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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吴思敏

春节期间，琼海龙寿洋
的万亩田野公园，千亩花海
绚烂迷人，令人沉醉的田园
风光引来游人如织。

万亩田野公园踏春游
火爆的背后，离不开海南农
垦设计院（以下简称“海垦
设计院”）科学周密的设计
规划。“我院近年来在参与
土地整治项目设计基础上，
充分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实
际需要，设计发展农业、休
闲旅游等特色产业，以及精
准扶贫工程，促使项目给农
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多重效
益。”海南农垦设计院院长
江国买说。

近年来，海垦设计院参
与了我省多个美丽乡村的
规划建设。经过海垦设计
院“妙手”设计过的村庄，不
仅有漂亮房子，还具有功能
性，激发了经济活力，传承
了历史文化，也唤回村民对
生活的信心。

海南农垦设计院参与我省多个美丽乡村项目的规划建设

规划“妙手”助力兴经济留乡愁
海垦实业集团
去年净利润达2.83亿元

本报海口3月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 通讯员符芳学）近日，记者从海垦实业集团获
悉，2017年，海垦实业集团积极开展“扭亏保赢决
战年活动”，充分挖掘旗下各企业潜力，整合垦区
土地资源，全力打造核心产业，认真探索资产分
离、经营分开的新路子，完善人力资源有效配置，
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集团整体扭亏为盈，旗
下企业全部实现减亏，部分企业利润大幅增长。

项目建设方面，2017年，该集团围绕“四个
一”目标（处置一批项目、自建一批项目、推动一批
项目、谋划一批项目），梳理原批准立项的合作项
目，加快存量在建项目的分房、销售和回款，积极
兑现合作项目股权收益，同时加快推进“海垦广
场”“宏达商城”等5个重点自建项目的建设。目
前，海垦广场项目已完工并试开业，宏达商城项目
一期（公园后路商业街）已开工建设。

“2017年，集团超额完成经营目标任务，成功
实现大额资金回笼，为2018年强力推进项目开发
打下坚实基础。”海垦实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郭仁丰表示。

白沙茶业有限公司
经营实现开门红

本报海口3月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陆和）记者从海垦茶业集团获悉，海垦
茶业集团旗下白沙茶业有限公司今年1至2月实
现营业总收1147万元，同比増长69%；利润总额
427万元，同比増长了294%，实现了2018年经营
开门红。

据了解，1月份以来，白沙茶叶公司精心策
划备战春节黄金销售期，开发了“春眉”在内的一
批适销新产品，网上线下同步上市，海垦茶叶品
牌专营店和天猫、京东、一号店等主流电商平台
都可以下单购买。凭借着过硬的品质，受到了广
大消费者的青睐，保证了白沙牌茶叶销售额的稳
步提高。

记者了解到，去年，白沙茶业有限公司2017年
主营业务收入5001万元，营业利润实现1337万元，
净利润达1007万元，首次突破1000万元大关。海
垦茶业集团总经理吴海江表示，未来，海垦茶业集团
将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全速推进“百城千店”专
营店营销计划，让“白沙牌”品牌叫响岛内外。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淘宝”乐趣多

本报海口3月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林
倩）日前，记者从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获悉，
在农业梦工厂“嘉年华”区内开展的海南农垦热带
特色农产品交易会，截至3月2日，“海垦茶叶 母
山咖啡”“海垦福猪 海垦和牛”等8个展销馆近百
种产品销售总额逾21万元。该交易会将持续至
4月15日。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品牌营销主管柯海燕表
示，利用农业公园开园和春节黄金周的契机，通过
交易会这一平台，实现农产品与消费者两者间的
高效互动，将海南农垦农产品推向市场，增强农垦
品牌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提升海南农垦品牌价
值，增强开园活动效果和影响力。

荣光农场公司
扎实推进农用地规范管理

本报抱由3月6日电（海南农垦报记者欧英
才）记者近日从荣光农场公司获悉，去年荣光农场
公司扎实推进农用地规范管理，收回农业用地7.7
万亩，土地租金从 2016 年的 240 万元增长到
2017年的1000万元，增长417%，有效实现农场
公司土地利益最大化。

