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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由涨转跌，触底反
弹，反弹终止，行情回
落……今年以来，天然
橡胶价格如同坐上了
“过山车”，波动频繁，
牵动着无数市场从业
者的心。临近年底，天
然橡胶市场能否出现
新拐点？产业市场未
来信心又将在哪里？

对此，来自国内外
的多名业内人士在11
月18日举行的第五届
国际天然橡胶产业（博
鳌）论坛上各抒己见。
以“相约海南、聚胶发
展、逐梦绿色新丝路”
为主题的本届论坛，期
待通过理性的对话与
分析研判，为天然橡胶
全产业链的互动交流
和新合作机制添加“催
化剂”，加快促进供应
端、贸易端以及终端三
端之间的利润均衡和
协同并进，推动天然橡
胶产业良性发展。

11月16日
海垦集团与到访的广西农垦考察团一行举行

座谈。会上，双方交流了改革发展经验，并就海南
农垦、广西农垦下一步继续加深合作达成共识，将
带着“天下农垦一家人”的理念共同发展。

11月17日
海南农垦在农垦总局西大院礼堂组织召开党

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报告会，海南省委专家宣讲团
成员，省委副秘书长、省委财经办主任夏斐结合海
南省与农垦改革发展实际，深入浅出地宣讲党的
十九大精神。

11月19日
海胶集团召开人事任免宣布大会，经海垦集

团党委研究决定，王任飞任海胶集团党委委员、书
记，推荐为海胶集团董事，提名为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人选；免去刘大卫同志海胶集团党委书记、
党委委员职务，建议免去海胶集团董事长（法定代
表人）职务，办理退休。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白沙绿茶南海绿茶
国际斗茶大赛获奖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记者欧英才）记者
今天从海垦茶业集团了解到，该集团旗下品牌白
沙绿茶“陨石银针”、南海绿茶“南海绿芽”近日在
2017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汪裕泰杯国茗之战·中
国国际斗茶大赛中分别荣获铜奖、优胜奖。

本次大赛于11月17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由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组委会、上海糖酒集团、上海
市茶叶学会主办，上海茶叶有限公司承办。白沙绿
茶产自形成于70万年前的陨石坑，陨石坑内土壤含
有硒、钙、镁等50多种矿物质，加上充足光照，孕育
了白沙绿茶不可复制的特殊味道。南海绿茶产自海
垦茶业集团南海分公司茶叶基地，茶园主要分布在
火山灰及火山石富硒地区，常年雨量充沛，加上标准
的种植和独特的加工工艺，造就了南海绿茶外形紧
结嫩绿、汤色黄绿明亮、滋味浓厚甘醇的特色。

把党的十九大精神传递到
3万多名基层职工心中
海南农垦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基层巡演

■ 海南农垦报记者 伍祁榕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何武彪

11月15日晚，由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主办，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宣传部、海垦控股集团工会、海垦
神泉集团党委联合承办的“永远听党话 永远跟党
走”海南农垦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基层
巡演，走进最后一站——金江农场公司。

这支巡演队伍自11月10日起，连赴儋州八
一、白沙龙江、屯昌中坤、定安南金、乐东荣光、保
亭金江6家农场公司。队伍中，没有专业歌手，没
有专业舞者，他们都是来自海垦神泉集团的普通
职工。他们汇聚在一起，只为把党的十九大精神
传递到垦区各个角落，传递到垦区3万多名基层
职工的心中。

头戴胶灯、身穿工服的演员们，将胶工割胶的
技术动作融入到舞步，舞蹈《胶林晨曲》生动地展
示了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垦区职工走向更加美好
幸福的生活；歌舞《欢庆党的十九大》，高昂的旋律
中，职工们以欢快的舞步，表达了对党的十九大胜
利召开的喜悦……“我们巡演团从10月中旬开始
精心设计策划表演节目，基本上每天从早上9点
排练到晚上9点。即使排练时间长，但大伙儿的
精神面貌特别好，排练很积极。虽然大家都不是
专业的，但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做到最好。”演出统
筹黎思思说。

“感谢党带领我们职工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巡演团成员林征青说，“从全国十大贫困农场之一
到全国农垦改革发展的排头兵；企业资产从1992
年不足5000万元到2016年增至30多亿元；南田
农场从曾经高达95%以上的贫困面，到如今7000
多户职工实现共同富裕，最根本的原因是党的坚
强领导！”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职工都盖上了‘芒果楼’、
买了‘芒果车’，走上了一条富裕之路。自新一轮农
垦改革开展以来，我们神泉集团更上一层楼，日子
比以前过得更好了。”巡演团成员、芒果种植户蒲大
聪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
一流企业。相信咱们农垦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报保城11月20日电）

■ 海南农垦报记者 卢雅楠
通讯员 刘胜敏

闻不到臭气熏天，看不到污水横
流，一改传统养猪场又臭又脏的养殖
环境，建起现代化猪舍和生态环保循
环系统……近年来，海垦畜牧集团在
不断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探索

