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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果业集团芒果生产基地位于美

丽的三亚。北纬18°充盈的阳光、年日
照达2563小时、辽阔的南海形成的雨雾
滋润了品质独特的优质芒果。

“神泉”牌芒果具有纤维少、味甜芳
香、质地腻滑、香气怡人等特点，富含丰富
的B-胡萝卜素和维生素，其中台农芒果
甜度高，含糖量高达22度以上；金煌芒果
甜度适中，含糖量17度以上，纤维少，香
味浓郁；贵妃芒果味甜芳香，果汁充盈。

海垦神泉集团（南田农场）所获
荣誉：

2005年、2014年南田农场先后两次
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
体称号；农场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状和全国优质芒果示范基地、国家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家级现代农业示
范区等22项国家级荣誉。

自2006年以来，中央电视台《新闻
联播》先后两次报道了南田改革发展经
验；自2007年以来，《人民日报》先后三次
报道了神泉南田的改革发展经验。

关注海南农垦品牌产品系列之二·神泉芒果

科技催生优质果

“进屋满堂飘香，果汁如饮甘露。”
北京市民刘安泰近日专门驱车在市区
超市内寻找“神泉”牌芒果，他对这来自
南国的佳果印象颇佳，“口感绝佳，妙不
可言。”

事实上，“神泉”牌芒果在热带水果
市场上份量颇重。“除了曾获‘中国果
王’‘中国果后’荣誉外，南田农场还举
办了第九届世界芒果论坛，26个国家
200多名专家共话芒果发展，‘神泉’牌
芒果也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认可。”海垦
神泉集团总经理姚己辉透露。

1992年底，在海南省农垦总局的支
持下，南田农场放开土地经营权，将低
产的橡胶园分给职工种植芒果。当年，
农场党委便提出“三个动”：一是宣传鼓
动，二是领导带动，三是优惠政策启

动。同时，农场积极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等本地科研机构合作，改善芒果种
植环境与技术条件，并邀请国内外众多
芒果专家“把脉开方”，不断更新改良芒
果品种，为产业发展壮大提供技术、质
量的保证。

2006年2月，南田农场成功加入了
世界芒果组织，并赢得了2010年第九
届世界芒果论坛在南田召开的主办
权。2010年4月，第九届世界芒果论坛
在南田成功举办，26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参会，并首次发表《世界芒果宣言》。

为确保先进技术应用，海垦神泉集团
专门成立了芒果技术协会，集团有协会，
分公司有分会，队里有技术员，形成科技
服务网络，将三级技术服务网络覆盖到
全场各个角落，把科技推广实施到千家
万户。

经过发展，南田农场已经形成芒果
产前、产中、产后系列服务，确保果农收入

与果品品质同步提升。此外，海垦神泉集
团还通过延伸芒果产业链，形成产供销一
条龙，扩大芒果生产规模，果农收入显著增
长，仅在三亚南田农场，就涌现了近万幢

“芒果楼”。
此外，海南农垦、广东农垦、三亚天

锋旺海实业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共同发起组建海
南海垦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成一
个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现代化、国际化股份制果业集
团。果业集团经营范围包括水果果品生
产、加工、销售、贸易进出口、包装材料、
科技研发、技术服务、种苗培育和销售、
农资供应和销售、物流、电子商务、休闲
旅游服务。

南田农场产出的“奇迹”之果

南田农场，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

方，“神泉”牌芒果则是奇迹之果。
25年前，南田农场是全国农垦十大

贫困农场之一，海南农垦五大特困农场
之首，企业负债3000多万元，95%以上
的职工生活在贫困中。

1992年，南田农场放开土地经营
权，率先调整产业机构。“当时，地处台
风走廊的南田农场，橡胶平均亩产不到
30公斤，而职工自费种植的芒果却受台
风影响很小。”姚己辉说，南田农场领导
班子从中得到启发，在省农垦总局的支
持下，转型发展芒果产业。

芒果树种上了，销路如何解决？南
田农场选择兴建芒果批发市场，使职工
生产的芒果远销北京、上海、哈尔滨等
全国大中城市。同时实行“两统一分”，
把国有资源的配置和管理统起来，把职
工自营经济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统
一起来，实行统一种植规划、统一种苗、
统一技术措施、统一品牌、统一市场服

