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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农垦报记者 张昌龙

金秋时节，万泉河畔，双峰岭上，
琼安胶园20多株百年高龄的橡胶树
依然挺立。走进琼安胶园，只见六合
沟清澈见底的潺潺流水，自九架山缓
缓流下，穿过胶林，又蜿蜓曲折地流
入万泉河。

谈到中国橡胶的历史，就要从这
里说起。

1904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
琼籍华侨何麟书放弃了马来西亚胶
园业务经理的优厚待遇，怀抱着实业
救国的橡胶梦，回到阔别多年的故
乡。40来岁的何麟书几乎踏遍了万
泉河流域的山山水水，终于选中了今
琼海市会山镇三洲河一块依山傍水
的山坡。

经当时乐会县政府批准，划地
760亩作为琼安垦务公司的橡胶种植
地。1915年，琼安胶园迎来了开割
期，当年采胶500斤，收入789银元。

如今，一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
古老的橡胶树仍挺立在大山之中。
据东太农场场志记载：1954年琼安
胶园仍有84亩，存有“祖母树”2006
株。1985年大部分“祖母树”被更

新，但仍存66株。1993年为把这些
珍贵的“活文物”加以保护，原东太农
场以高研600号高产树2株兑换1
株，向何麟书曾孙何子彬兑换保存。

说起琼安胶园，自豪深深地写在
东太人的脸上。东太农场公司党办主
任陈彩坤说，琼安胶园不论是在海南，
还是在中国发展天然橡胶事业的历史
进程中，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它
不仅开辟了中国民营种植、生产天然
橡胶的历史，而且为新中国大面积发
展天然橡胶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因如此，这批古老的橡胶树自
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得到很好的保
护。2003年，原东太农场为老胶树砌
好围墙，并重新填土。为发扬琼安胶
园精神，2007年5月，又设立了“中国
第一橡胶园”的石碑，将这里打造成
了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如今，琼安胶园仍存百年橡胶树
20多株，每年都有国内外游客慕名
前来观光，这里不仅成为了旅游胜
地，也是海南农垦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海南农垦博物馆内的两株百年橡
胶树就是从这里移植过去的，现已成
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本报嘉积10月16日电）

海垦广场将打造
24小时“深夜食堂”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卢
雅楠 通讯员符芳学）近日，记者从海垦实业集团
获悉，海垦广场北区风情街将打造“深夜食堂”，多
家餐饮品牌店将24小时营业。

据该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垦广场将打破
传统商业体的营业模式，成为海南首家拥有通宵
营业餐饮服务的商业广场。广场将引入椰语堂、
陈记深井烧鹅、宽窄巷、陇璟烧肉等30多家极具
知名度和美誉度的美食品牌餐饮店入驻，夜宵种
类涵盖烧烤、火锅、甜品、串串、粥粉面等美食，此
外还有美酒、音乐相伴，为消费者打造一个能够满
足多元化需求的“深夜食堂”，力争成为海南旅游
的新名片之一。

据了解，海垦广场是海垦控股集团投资16亿
元自建的首个商业项目，坐落于海秀中路北侧，面
朝金牛岭片区，用地面积4.07万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21.94万平方米，包含两栋高端写字楼和大
型商业中心，涵盖商务办公、潮流购物、休闲娱乐、
商务接待等功能。目前，项目已吸引中国建设银
行、中国太平洋保险、客润佳超市、星美国际影院
等十余家知名品牌企业签约进驻。

在金星分公司橡胶加工厂废水
排放口，记者看到了一个仪器，这个
仪器和一个监控室相连，而这个监
控室的门钥匙，并不在金星分公司
的手上。

“所有排放的指标，通过监控室
传输至省生态环境保护厅监控平

台，接受全天候监控。”杨柯告诉记
者，这就像是一道“紧箍咒”，时时刻
刻警醒着生产企业环保必须达标。

为了环保不亮“红灯”，加工企
业必须对过程节点进行控制。“每个
环节都要进行检测，做到心中有
数。哪个环节有变化或发现问题，

就要及时进行调整。”黄桂春深有感
触地说。

黄桂春拿起当天的数据表给记者
看，“像今天COD是83mg/L，符合达
标排放（COD≤100mg/L），还有氨氮、
总磷、悬浮物等数据，要是发现数据与
控制的有偏差，就要分析问题并快速