“种养结合”的生态养猪模式，巧算
“环保账”，走出了一条资源循环利用
的养殖之路。

“猪要养，钱要赚，但是不能污染
了周边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作
为代价。”海垦畜牧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集团下属6家养猪公司均采用

“猪场废水——污水资源化——清洁
能源——农作物灌溉”的生态循环生

产模式，做足了环保功课。
走进海垦畜牧集团下属的海南

农垦佳牧养猪有限公司的养猪场，只
见一排排猪舍干净整洁，错落有序，感
觉不到潮湿闷热，空气中不存在传统
养猪场固有的酸臭味。这家养猪场占
地面积230亩，分为种猪和育肥两个
生产区，日生产经营污水约130吨，配
套建设雨污分流沟、集污池、固液分离
机、厌氧池、沼气储气柜等系统设备，
已于2016年通过海南省生态环境保
护厅项目竣工验收，达到环保标准。

养猪场工作人员一边带领记者
参观猪场，一边介绍污水处理流程：

“整个生产区的猪粪和尿液都采取无
害化处理，污水采用干清粪工艺，将
污水引入固液分离机进行固液分离，

完成分离后的粪渣与猪场的干粪一
起作为有机肥料使用，而分离后的污
水进入到沼气设备里，通过厌氧、发酵
各道工序，产生沼气、沼液和沼渣，通
过管道输送及沼液罐车运输等方式给
周边农户作种植肥料，从而减少农户
的化学肥料使用量，降低农户种植成
本，达到了猪场废弃物的减量化、再利
用、再循环。”

通过生态循环养猪模式将牲畜
粪便变废为宝，公司有效实现了养殖
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
不仅带来经济效益，更保护了生态环
境。据了解，该养殖场现存栏母猪
1919头，年可向社会提供优质仔猪
1.8万头，肥猪1.8万头，年可节约生
产成本近百万元。

那么如何从源头上防止养猪场产
生的臭气外溢造成空气污染呢？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及时对栏舍里的
猪粪进行固液分离处理外，还有个“法
宝”——使用无害化微生物除臭剂对
猪舍臭气进行有效降解清除。喷施的
微生物除臭剂由多种益生菌组成，可
氧化分解多种有毒有害污染物，同时
产生大量容易被动植物吸收的有益物
质，除臭率和抑蝇率达到80%以上，可
以显著降低污水中有机物质和氨氮的
含量，增强污水的净化速度和能力。

“下一步集团计划在6家养猪企
业投入建设净化收集猪饮用水的设
备，加强科学管理，使资源化利用更有
效益。”海垦畜牧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

金满地种植合作社
百亩小香薯上市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徐
薇）“精品果8斤50元，省内包邮。”近日，海胶西
达分公司金满地种植合作社百亩小香薯新鲜上
市，在海南农垦现代物产集团微信商城正式上架。

据了解，小香薯是该合作社今年出品的第二
批“台湾小美地瓜”品种。第一批果已于8月上
市，市场反馈较好。预计第二批果总产量在3万
斤至4万斤。金满地种植合作社理事长潘金献
说，下一步，合作社将向相关科研院所“取经”，不
断提高科学管理技术，并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发展
更多的优质种植项目，充分应用“互联网+”思维，
不断提升合作社适应市场和抗风险的综合能力。

面对胶价起伏不定，国内外专家汇聚一堂共谋发展

天然橡胶产业迎来合作新机遇

借力电商渠道

海垦茶叶
单日订单破千

本报海口11月20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张昌龙）记者今天从海垦茶
业集团了解到，通过与线上经销商联
动，该集团在“双11”当天订单突破
1000单，单日总销售额突破5万元。

据了解，消费者通过线上购买的
海垦茶叶产品，均来自海垦茶业集团
旗下4家子公司，茶叶从采摘、加工、
包装、销售都是由海垦茶业集团工作
人员完成。消费者在淘宝网搜索“海
南农垦农产品优选店”，或是在天猫

“白沙食品旗舰店”，即可购买海垦茶
业集团旗下“白沙牌”“白马岭牌”“金
鼎牌”“南海牌”4大茶叶产品。目前，
海垦茶业集团已经有淘宝、天猫、京
东、微店4个电商渠道。

海垦畜牧：生态养猪巧算“环保账”

白石溪瀑布位于东昌农场公司境内，高10米、宽20米。发源于文昌市的白石溪流经此处，跌落断崖，形成瀑布。 通讯员 许欢 摄

“天然橡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价格
问题，近年来，我们看到天然橡胶价格
经历了一轮轮过山车式的波动。”在论
坛上，合盛农业集团公司执行副董事长
李大军用“过山车”来形容胶价的变化。