务，并把职工能自理的一分
到底，大力发展芒果产业。

到2015年，南田农场芒果
的种植面积达5.7万亩，芒果已成
为南田职工的“摇钱树”和“绿色银
行”。由于南田芒果品质极佳，其“神泉
牌”系列芒果成为海南乃至全国的知名
品牌，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评为“中国
果王”“中国果后”。芒果产业产值也从
最初的几十万元发展到2017年上半年
突破10亿元大关。

芒果产业的成功，使南田职工呈现
出户户有产业，人人有就业的大好局
面，直接拉升了农场职工的经济收入。
农场职工劳均收入从1992年1873元到
2016年63481元，翻了32.9倍，连续14
年居海南农垦之首。

农业、旅游两业并轨前行

从发展特色农产品，到树立品牌特
色拳头产品，海垦神泉集团积极探索从
单一发展特色农业向产业多元化发展。

“目前已形成以芒果产业为中
心，橡胶种植、温泉旅游、高尔夫等多
种产业齐头并进的产业版图。”姚己
辉透露，2001年 8月海垦神泉集团组
建，进行农场公司化改造，实行管委
会、农场、集团“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的管理体制，海垦神泉集团当前正积
极打造芒果、旅游两个与国际市场接
轨的新产业，全力建设温泉旅游城，
让农业、旅游并轨前行。

目前海垦神泉集团已建成1个国
家级芒果科技创新推广中心、2个标准
化芒果示范基地、8个芒果专业合作
社，该集团下一步将在保持芒果产业发
展势头的基础上，加快旅游业转型升
级，推行“基本农田和芒果基地+旅游”
模式，推动农旅深度融合，以农促旅，
以旅强农，建设一个集科研、生产、加
工、旅游、观光和度假为一体的综合性
度假园区。

口感绝佳 妙不可言

“神泉”芒果，给你不一样的体验
走进位于三亚海棠湾的

南田农场，一幢幢精致的白色
小楼矗立其间。这是当地人
俗称的“芒果楼”，因广泛种植
芒果，村民尝到实实在在的甜
头，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房屋
也越建越漂亮。

近年来，在海南农垦神
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神泉集团”）及海垦果业
集团的大力推动下，“神泉”牌
芒果向科技要生产力，走出一
条品牌化道路，其产出的“台
农”“金煌”“贵妃”等系列芒果
先后被世界粮农组织、中国果
菜大赛组委会评为“中国果
王”和“中国果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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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淅沥含秋雾，
橘柚玲珑透夕阳”写的是
秋天成熟的橘柚晶莹剔
透。诗人或许不知道，千
里之外的海南岛，大暑方
过，立秋未至，柚子就已
经熟透。摘下一个，除去
黄中带绿的表皮，一瓣瓣
如水晶、如玛瑙的果肉，
令人垂涎。如今，经过一
个多月的销售，挂在树上
的儋州蜜柚已不多，如果
你抵不住柔软多汁、清甜
微酸的“柚”惑，那就赶紧
行动吧，享受这个季节最
好的滋味。

儋州“柚”惑 不可错过
柚农庄，受青睐

儋州目前的柚子种植基地比较分散，
主要以企业为主，农民参与不多。在农民
种植蜜柚中，农夫子蜜柚基地可以说是发
展比较成熟的。据了解，2012年，油文村
石井村民小组村民周贤看到柚子产业前
景好，便主动学习种植技术、购买种苗，并
联合7户村民成立了农夫子种植合作社，
如今已种植蜜柚330亩。

农夫子蜜柚基地目前种植蜜柚已经
5年了，未来的发展方向就是将基地打造
成共享农庄模式，“作为休闲农业的新业
态，农庄不仅可以让游客前来游玩采购，
还可以通过互联网认养家禽、果木，通过
互联网可以参与农庄的农业生产与管
理。”周贤打算将蜜柚基地打造成集观
光、体验、科技、休闲功能为一体的休闲农
业园区。

据了解，儋州大规模种植柚子的历
史其实并不长，最早连片种植始于 2000
年，是由江苏客商引进马来西亚水晶蜜
柚品种，在儋州市大成镇推赛村种植柚
子 200亩。因其个大产量高果质好走俏
市场，为农民增产增收。此后，南丰、东
成等乡镇陆续开始种植红心蜜柚、黄金
柚等蜜柚品种，蜜柚种植在整个儋州被
推广起来。

