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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垦·农经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胡燕君

1月6日下午，位于西联农场公司
新盈片区的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里，退潮后伫立于海边滩涂的红
树林露出绿色的外衣，不少候鸟正在
浅水区踱步、觅食。

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是
我国70多种鸟类的越冬地，其中包括
被列为濒危物种的勺嘴鹬、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黑脸琵鹭等珍稀鸟类。

“去年入冬以来共记录到黑脸琵
鹭29只，比前年多了2只。”湿地公
园管理站管理员罗理想兴奋地说。据
了解，2016年相关调查数据显示，全
球仅剩3300多只黑脸琵鹭。

管理站站长梁发俊告诉记者，湿
地公园一直以来对开发持谨慎态度，
拒绝了无数次开发请求，并积极做好
退塘还林等工作，如今已完成退塘面
积132.4亩。

湿地公园里有两个生产队，分别
是东面的东场队和西边的墩吉队。这

两个生产队有围海养殖的传统，但随
着退塘还湿，毁林造塘已成为历史。

“一开始大家都不是很理解，后
来我们才明白红树林最直接的作用
是保护堤岸，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
生存的天然屏障。保护湿地，就是
守护我们的家。”墩吉队职工李季
春告诉记者，保护湿地的观念已经
深入人心。

西联农场公司通过设立“湿地办”
加大保护湿地力度，并在湿地公园内
成立管理站。“每天都要在湿地公园里
巡逻，防止打鸟、掏鸟蛋等破坏红树林
生态环境行为。”护林员钟其行告诉记
者，以前附近会有生产队或自然村的职
工群众来打鸟，但这两年以来基本没有
发生过，大家的生态保护观念越来越
强了。

外部机构的引导也为湿地提供了
极大的帮助。2013年底成为GEF（全
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
的项目点后，罗理想和他的同事们开
始了生物多样性的监测。监测内容包

括记录鸟类等动物；水质监测；对红树
林的开花结果、自然恢复情况等进行
拍照记录。“监测的目的是通过提供准
确数据，及时了解生态环境的健康情
况。”罗理想说。

在推进保护湿地的同时，2016年以
来湿地公园也进行了一些旅游规划。湿
地公园内被分为核心保护区、生态恢复
区、科普展示区、休闲旅游区、生态隔离
带、管理服务区等功能分区。在管理服
务区，记者看到“宣教广场”已建设完毕，
一座小型“访客中心”正建设中。

“通过相关专业机构正在进行全新
规划编制，对于一个以保护为主要目标
的地方，发展不能太快。”湿地办主任
王国强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1月12日，湿地公
园将举行第五届海南观鸟节暨首届海
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观鸟比
赛。此外，淡水湿地改造项目也即将
完工，这将增加公园湿地类型，为鸟类
创造更多适宜的栖息地。

（本报那大1月8日电）

白沙卫星居去年5月揭牌成立以来，
已办结群众反映的事项4200多件

群众有诉求
干部解民忧

本报牙叉1月8日电（海南农垦报记者钟颢
通讯员谭海卫）“以前马路两旁都是陈年垃圾，家禽
家畜满地跑，一不留神就会踩到粪便。”说起白沙黎
族自治县打安镇卫星居成立之后的变化，该居牙恩
队居民小组组长符有祖不无感慨地说，现在队里垃
圾桶配备齐全，道路干净整洁，心情也越来越好。

变化，不只在牙恩队。在卫星居中心居民区，
有一条失管近10年的河堤路，杂草丛生，几乎寸
步难行。去年8月中旬，卫星居组织党员干部、环
卫工和自发前来的物业站党支部退休党员一起，
用4个半天的时间，将这条长达500多米的河堤
路全面清理干净，并种上花草。现在，河堤路已成
当地居民散步的好去处。

像这样大规模的环境卫生集中整治行动，卫
星居每个月都会组织4次，极大地改善了辖区环
境卫生面貌，目前该居31个居民点已基本达到无
暴露垃圾、无卫生死角的状态。

去年5月，在连续降雨之后，该居中心居民区
唯一一口供应700多户2000多居民生活用水的蓄
水井突然变得浑浊不堪。该居立即向打安镇报告
这一情况，打安镇委、镇政府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就
启动了应急联动机制。

