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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郭萃 王玉洁 通
讯员林晓婵 邬慧彧）今天下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与海口市菜篮子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框架协
议。双方将重点在海口市菜篮子基地稳产丰产、提质
增效、品牌打造、有机绿色高端产品开发和农旅开发
等领域进行深度合作，共建技术推广示范平台，开发
夏秋叶菜新品种，种植药食同源的芳香类功能性蔬菜。

根据协议，双方合作内容包括优质品种的引
种试种与推广示范、栽培新技术研发与推广应用、
农产品深加工、人才培养与管理支持、农产品安全
技术支持等方面。将重点针对海南高温、多雨、病
虫害高发这一自然气候条件下特色叶菜品种的选
育、驯化、引种与试种，开发夏秋叶菜新品种；在节
约化育苗、露天栽培技术革新等方面开展攻关，克
服“高温、多雨、病虫害和台风”难题，保障基地常年
稳定生产，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蔬菜品质；在农
产品深加工领域将推进农副产品多元化，提升农产
品附加值和应用价值，提升海南农产品市场持续发
展能力，为海南农产品市场开发发挥更大作用。

此外，双方还将共建技术推广示范平台、农产
品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成果转化中心、农产品
检验检测中心、种苗繁育中心等，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将在菜篮子三江蔬菜种植基地建立“生态蔬
菜标准化生产基地”，把热科院的技术储备转换成
生产力，共同致力于引领热带蔬菜产业的技术创
新与产业发展。同时，双方还将在三江蔬菜种植
基地种植益母草等药食同源的芳香类功能性蔬
菜，开展生物防治方法，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生
产有机蔬菜。

中国热科院与海口菜篮子集团合作

校企联手开发
夏秋叶菜新品种

本报广州10月10日电（记者陈
奕霖 通讯员孙丹）今天，第十四届中
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在广州开
幕。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省工商
局组织省内24家“专、精、特、新”的
优质中小企业组团参展，产品涉及食
品、医药、工艺品、智能制造、节能环
保、生物科技、文化产业等多领域，着

重凸显海南特色及科技含量。
此次参展产品不仅行业覆盖面

广，而且特点鲜明。一方面，“椰树”
“春光”“南国”系列椰子汁、椰子油、
椰子粉等“名特优”产品，体现了海南
生态、健康和绿色的发展理念；另一
方面，昇净“超滤膜”净水设备、海南
展创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产品“光电倍

增管”、海南天鉴防伪科技有限公司
的“防伪标签”的技术水平在国内领
先，体现了我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水平。此外，星月菩提、椰壳工艺品、
农业节能烘干机、农药喷洒无人机、
蚯蚓生物土壤改良剂等产品也吸引
了众多参展商的目光。

本届中博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广东省人民
政府和南非小企业发展部、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联合主办，以“智能、智
慧、智造、节能”为办展主题，其中，主
题展于10月10日-13日在广州保利
世贸博览馆举办，专业展于10月12
日-23日在广东（潭州）国际会展中
心分两期举办。

我省24家中小企业亮相中博会
产品凸显海南特色及科技含量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杨
艺华 通讯员胡若兰）记者今天从海
口市地税局获悉，第一张编号为
2017900001的登记房产信息日前在
海口市地税局民声东路办税服务厅
成功开出。“现在到海口市地税局办
税大厅办理购房缴纳契税，可以不用
先去国土局开具首套房证明了，地税
工作人员可以通过信息共享平台查
验纳税人房产情况，能否享受契税优
惠政策一目了然。”海口市地税局纳
税服务管理局局长杜成武介绍。

据悉，这是海口地税局继今年4月
进驻海甸岛怡心路房产交易中心，与住
建和不动产登记部门联办，实现开具证
明、缴交税款和不动产登记“一站式”服
务后的又一便民举措。该举措突破了不
动产登记与税务部门之间的信息壁垒，使

“多走网路，少走马路”进一步落地。
海口市地税局局长林川表示，下

一步，该局将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
的合作，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使百
姓真真切切体会到“放管服”改革带来
的实惠。

海口地税局
与海口国土资源局
实现信息共享

本报海口10月10日讯（记者叶媛媛）近日，
海南省黑山羊产业协会在海口市成立。该协会致
力于搭建政府和企业间信息互通的平台，在行业
产业中发挥职能协调、咨询宣传、产业扶贫等方面
发挥服务作用，真正地带领全省黑山羊养殖户和
企业发“羊”财。

海南省黑山羊产业协会首任会长、中国热科
院畜牧研究中心负责人周汉林介绍，协会今后将
致力成为政府与企业间信息互通的平台，同时在
行业产业中发挥职能协调、咨询宣传、产业扶贫等
服务作用，在积极维护会员合法权益的同时，扎实
推进海南黑山羊产业的长足发展。