据了解，去年，荣光农场公司通过加强职工群
众思想教育、党员干部带头、实行领导包片包干责
任制、利用法律武器维护权益、探索土地管理模式
创新等手段，扎实推进农用地规范管理，全面清理
土地“三过”和土地被占等突出问题，共收回农业
用地77071亩，土地租金从2016年的240万元增
长到2017年的1000万元，增长417%。

“全体管理人员进队入户对职工讲政策、讲法
律，争取职工群众对土地收缴工作的支持。”据荣
光农场公司总经理温鲤介绍，对一些钉子户、外来
户，农场公司通过邀请国土、法院、律师等相关人
员从法律、政策方面给予解答。

对于少数老赖户，农场公司专门成立诉讼工
作小组，聘请律师给予起诉。乐东黎族自治县人
民法院给予大力支持，共受理该公司土地纠纷案
件131件。借助法律手段，荣光农场公司共收回
了土地租金近200万元，受诉讼案件影响收回土
地租金近500万元。判决案件均没有上诉，有效
化解矛盾。

建设职工书屋
打造书香企业
■ 海南农垦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张太和

琳琅满目的书籍，现代化的电子
阅读设备，飘出咖啡香气的水吧……
3月4日下午，记者走进八一总场公司
职工书屋，不少职工群众正在阅览书
籍，浓浓的书香气息扑鼻而来，宽敞明
亮、温馨舒适的阅览环境毫不逊色都
市书屋。

成立于 2012 年的八一总场公
司职工书屋，目前纸质藏书 6000
册，电子书5万多册。记者注意到，
除政治、文学、农经等类型书籍，书
架上还专门设置八一军垦文化的图
书专区。

“闲暇时来职工书屋喝个下
午茶，看本书，既能让身心放松又
能增长知识！”八一总场公司职工
魏财钧告诉记者，自家办了一个养
牛场，正好书屋里有关于这方面
的书，没事就过来学习一下，收获
颇多。

和魏财钧一样，很多职工把去职
工书屋学习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
分。八一总场公司党委副书记郭海滨
告诉记者，农场公司以建设职工书屋
为契机，推进“书香企业”建设，充分发
挥职工书屋传播先进文化、普及科技
知识的作用，提升职工队伍素质，促进
企业健康发展。

据了解，在2016年中国图书馆年
会上，八一总场公司职工书屋获

“2016最美基层图书馆”称号。去年，
还荣获“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品牌建设
示范单位”。

据粗略统计，从2009年以来，垦
区已有39家基层单位创办职工书屋。

（本报那大3月6日电）

■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卢月佳
通讯员 余德现

3月4日，记者来到海胶集团保
国分公司第四派驻组三十三队（以
下简称“三十三队”），每户胶工家门
前都立着一根将近2米高的橡胶树
干，树皮上还残留着顺着割痕流下
来的乳白色的胶水。据了解，保国
分公司的胶工们已经开始以生产队
为单位，在家门前开展了割胶技术
的集训，为迎接新割季的到来做好
准备。

三十三队共有10名胶工，2017

年，平均每个胶工年度干胶产量可
达10吨，而保国分公司的普通胶工
平均每人年干胶产量是4吨，足足
高出了6吨。其中邓远珍、吕东林
两位女胶工连续两年在海胶集团保
国分公司召开的年度橡胶生产劳动
竞赛表彰大会中，荣获“产胶能手”
称号，邓远珍的年度干胶产量达到
20.6吨。

在胶价持续低迷、胶工普遍收
入低、胶工流失严重等大环境下，
在三十三队的胶工身上看到的却
是一派生机，整个连队形成一种

“你追我赶”的良好竞争氛围，三十

三队是如何保证较高的干胶产量
的呢？

海胶集团推行了扩岗整合政策，
提高了胶工产胶积极性。扩岗整合
政策推行后，保国分公司割胶岗位从
原来的670个缩减至目前的436个，
而胶工个人承包树位则从原先的3
个树位增加到4个树位，割株从1000
株增加到1800株。