很快，白沙疾控中心、卫生监督所、国土局、环
保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先后派人到卫星居水厂现场
办公，现场抽取井水和河水化验。同时，组织人员
打捞浮在井面的污垢和清理淤泥，并对蓄水井进
行全面消毒，及时解决了辖区居民的用水问题。

“居民有任何诉求，我们都会及时协调解决。”卫
星居党委书记、居长周玲说，卫星居自去年5月揭牌
成立以来，已办结群众反映的各类事项4200多件。

2017年母瑞山农场职工种植槟榔
人均收入过万元

槟榔树成
农场职工“摇钱树”

本报定城1月8日电（通讯员许振东 记者
欧英才）记者今天从母瑞山农场公司获悉，2017
年该农场职工靠种植槟榔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
创历史新高，槟榔树成为农场公司职工名副其实
的“摇钱树”。

连日来持续阴雨天气，在母瑞山农场公司附
近的乡间小路，许多职工正用摩托车或三轮车拉
着农家肥或槟榔专用肥奔向自家的槟榔园，趁着
土壤潮湿及时给槟榔树施肥。“我家有槟榔树
1000株，去年收入8万多元，今年要加强管理，加
大投入，争取收入破10万元。”母瑞山农场公司
一队老职工陈开华说。

据了解，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母瑞山农场
公司已种植槟榔2.5万多亩，约250万株。为了加
强槟榔管理，农场公司每年邀请省槟榔植保专家举
办槟榔病虫害防治技术培训班，解决种植户在生产
管理中遇到的难题。同时，还组织相关技术人员积
极深入各作业区、生产队，对病虫害防治、肥料施放
等问题进行现场指导，确保增产增收。

白沙龙江居7户贫困户
喜获分红2.43万元

本报牙叉1月8日电 （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 通讯员吴晓芳）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
龙江居召开贫困户2017年产业帮扶分红仪式，该
居7户贫困户喜获分红2.43万元，最多的一户分
红达5400元。

去年，龙江居将2017年产业扶持资金共计
12.15万元入股白沙欣辉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双方
商定合作期限为4年。由该公司购买生猪种苗、
饲料及进行日常管理，公司每年付给贫困户当年
利润的三成分红，合同期满后双方按2：1的比例
分配入股股份。今年是分红的第一年，分红金额
共计2.43万元。

新时代，传统产业如何与时俱
进，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海胶集团通
过全自动割胶机的创新实践，为我们
提供了有益经验借鉴。安上全自动
割胶机后，仅需通过一个手机 APP，
便可实现全程自动化割胶，这一技术
创新不仅极大解放了人力，而且提高
了工作效率，同时，还能及时获得相
关数据，一举多得，值得点赞。

橡胶产业是我省的重要传统产
业，但由于割胶工作时间苛刻、工作
强度大、环境极为艰苦，常常面临胶
工短缺现象，制约着产业的进一步发
展壮大。而今海胶集团的这一科技
创新，将有效缓解胶工短缺现象，切
实保障橡胶的稳产、高产，更有利地
保障橡胶的加工与产品研发，进而推
动橡胶产业的发展壮大。

一项科技创新，带来诸多发展红
利，海胶集团研发的全自动智能割胶
技术，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创新的力
量，我们期待其尽快批量生产，推广
开来。同时，我们要借鉴有益经验，
在发展传统产业中，积极向科技创新
要潜力、要动力，为传统产业插上科
技创新的翅膀，推动其在新时代焕发
出新活力、新魅力。

新科技焕发胶林新活力

1月2日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主持

召开海垦控股集团 2018 年第 1 次党委（扩大）会
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全国农
业工作会议、七届省委常委会第42次会议精神、
全国深化农垦改革任务对接会精神，研究部署海
南农垦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意见》等工作。