海南省黑山羊
产业协会成立
搭建政企信息互通平台

本报万城 10月 10日电 （记者
张期望 通讯员卓琳植）10月10日上
午10时 10分，总投资1.2亿元的万
宁本土首家槟榔品牌“雅利槟榔”正
式投产，投产后一天能加工干果10
吨以上，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实现
利润1000万元，深加工首期可解决
650人就业，将有效地延伸万宁市槟
榔产业链条，促进周边农村富余劳动
力转产就业。

据了解，海南雅利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于2012年 8月正式成立，是万
宁本土首家槟榔深加工基地。该公
司厂区建筑面积约 3万平方米，一

期、二期工程占地近150亩，目前均
已完工。深加工首期就业人数达
650人，其中面向万宁10个乡镇签约
贫困户67户281人。

据海南雅利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辉龙介绍，海南槟榔加工
业长期以来处于整个产业链的末
端，大多企业种植青果，初加工干果
后向湖南等地销售。“雅利槟榔”正
式投产后，将进一步优化当地槟榔
产业结构。

目前，该公司已经建立起槟榔检
测中心和研发中心，先后研发出了以
绿黄金、梦之榔等为代表的数十种香

型槟榔。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该公
司已全部采用环保加工设备，120条
流水线已安装使用智能化热泵烘干炉
200个，实现槟榔加工排放零污染自
动作业，有效改进传统的烘烤槟榔模
式，为实现万宁市槟榔产业加工转型
升级起到了带头作用。

据悉，为了引导槟榔环保加工，
2012年起，万宁市率先在全省推行
槟榔烘干绿色改造项目，截至2016
年底，全市槟榔初加工的农户、合作
社和小微企业共有 262 家，建设槟
榔烘干环保设备达8620台，年加工
槟榔鲜果产能达51万吨。

万宁首家本土槟榔品牌企业投产
全部采用环保加工设备 预计年产值达1.5亿元

本报广州 10 月 10 日电 （记
者陈奕霖 通讯员孙丹）作为第十
四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系
列活动之一，2017 年“创客中国”
创新创业全国总决赛今天在广州
举行，入围全国创客组 12 强的海
南太阳能四联供生态建筑项目
经过现场路演，最终获得创客组
三等奖。同时，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也获得该创新创业大赛组织动

员奖银奖。
“目前样机已经制作完成，将根

据评审的建议继续进行优化。”太阳
能四联供生态建筑项目联合创始人
赵宇瑛透露，该项目包括集热器、
储热器和一体化应用系统等产品，
涵盖公司独有的六项国家专利技
术，可有效解决节能减排，以及目
前城市乡村建筑绿色发展遭遇的
瓶颈问题，“下一步将从海南出发，

进行市场化、产业化发展。”
除太阳能四联供生态建筑项目

外，医疗影像人工智能云平台、“一
起财税”项目也从全国5000余个参
赛项目中脱颖而出，入围 2017 年

“创客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创客组
100强，“超级船东”项目则入围全国
企业组100强。

此外，“海南环岛雷达综合监控
系统”项目代表我省参加了“创客中

国”项目成果展。
据悉，2017 年“创客中国”创

新创业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主
办。今年7月以来，省工业与信息
化厅积极组织开展海南区域赛，
共有156个项目报名，其中企业组
98 个、创客组 58 个，项目涵盖高
新技术及智能制造、互联网产业、
节能环保、文化创意和热带特色
高效农业等领域。

我省一项目获“创客中国”三等奖

10月10日，万宁首家本土槟榔品牌企业正式投产。
本报记者 袁琛 通讯员 卓琳植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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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自然条件培育优质荔枝产品

皮薄汁多成色好 肉厚核小甜度高

“红明红”荔枝远销岛外

本版策划/乐泉 文/流憧客

炎热的初夏若能在空调房
里吃上几棵冰冻的“红明红”荔
枝，品味其脆爽而清甜的口感，
是一件惬意的事，也足以体会
苏轼所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的心情。

“今年海南农垦红明农场
公司（以下简称“红明农场公
司”）荔枝总产量达到2500万
公斤，总产值达2亿元，总产量
和总产值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波告诉记者，
近年来，红明农场公司不断加
强标准化荔枝基地设施建设，
为高产稳产创造条件，提升荔
枝产业优化升级，全力打造“红
明红”荔枝品牌，成绩显著：
2009年注册“红明红”品牌，
2012年“红明红”商标被评为
海南著名商标，2015年获评首
届“海南老字号”，2016年农场
的良好农业示范基地通过
SGS认证（出口欧盟的标准）。