“橡胶开割季，每天凌晨2时至5
时是排胶最佳时期，胶水量最多。我
们凌晨1时就到胶园开始割胶，一直
到7时才离开胶园。比其他胶工都
要赶早一小时，晚归一小时。”谈到如

此高产的原因，产胶能手邓远珍的丈
夫张得明向记者道出他们长期以来
养成的割胶习惯。

邓远珍夫妻俩每天都保证割胶6
小时，加上割胶多年，技术娴熟，同一
时间内，其他胶工割50株橡胶树，邓
远珍夫妻俩分别可割80株；每年的6
月至10月中旬，海南进入雨季，邓远
珍夫妻俩则每天下午特地去胶园把
胶杯里的杂质清理干净，防止胶水变
质，凌晨割胶时，无需边清理边割胶，
不仅极大地提高割胶效率，还不耽误
排胶最佳时期。

（本报抱由3月6日电）

海胶集团保国分公司扩岗整合，精细管理

胶工“你追我赶”增效益

■ 海南农垦报记者 钟颢
通讯员 余晓梅

他那布满老茧的双手，极为灵活
地游走在薄薄的竹片之间，竹片很有
默契地在他手中上下飞舞、左缠右
绕，很快连成了一片片。

这位手艺人叫廖焯，今年80岁，
是屯昌中建学校（原中建农场一小）
的退休教师。他有一个爱好——编
织竹篾，这个爱好他坚持了近70年。

廖焯现居住在中建农场公司总
部，在他家中，记者看到不少竹编用
具占据了整个客厅，大到竹匾，小到

竹扇子，或悬挂、或摆放，每个都独具
匠心地编制了图案和“恭贺新禧”“家
和万事兴”等字样，无一不在诉说着
这名手艺人的心灵手巧和美好祝福。

看到记者，廖焯停下手中的活
儿，招呼记者去看他的竹篾制品。他
随手拿起一个竹制壁挂，只见上面编
织有“共赴新征程 同圆中国梦”8个
红色大字，特别醒目。

“这是我在十九大召开期间编织
的，总共花了四五天时间，光破篾就
花了一天。”廖焯说，“编之前，我要
提前想好图案和文字，布好局，然后
从笔画最多的字开始编，一错了就得
重来。”

廖焯出生在广东龙门县，该地区
盛产竹子，竹编工艺十分发达，许多

家庭都会利用竹子编织竹席、生活用
具等拿去市场销售。从小受之影响，
廖焯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编织要领
和技巧。1956年，廖焯支边来到海
南农垦中建农场工作。那时候，农场
物资缺乏，他就经常编织粪箕、簸箕、
摇篮、箩筐、菜篮等日用品，解决了家
里无生活器皿的窘境。

渐渐地，廖焯已不满足于传统的
竹编样式，又琢磨着编织新花样，一开
始是编一些简单的花纹。2008年北
京奥运会结束后，他尝试着用深浅不
同颜色的竹条，编织一件写有中国金
牌数目的竹匾，经过几番尝试，最后
终于成功了。只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竹条都变为暗黄色，数字再也看
不清了。

后来，廖焯慢慢尝试着编织复杂
一点的图案和文字，并将竹条染色，
这样放久了也不会褪色。一遇到什
么特殊日子或事件，他就会编上一
件。近几年来，他编织的各类竹篾制
品已有上百件，并曾多次参加海南
（屯昌）农民博览会民间技能大赛编
织创意比赛，先后荣获硬编组二等
奖、三等奖。

“不找一些事情做，生活就会变得
很单调。现在，我还在学习制作新的
竹制品，希望能在今年的农博会上拿
个一等奖！”廖焯心中仍有梦想。

他用青黄的竹篾，编织了自己对
生活最简单、也最深沉的希冀，也编
织出自己晚年幸福生活。

（本报屯城3月6日电）

廖焯：70年竹篾编织 80岁依然逐梦

近日，黎母山地区阳光明
媚。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
大丰咖啡厂内一片繁忙，职工
们趁着大好晴天，忙着水洗架
晒咖啡豆。