1月2日、3日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海垦

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分别到海垦广场现场督查
项目建设情况。杨思涛表示，项目运营方和入驻商
家要通力协作、形成合力，拿出过硬的作风和有力
的举措，全力冲刺，确保海垦广场完工开业，为广大
消费者打造一个方便舒适、吸引力强的购物平台。

1月5日
为听取基层对海垦控股集团 2017 年度党员

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意见和建议，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在海垦建工集团主持召开党员
群众座谈会。海垦控股集团高管、部门领导、基层
代表、普通党员和职工群众代表共数十人参加会
议。杨思涛表示，代表们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意见
与建议，将把代表们的意见和建议汇总报集团党
委组织部备案。 （海南农垦报记者高莹整理）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谷家福

“吱……”随着3台高约0.5米、重
约5斤的环形机器发出声响，刀片在
橡胶树杆上缓缓划出弧线，乳白色胶
汁随即慢慢渗出……1月7日上午，在
位于澄迈县的海胶集团红光分公司橡
胶园里，正在举行全自动智能割胶系
统技术测试演示，引来不少胶工啧啧
称赞！

“这3台机器是全自动割胶机，通
过手机APP设定指令，可以实现割胶
智能自动化。”海胶集团基地管理部总
农艺师白先权一边向众人展示手机操
作界面，一边介绍。

据了解，这套全自动智能化割胶
系统，由海胶集团与青岛中创瀚维精
工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创瀚维）于
2016年开始联合研发，目前已取得阶
段性成果。该系统由全自动割胶机
器、手机APP、大数据及应用端构成，
将全自动割胶机器安装在橡胶树上，

通过手机APP即可下达割胶指令，并
将割胶所获得的橡胶产量、天气影响、
病虫害等数据及时传输到终端系统。

“由于割胶工作时间苛刻、环境艰
苦、强度大，年轻人并不愿意从事这项
工作。胶工短缺是整个天然橡胶产业
发展面临的困境，将严重制约天然橡
胶发展。”白先权告诉记者，研发“全
自动智能化割胶系统”，就是为了从根
本上解决胶工短缺的问题。

“这片胶林有三百多株橡胶树，人
工割胶一个人需要3个到4个小时才
能割完，而通过‘全自动智能化割胶
系统’可实现同时割胶，时间仅需
30 秒。”中创瀚维负责人许振昆告
诉记者，可根据天气、环境等因素
灵活预设割胶时间，使每株橡胶树
在最佳排胶时间产胶，从而达到高产、
稳产的目的。

自动化割胶机刀头部位，安装了
一个小型刻度表。“你看，这箭头指示
的部位，一刻就是0.1毫米。”技术人

员张薪明告诉记者，刻度表可以灵活
调节下刀深浅。由于机器的精准度不
会对橡胶树造成伤害，也能提升橡胶
树割胶寿命。

“太神奇了！机器割面深浅度合
理，割出来的树皮均匀稳定，与我们平
常割的相比耗皮量更少！”来自红光分
公司东建队胶工薛少鸿告诉记者 。

“手机操作起来会不会很复杂？”

胶工李美花问道。
“不会！它已经设定了程序，很容易

操作，只需简单培训即可。”张薪明说。
“这机器推广以后是不是就不需

要我们胶工了？”在场的胶工纷纷提出
疑问。

“不会！机器推广后大家不需要半
夜割胶，只需负责收胶水、除草和压青
等管理工作，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

白先权话音刚落，大家纷纷鼓掌……
“此项技术大规模推广目前还存

在一些难题亟待破解。”据白先权透
露，为加快该项技术的研发，海胶集团
将建立100亩科研示范基地，把“全自
动割胶系统”割胶区作为一个单元板
块，示范引领天然橡胶朝着自动化、智
能化方向发展。

（本报金江1月8日电）

海胶集团联合研发全自动智能化割胶系统取得阶段性成果

赞！手机发指令即可实现自动割胶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近日，走进海胶鲡海生态实业（海
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鲡海公司）老
城鳗鱼养殖基地2号生产车间，半封
闭式的养殖环境，32口宽大的养殖
池里上百台增氧机正发出嗡嗡的响
声。一条条鳗鱼在养殖池间自由穿
梭，展现出曼妙身姿，眼前这座大型