传统种植业转变为“农业+旅游”模
式，深受市场和市民的青睐，儋州市还
连续举办了“品柚赏月游子乐”、“蜜柚
王”评选、中秋游园赏月茶话会等一系
列活动，吸引省内外游客到儋州参观游
玩，借省内外甚至海内外游子回家团聚
之机，推出集农业观光、儋州调声、风情
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中秋之旅，以活动、
宣传推介等形式来提高儋州蜜柚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不仅如此，儋州还计划融合旅游产
业，推动以蜜柚为主题的休闲观光农业发
展。儋州市政府将逐年扶持打造以蜜柚
为主题的休闲农庄建设，以企业投资为
主，政府扶持为辅建设并逐步完善基础设
施，为游客提供蜜柚采摘、农业观光、餐饮
休闲等服务。

（本版策划/周月光 撰文/陈栋 图/袁才）

当剖开红心蜜柚那金黄色的薄
薄的外皮，就会看到淡红色的片片瓤
瓣，瓤瓣色泽鲜艳、十分诱人。翻开
瓤瓣，瓤肉无籽，粒粒菱形的砂瓤晶
莹剔透，赏心悦目，入口一尝，脆嫩无
渣，柔软多汁，清甜微酸，味道永携，
不仅具备白肉蜜柚的营养成分，而且
红肉蜜柚所含的天然色素对人体具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据了解，儋州蜜
柚浑身都是宝：柚肉鲜食甘酸适口、

柚花可入药，但鲜为人知的是儋州柚
皮也可以食用，它不仅营养丰富，还
具有暖胃、化痰、润喉等功效。

位于儋州市南丰镇油文村的儋
州农夫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就种
植着这种好吃诱人的蜜柚。儋州农
夫子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规模
达300亩，基地内有红心蜜柚、黄金
蜜柚、山红蜜柚3个品种。目前基地
上市且种植规模最大的是红心蜜

柚。柚子表面光滑，品相好，掂一掂，
重量在三四斤左右。

走进农夫子蜜柚基地，你会发现，
蜜柚园里杂草丛生，里面鸡、鸭、鹅到处
乱跑。“儋州蜜柚基本是绿色种植，蜜柚
园里不用除草剂，也很少使用化学农
药。”合作社副理事长周宇剑说，所以人
们才会放心地把鸡、鸭、鹅散养，蜜柚基
地除草向来都是靠人工和机器，他们
宁可成本高点，也不用除草剂。

这里的红心蜜柚皮薄、肉甜、水
分多，靠的不仅是优越的环境，更靠
的是用心管理，周宇剑介绍，目前园
内有一万株蜜柚，每株蜜柚产量约
40斤，施肥是以有机肥为主，这样可
以使蜜柚口感更好。“今年才是挂果
的第2年，产量在4万斤左右。”周宇
剑说，现在蜜柚采摘已经到了尾声，
人来少了一点，采摘火爆的时候一天
就有三四百人。

9月23日下午，沿着一路美景，
两辆大巴停在了儋州农夫子种植农
民合作社红心蜜柚采摘园的门口。
农夫子蜜柚基地干净整洁，满园柚子
飘香，树林里时不时跑出几只散养的
土鸡，远看群山座座，环境幽美。

90多个年轻男女从大巴车中涌
出，他们看着满园绿色，不顾天气酷
热，三五成群地参观果园，他们或拍

照留念，或品尝蜜柚，自得其乐。“品
尝儋州蜜柚邂逅甜蜜爱情”，这是南
国都市报举办这场相亲活动的主题，
经过考察，老夫子蜜柚基地成为了活
动的分会场之一。毫无疑问，目的就
是让年轻人体验采摘的乐趣，在美景
和美食中相互了解。

“柚到一年飘香时，千树万树金果
实；海南蜜柚看儋州，儋州蜜柚甜又

香。”看着满山遍野绿油油的蜜柚树，
挂满了金黄色的柚子，饱满的果实散
发出诱人的香味。不一会儿，采摘的
人们便拿着金黄的蜜柚找老板过秤。
因为是周末，除了相亲活动的采摘人
员，还有很多周末出来游玩的家庭。

从海口赶来采摘蜜柚的刘女士
说，一家人一起在果园采摘，感受田园
风光，体验了乡村“亲子游”的快乐，让

他们一家人十分的开心，以后每年蜜
柚成熟了都会来。同行的刘先生一边
吃着红心蜜柚，一边开心地说：“儋州
的蜜柚肉一点也不干，吃起来满嘴都
是汁液，感觉不是很酸也不是很甜，酸
甜适中。”他表示，通过这次“采摘游”，
他真正体验到了海南的乡村生活，体
验了一把充满活力的乡村游，并让孩
子们体会了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柚味美，不愁卖

“柚”相聚，甜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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儋州红心蜜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