“农场种植荔枝近20年，种植管理
技术日益成熟，产量逐年提高，品质不
断提升，已基本没有‘大小年’之分。”王
波介绍，要提升效益，就要通过提升果
品质量和提高品牌影响力，打造“末端”
经济，向品牌和市场要效益。

回顾红明发展荔枝产业的历程，就
是抓标准化和品牌化的，搞好产中服务
的实践过程。随着近几年不断加大品牌
建设，荔枝市场售价不断提升，增幅达
30%以上。

近年来，随着“红明红”品牌的市场
影响力不断扩大，红明农场公司荔枝的
市场营销行情逐年看好，市场占有率不
断提升。目前，已销往广州、上海、北
京、江浙一带，大连、哈尔滨、沈阳等东
北地区的城市也有销售。

今年以来，红明农场公司还与海垦
商贸物流集团和顺丰快递公司对接合
作，通过电商、微商组织2万多斤荔枝

鲜果直接打入终端市场，为探索创新营
销方式积累经验，争取为明年扩大“互
联网+”营销、争创更大效益打下坚实
基础。

“今后公司不仅要以‘红明红’荔
枝为主导，打通荔枝产业上中下游全
产业链，还要通过‘农业+旅游’的模
式，打造田园综合体等业态，发展休
闲旅游产业，壮大农场公司新产业新
业态，实现盈利增收。”王波介绍，目
前红明农场荔枝种植面积 2.5 万亩，
2017 年荔枝总产量 2500 万公斤，总
产值达2亿元。荔枝销售均价每斤比
往年提高0.5元，职工增收2000万元
以上。今后红明农场公司将依托区
位、产业、环境资源三大优势，朝着建
设热带果品、花卉产业基地和以荔枝
产业为核心，以观光旅游为主题的观
光度假旅游基地两大基地，建成宜居
宜养的新红明目标迈进。

以品牌建设推动产业升级

“为了荔枝产业优化升级达到国际标准，开创
高端市场，提升产品价值，红明农场于2015年5月
创建了‘良好农业服务中心’，借助科研单位的技术
力量，引智引技，以新技术、高标准为品牌建设提供
品质保障。”红明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5年，红明农场作为我省垦区唯一以荔枝产
业实施良好农业示范基地技术规范的试点，通过了
SGS（国际知名通标标准技术服务公司），获得了GAP
（良好农业）证书。这意味着红明农场良好农业示范
基地生产的“红明红”荔枝达到了出口欧盟的标准。

多年来，红明农场邀请海南省农垦科学院、海
南大学园艺林学院、海南大学环植学院等院校专家
作为技术团队，跟踪全程技术咨询指导服务，有针
对性指导解决关键性技术难题，促进了“红明红”品
牌荔枝生产基地良好运作。

新一轮农垦改革开始后，红明农场转企改制，
成立了“红明农场公司”。下一步，红明农场公司将
重点打造450亩荔枝示范基地，按照现代农业理念
和标准化技术规程进行管理，发挥示范、辐射作用，
引领整个荔枝产业优化升级。

红明农场公司（原红明农场）位于海口市琼山
区三门坡镇，距海口市区46公里，美兰国际机场26
公里，毗邻文昌市，土壤肥沃，富含“长寿元素”硒，
气候湿润，非常适合荔枝等作物的生长。

2011年，海南省地质调查院发布《海南岛生
态地球化学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海口富硒土
壤主要分布在石山-永兴、龙塘-云龙、三门坡-

大坡一带。
2016 年，红明农场注册了“富硒红明红”商

标。专家介绍，硒是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继碘、
锌之后排位第3的人体必须的15种微量元素之
一。人体对硒等微量元素最安全的摄入办法就
是食补，富硒食品成为新的健康时尚，而富硒土
壤是获取富硒农产品的绝好自然条件。

新技术、高标准保障品牌

●2004年获国家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

●2006年被中国热带作物协会确定为科技示范基地

●2007年被确定为农业部荔枝标准化示范基地

●2009年注册“红明红”品牌

●2011年12月被农业部确定为“标准化生产示范农场”

●2012年“红明红”商标被评为海南省著名商标

●2013年被海南省农业厅授予“海南省优质水果”称号

●2015年获评首届“海南老字号”

●2016年农场的良好农业示范基地通过了SGS论证（出口欧盟的标准）

关注海南农垦品牌产品系列之八·“红明红”荔枝

图/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提供
““红明红红明红””荔枝荔枝。。

“红明红”荔枝品牌商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