“鳗鱼工厂”令人惊叹不已。
近年来，海胶集团积极进行产业

结构调整，发展非胶产业，通过打造
“鳗鱼工厂”，发展和培育新经济增长
点工作取得了有效进展。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

鲡海公司总经理何帆告诉记者，

公司养殖的鳗鱼品种是美洲鳗，原产于
美国、巴拿马、加勒比海等海域。“目前国
内养殖比较多的鳗鱼品种，分别是花鳗、
日本鳗、欧洲鳗、黑尔鳗和美洲鳗5种。”

鲡海公司成立于2016年3月，是
海胶集团下属控股企业，“在海南农垦

‘八八战略’发展步伐带动下，海胶积
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非胶产业，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何帆向记者道
出了公司成立初衷。

通过赴福建、广东等地多轮的考
察和调研，走访行业专家和水产养殖
户，鲡海公司发现鳗鱼养殖这一门
路。“随着鳗鱼越来越被广大消费者所

接受，国内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何帆
告诉记者，海南早在上世纪90年代开
始兴起养殖鳗鱼，不过一直以来养殖
品种主要为花鳗，且以散户养殖为主。

“鲡海公司只养殖美洲鳗。”何帆
说，花鳗种苗价格比美洲鳗便宜，前期
投入较少。但花鳗养殖周期长，病害
较多，不能作为烤鳗原料，市场收购价
格也不如美洲鳗。

工厂化循环水养殖鳗苗

在养殖池底下，记者看到一条条
管道紧密串联起来，一直延伸到几十
米外的大型中央控制污水过滤循环系
统。鲡海公司生产技术部主管彭盛彭
盛告诉记者，鳗苗养殖要保持水质清

洁。“通过过滤污水，满足水体交换要
求，减少鳗苗培育过程中的病害发生
率。同时，水循环利用率达 95%以
上，可实现污水零排放。”

起初，鳗苗培育并不顺利，基础设施
配套没有跟上，导致鳗苗水体产生寄生
虫等问题。“一开始损失不少，但也让技
术人员逐渐掌握了诀窍，通过引进先进
设备，保证水质清洁，如今生产已经趋于
稳定。”彭盛说，通过一年时间探索证明
海南可以成功培育并养殖美洲鳗。

打造完整的鳗鱼产业链

据悉，鲡海公司成立至今已经销售
100多吨活鳗，销售额达700多万元。
目前公司生产的鳗鱼主要供应国内市场，

主要有两种销售途径：一种是作为菜鳗供
应岛内市场消费；另一种是岛外有专门的
加工收购商将其作为烤鳗食品制作原料。

鲡海公司计划建设一个烤鳗加工
厂，着重打造一个完整的鳗鱼产业
链。“海南一年消费菜鳗可达1000吨，
公司目前年产能为500吨，产能还不
能满足省内需求。”何帆告诉记者，这
也说明鳗鱼养殖具有广阔的前景，公
司还将继续在规模上做文章。

记者了解到，鲡海公司目前拥有
四个养殖基地，除了老城、美兰工厂化
养殖基地，在三江、定安还拥有200亩土
塘养殖基地。何帆说，未来将采取公司
加农户的合作方式，让胶农和周边农民
群众以多种形式参与土塘承包经营。

（本报金江1月8日电）

海胶鲡海生态实业（海南）有限公司打造“鳗鱼工厂”，工厂化养殖美洲鳗苗

小小鳗苗“游”出大产业

短评

近期，位于三亚的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基
地，又迎来了育种季，目
前，已有全国各地75家
南繁科研单位入驻。

图为在海垦南繁种
子基地，科研单位的工
人正在对水稻育种材料
整理分类、插秧。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又到南繁育种时

西联农场公司持续加大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力度——

“保护湿地，就是守护我们的家！”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黑脸琵鹭。

通讯员 罗理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