解决。”黄桂春严肃地说。
海胶集团加工管理部副总经理张

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胶集团下
一步还将加大力度对旗下15个橡胶
加工厂的环保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力
争环保指标走在全国的前列。

（本报那大10月16日电）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突出

八一总场公司获评
全国示范单位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 通讯员郭海滨）近日，全国厂务公开协调小组
对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工作先进单位进行了通
报表彰，海垦八一总场公司被授予“全国厂务公开
民主管理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据悉，全国约有100家单位获此殊荣，八一总
场公司为海南省仅有的两家单位之一。这是该公
司继荣获“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称号
后，厂务公开工作又获得的一项更高规格的国家
级荣誉。

近年来，八一总场公司大力推行厂务公开并
狠抓落实，不断完善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
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扎实组织民主评议各级领
导干部活动，依法实行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
积极开展平等协商并签订集体合同，通过领导干
部民主接待日、职工代表监督等机制，全方位、多
平台地实行厂务公开，调动了员工关注企业、热爱
企业、奉献企业的积极性，增强了企业的凝聚力。

东昌农场公司工会
创办妇女就业基地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
员林宝华）记者今天从海垦东昌农场公司获悉，该
公司工会以服务职工群众为抓手，积极探索工作
新机制，成功创办了“海南省农垦巾帼现代农业科
技示范基地”，种植胡椒面积达500亩，安置100
多名妇女就业。

同时，公司工会还积极开展实用农业技术培
训，每年邀请资深专家前来授课2次至3次，包括
周边农户在内，受益人数达到2000多人次。职工
把学到的胡椒、荔枝栽培与管理技术，用于大力发
展农业产业，有效促进了家庭经济增收。

2017年首批全国劳
模疗休养活动在海垦神泉
集团落幕

弘扬劳模精神
激发工作热情

本报海口10月16日讯（海南
农垦报记者张佳琪）10月13日，由
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的2017年首
批全国劳模疗休养活动在海垦神泉
集团（南田农场）圆满落下帷幕。

据悉，来自黑龙江、四川、甘
肃、陕西、福建5个省份的200多
名全国劳模代表参加了此次为期
7 天的疗休养活动。期间，活动
组织了丰富多样的学习交流环
节。劳模代表先后聆听专家学
者的专题讲课；在海南六连岭烈
士陵园敬献花圈；走进南田职工
果园，深入了解神泉集团的改革
历程。

来自四川省的全国劳模潘成英
激动地说，在神泉集团实地感受到
了企业发展和职工生活欣欣向荣的
景象，这对于劳模代表是一种激励
和鞭策，增进了劳模代表在本职岗
位干事创业的激情。

全国劳模、海垦神泉集团、海垦
果业集团董事长彭隆荣说，希望与
广大全国劳模一样，再接再厉，在各
自的岗位上为国家和社会作出应有
的贡献。

据悉，全国总工会于2014年
制订并实施《劳模休养五年规划
（2014－2018）》，根据计划安排，
全国总工会拟在5年内，组织4.7
万名劳模参加休养。作为全国总
工会的劳模疗休养基地之一，神泉
集团每年平均接待全国各级劳模
疗休养活动两个批次，最高达到一
年6个批次，接待劳模代表人数达
2000多人次。

10月9日
海垦茶业集团召开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

分析会，分析总结海垦茶业集团前三季度经营
情况，并对下一阶段工作进行安排。

10月 11日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在

海口会见国家开发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杨爱
武一行，双方就进一步持续深化双方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好国家开发银行开发性金
融机构的作用，支持海南农垦重点项目融资及
产业发展等工作进行深入洽谈。

