农业综合体，实现产业与场镇融合发展。

作为海南省最大的国有农业企业，省委、省政
府对海南农垦寄予厚望，要求海垦控股集团以规
模化、集中化、现代化、产业化、生态化发展生猪、
肉鸡、蛋鸡产业，担当起为海南人民保障供应安
全、健康的猪肉、鸡肉、鸡蛋食品和平抑市场价格、
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
海南农垦将按照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以保障本省
供应、自给自足为目标，加快推进签约项目落地，
加快落实后续项目规划，全力推进项目建设，按照

“五化”标准完成保障我省猪、鸡、蛋食品供应，平
抑市场价格，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任务。

垦·观察

蓝洋农场公司利用
收回土地合作开发项目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伍
祁榕）今天，记者从蓝洋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全
力以赴推进农用地规范管理各项工作，用时6个
月共收回土地面积达2532多亩，其中前期拿出了
1300亩土地进行招商引资，分别用于海垦·蓝洋
温泉红豆杉生态农业庄园项目（暂定名）和海垦·
蓝洋温泉共享农庄项目合作开发。

“农场公司通过土地合作开发项目，除了每亩
土地获得600元基本地租之外，还将获得合作项
目建成投入运营产生经济效益后的分红收益，切
实实现收回土地效益最大化。”该公司经营发展部
副部长许亚武介绍，开展农用地规范管理工作使
得土地管理更加规范、准确、数字化的同时，也为
该公司项目开发、经营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强有力
的土地资源储备，将给公司下一步经济发展壮大
提供有效资源保障。

据了解，海垦蓝洋温泉红豆杉生态农业庄园
项目是蓝洋农场公司与福建马石山生态农业公司
联合开发的合作项目，拟在农场公司十队、十一
队、十二队等地，建设以红豆杉种植为主的旅游项
目区。

海垦·蓝洋温泉共享农庄合作开发项目，蓝洋
农场公司拟引进兰花谷物联科技公司共同合作，
开发建设温泉共享农庄、种植园和养殖园、矿泉水
厂等。农场公司一期先提供该公司十一队更新橡
胶园及周边土地约300亩土地进行建设。

■ 见习记者 欧英才

海垦母瑞山农场公司地处我省中
部山区，依托良好的自然环境，母瑞山
区有许多原生态、无公害的农产品。
但在过去，由于地处山区运输不便，造
成了当地农产品的价格低廉，甚至出
现过无人收购的现象。

2016 年 8 月，几个职工子弟组
成了母瑞山创业电商团队，通过电
商推动，把农场原来销不出去的农
产品，通过网络卖出好价格。今年

母瑞山油茶已线上销售2500斤。此
外，还有野生石头蜜、黑猪肉粽等产
品，销售额近600万元。

一拍即合的创业梦

2013 年，在原中瑞农场的支持
下，海垦母瑞山农场公司职工子弟高
乙元成立了“定安瑞山油茶专业合作
社”，并相继注册了“母瑞山”“婉芸莊”
等商标。

“近年来农村电商热潮掀起，我们
看到这里很多优质的农产品却因交通
闭塞缺少销路。”2016年，高乙元和张
天翼等几个农场职工子弟一拍即合组
成电商创业团队，将原来销不出去的农

产品通过网络卖出好价格，这吸引越来
越多的职工加入，目前已近110人。

打造品牌效应销路更好

合作社通过为种植户免费提供统
一品牌商标，让山茶油身价更高。“以
前榨出来的山茶油卖130元一斤，没
想到现在通过品牌包装、印上商标拿
到网上卖，一下子身价大涨变成380
元一斤。”母瑞山农场公司职工谭海民
高兴地告诉记者，合作社通过统一机
器化榨油、统一品牌包装后，自己不仅
工作量减少许多，而且销路也不错。

通过统一树立“母瑞山”油茶品牌
达到品牌效应，这些味道好营养价值

高的山茶油根本不愁市场。“加大推广
本地山茶油品牌，品牌打上去了，有了
名声，价格自然就会好。”高乙元说。

如何解决仓储、物流问题？高乙
元告诉记者，定安县翰林镇邮政局
无偿为他们提供仓库，发货由邮政
配送，争取最快速度送到客户手中，
确保食材新鲜。同时，通过网上预
定的方式成批从农场派送，基本上
是三天一批，集中发货可以减少很
多物流成本。

线上倾力宣传，线下精准扶贫

今年端午节期间，团队卖粽子带
动了周边贫困户的发展。黑猪肉粽所

需的馅料优先向贫困户收购，并聘请
他们包粽子。

母瑞山农场公司合山二队贫困
户彭修聪告诉记者，他将自家的鸭蛋
卖给了合作社，而且应聘当包粽子工
人，“1天有150元的劳务费，收入增
加不少。”

最近，高乙元将农场公司现有的
7户精准扶贫户拉进合作社，并且零
成本入股生态豚鼠养殖基地。

他还开通了“母瑞山婉芸莊”微信
公众号。“母瑞山的农产品离不开当地
风土人情和红色文化的宣传。”通过宣
传当地红色景区、特色文化，用礼品竞
猜等互动方式，提高关注度。

（本报定城9月18日电）

将家乡产品销往全国

母瑞山农垦子弟电商平台打天下

本报海口9月18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许雅）俗话说：“酒香不怕巷
子深”，事实上酒香也要会吆喝。海
垦茶业集团自成立以来，在严格实行
茶园标准化管理，提升茶叶品质的同
时，不断加大品牌建设力度，实施“走
出去”战略，积极参加各类茶事、展销
活动，让“海垦茶业”品牌叫响岛内
外，进一步提升了海垦茶业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据介绍，海垦茶业集团自成立一
年多来，已先后参加了2016中国（广
州）国际茶业博览会、第十四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中国国际食品博
览会、第23届中国广告节、西安“西
洽会”、三亚海博会、杭州国际茶博
会、兰州贸洽会、2017海南综合招商
活动等数十场各类展销会和茶事活
动，统一以更新换代全新海垦系列包
装的形式整体亮相进行宣传推介。

在今年6月举办的“西洽会”上，
海垦茶业集团新开发的17款新茶的
亮相，受到了各大客商关注，其旗下
的白沙绿茶还斩获了“西洽会”参展
产品银奖，并与陕西永大尚德商贸有
限公司达成了海南白马岭茶陕西总
代理销售协议。

“通过加大实施‘走出去’战略，
‘海垦茶业’品牌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品牌建设带来了效益提升。”海垦茶
业集团总经理吴海江介绍，今年海垦
茶业集团1月至8月实现营业收入
4898万元，同比增长24%。

海垦茶叶“走出去”系列产品靓起来

实现净利润544万元

同比增长39%

目前海垦茶叶产品已陆续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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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了不少业内人士、消费者的好评

今年海垦茶业集团1月至8月

实现营业收入4898万元

同比增长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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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胶集团干胶生产线。
通讯员 谷家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