通过一组数据可见一斑：今年2月
15日，天然橡胶期货价格每吨最高达到
22310元，到6月8日跌到12215元，不
到4个月的时间，跌幅1万多元，现在标

准胶市场价格在11000元至12000元
左右，相比年初跌幅超过40%。

连续几个月的下跌行情，令市场从
业者备受煎熬。据参加论坛的贸易企
业代表介绍，年初以来的一轮天然橡胶
价格下跌让业内多数人都有些始料不
及。对于种植户而言，天然橡胶价格下
降带来的压力更是现实的，有些胶农甚
至出现“弃割”“弃管”的现象。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天然橡胶
价格在年初走高，又在随后几个月一
路下跌？

“原因是多方面的，天然橡胶价格
变化幅度主要受宏观环境影响，特别
是受其金融属性的影响，一些投资者
逐渐撤出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加之国
内外各种因素共同促进，使得天然橡
胶这一大宗商品的价格产生波动。”业

内人士介绍，当前天然橡胶价格总体
持续震荡趋势，即使偶尔有一定幅度
上扬，但也无明显利好出现。

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
联席所长任泽平介绍，当前，世界天然
橡胶行业处于供给与需求的紧平衡状
态，但受世界经济现状及趋势的影响，
以及天然橡胶金融属性、政策等多重
原因，触发天然橡胶价格走低表现。

天然橡胶价格“不见起色”，在给
产业链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业
内人士带来更多思考。

“我们希望橡胶价格回归到合理
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共同寻找如何缩
减供应，减少同业之间的无序竞争、资
本投机行为的影响，以及推广‘农业+
保险’模式等问题的答案。”结合市场
实际，上海诗董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世强提出自己的想法。

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主任杨
易认为，当前，天然橡胶国际合作挑战
前所未有，机遇也同样前所未有。“根
据我们研究预测，随着中国经济大环
境向好，天然橡胶需求将得到长期稳
定发展，到2020年，中国天然橡胶需
求量将达 550 万吨，供需缺口高达
450万吨。”杨易说，这将为世界天然
橡胶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市场需求。

国际橡胶研究组织秘书长Sal-

vatore Pinizzotto也分析了全球天
然橡胶供需状况与前景，他指出，
2016年由于天气等因素全球天然橡
胶供应缺口超过20万吨，随着成熟胶
园的增加，将促使开割率的提高和产
量的回升。

“机遇还源于‘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产能合作的发展期待。”有业内人士
补充说，天然橡胶主产国普遍急切寻
求国际投资与贸易机会，希望通过加

强天然橡胶产业国际合作，引进先进
适用技术实现产业升级，促进市场融
合，稳定和提振本国经济、恢复信心。

对此，印尼橡胶协会常务理事
Suharto Honggokusumo 有更多
期待：“印尼是天然橡胶主要的生产
国，中国是天然橡胶的主要进口国，我
们一起‘手拉手’合作毫无疑问是多方
面的，这次论坛也给我们提供了相互
接触和深入合作的机会。”

分析 挑战和机遇前所未有

面对波动的天然橡胶市场价格及
其影响，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利益相
关方也在积极应对，寻求“突围”。

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政府机构、
产业协会及生产贸易商发布了共同宣
言，表示在劳动力成本高企、市场价格
低迷的背景下，天然橡胶产业挑战和机
遇同在，各方将在信息共享、贸易合作、
技术交流、抑制投机、稳定价格、可持续
发展等诸多方面相互协作，共渡难关。

在加工产品端，李大军认为，天然橡
胶加工企业要通过产品的定制化来引导
产品标准的升级，为客户创造价值，推动

天然橡胶行业理性化、可持续性发展。
在规避天然橡胶价格波动带来的

风险方面，新加坡橡胶贸易公司R1公
司 首 席 贸 易 长 Casey Oh Kian
Chew表示，目前天然橡胶价格的走
势，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资本的影
响，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和新的资本模
式，来保证天然橡胶的生产收益是迫切
需要解决的问题，“建立风险对冲机制、
合理保险制度等都是应对方式。”

上述这些建议，海南已经在尝
试。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南橡胶拿出
一定比例的产品作为保险加期货的创

新产品，使企业在不同的市场风险和
价格风险的条件下，提高自身的抗风
险能力。而不久前，天然橡胶“保险+
期货”首笔赔付在琼中兑现。

“海胶集团具有全国橡胶产业最
大的一个保单，我们这个保费是1.34
亿元。”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总裁李宝尤说，推动资本政策
和产业组合，是要建立起一套抵抗市
场价格波动、自然灾害等风险的补贴
机制和保险保障机制。

同时，李宝尤认为，海胶集团在橡
胶的种植管理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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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有着更明确的认识，
他认为，海南橡胶要向上下游扩张以
实现一体化效益的延长产业链，向加
工和贸易端发力，提升附加值，从而在
形成新的市场竞争力的同时，增强企
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本报博鳌11月20日电）

现状 天然橡胶价格如“过山车”

应对 产业链上各方相互协作

垦·观察

全域旅游进行时·发现 之美海垦

■ 本报记者 周晓梦 李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