10月 13日
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垦国际金融中心召开

2017年三季度经营分析会，相关负责人作集
团2017年第三季度经营情况分析及三季度省
重点项目推进情况及分析，并传达了省属国
有企业、高等院校落实“两个责任”座谈会有
关会议精神，对集团四季度及明年具体工作
进行部署。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垦·旅游

海胶集团加大投入优化管理，严控生产废水排放促节能减排

把好三道关 污水变清水

新一轮农垦改革开展后，原立才农场社会职能移交地方，三亚市政府加大民生投入改善当地基础设施。图为经过升级改造后的立才农贸市场面貌焕然一新。 通讯员 高建帮 摄

海垦快讯

■ 见习记者 欧英才
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倩

“你闻，这就是处理
过后的水，澄清且没有异
味。”10月 14日，在海胶
集团金隆分公司污水处
理区，公司总经理黄桂春
拿起一瓶水递给记者。

这瓶水看上去与普
通的自来水无异，但它原
本是橡胶加工产生的废
水，经过沉淀池、酸化
池、消化池、氧化池等设
施处理后，各项指标均符
合国家二类污水一级标
准，而且大部分能回收利
用。海胶集团下属加工
厂在污水处理方面，到底
有何妙招？

“我们生产一吨干胶用水控制在
3吨，而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可能达到
6吨，甚至更多。”黄桂春告诉记者，控
制用水，首先从源头上降低污水量。

如何控制？金隆公司建立了操作
规程及奖惩办法。每一个环节用水都

有标准量，每一天都会用剂量表来进
行核查。每天班组下班后都要被核
查，如果用水超过一吨就要被惩罚。

污水处理还不能一次性大量处
理。“废水厌氧发酵跟我们人类肠
胃消化功能是一样的。如果是一

次量太大肯定分解消化不了。”黄
桂春说。

不仅如此，海胶集团要求旗下加
工企业根据污水的处理容量来定产
量。海胶集团金星分公司每天的污
水消化量是700吨至800吨，这意味

着干胶产能必须控制在 200 吨左
右。金星分公司总经理杨柯坦言，
在产胶高峰期时，一车又一车的胶
水来到加工厂，但污水消化量是有
限的，无法承担过多的胶水，只能将
一些胶水车“拒之门外”。

“在橡胶高产期，加工厂每天平
均收购800吨胶水，可生产200吨干
胶，会产生大约700吨的废水，这些
废水都会经过环保站处理。”杨柯介
绍，加工厂有专门的制胶污水处理工
艺，经过“酸化-厌氧-耗氧”的生物
处理法，降低污水 COD（化学需氧
量）浓度，直到达到二类污水一级标

准才可排放。
“二类污水一级标准，意味着什

么？可以养鱼喽。”杨柯说。在金星分
公司，占地197.5亩的加工厂专门设
有16亩的环保站，投产时已通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截至目前，金星分公司在环保方
面的投资已达1507万元，金隆分公司

在环保方面的投资已达1723万元。
两家橡胶加工企业环保投入占总投资
比例超过30%。

加大环保投入，这是企业持续发
展的“大账”。而且，环保投入也给企
业带来了经济效益。

通过一系列的污水处理技术，金
星分公司80%的污水经过处理后可

以循环利用，减少了自来水的用量。
同时，污水处理过程中能产生沼气，将
沼气回收利用，可供车间作为烘干橡
胶的辅助燃料。处理生产一吨干胶产
生的污水，能产生12立方米的沼气。
加大环保投入，不仅可降低成本，也可
将污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促进节能
减排。

控污 在线监控污水排放

治污 加大投入变废为宝

减污 控制水量超标惩罚

琼安胶园：见证中国天然橡胶发展史

交通指南

海口——东太农场公司

三亚——东太农场公司

东太农场公司 龙江镇 G98海南环岛东线高速白石岭互通

三亚市区

同比增长45%
完成年度目标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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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茶业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5449万元

今年1月至9月

同比增长23%
完成年度目标的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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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总净利润额完成609万元

本版制图/杨薇琼安胶园的百年橡胶树吸引游客前来观光。 通讯员 冯青乾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