据了解，该公司为了保证
咖啡产品“母山咖啡”的质量，
食品卫生从源头抓起，咖啡豆
经过清水浸泡清洗后，再上架
晾晒。图为大丰咖啡厂职工正
在晒豆的情景。

通讯员 刘霞 摄

垦·人物

天晴好晒咖啡豆

在五指山市毛阳镇牙胡村，有一
处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牙胡梯
田。但由于牙胡梯田公共设施不完
善，“绿化有余，美化不足”，牙胡梯田
一度沉寂。

如何充分挖掘牙胡梯田的旅游
资源，让村民在自家门口就能踏上致

富之路？2016年5月，海垦设计院接
手牙胡村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项目
后，在实地勘察时发现，游客来到牙
胡梯田，沿途没有休息的亭廊，排污
排水系统落后和村落里的危房也很
煞风景。

海垦设计院统一规划了村民和

家畜排泄物的化粪池，路面硬化、路
灯亮化、房屋美化之后，不仅村民们
的生活质量提高了，游客走去牙胡梯
田的路上也多了一个可以停留驻足
的地方。

今年春节期间，游客吴依依再次
来到牙胡梯田，上次她来这里是2014

年，“牙胡梯田的变化让我惊喜。”
吴依依看到的是春天引水灌溉

时，水满田畴，供水和排水系统的及
时流动，水面清澈如晶。村道两边种
了大叶紫薇、凤凰树和火焰树等开花
植物，红绿交衬，尤其醉人。

（本报海口3月6日讯）

近来天气晴好，风和日丽，海口
市琼山区大坡镇塔昌村前的小湖边，
悠闲的垂钓老人慢悠悠坠下鱼钩，三
三两两小孩跑过来，淘气地往湖里丢
几颗石子，再大笑跑开，老人也不恼，
只管静静享受乡野的静谧时光。

“这里原来是一条小沟，我们规
划时决定挖成湖泊，有水村子才显得
灵动。”海垦设计院工程师符多囊谈

起最初的规划，“更新人居环境才是
塔昌村最迫切的需要。”

2015年，塔昌村带状公园绿化工
程由海垦设计院接手设计规划。“也
不是全部都推倒重建，具有历史文化
意义的必须要保留下来。”作为设计
团队人员之一，符多囊认为塔昌村要
留下看得见的“乡愁”。

记者看到，环境更新后的塔昌

村，革命遗址与新建文化展览馆相呼
应，现代楼房与原有的琼北风格民居
建筑错落分布，百年老树与大叶油草
并存生长，让人一踏进村子就感受到
浓浓的人文气息。

2017年，塔昌村上榜“第五届全
国文明村镇”。同时上榜的还有海口
市大坡镇、临高县博厚镇道德老村等
由海垦设计院匠心设计的村镇。

塔昌村有着浓厚的红色文化历
史，村里红色文化公园、红色文化展
览馆、四座革命丰碑遗址，以及几乎
家家户户都挂着的“烈士之家”牌子，
都让人肃然起敬。

“这都是海垦设计院精心设计的。”
塔昌村村支书王绥山高兴地告诉记者，
从前村里一年到头见不到一个游客，但
今年春节期间接待的游客超千人次。

走进临高县南宝镇群合田洋的
田间，田块规整、田面平整，进水闸和
放水口随处可见，1800多米的干沟护
岸护住了村民的庄稼。“以前种田种
菜，每亩地年收益也就1500元左右，
如今收益能达到1万元，增长了差不
多7倍。”临高县南宝镇松梅村村民林
霞，说起今年的收益，难掩喜悦心情。

昔日的群合田洋，可不是如今这

般模样。村民们都记得，田里因为缺
少灌溉与排水设施，发洪水时，大家只
能眼睁睁看着庄稼被淹死；逢上干旱，
大家只能去河里挑水灌溉庄稼……

2017年，临高县南宝镇群合田洋统
筹推进土地整治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海垦设计院负责规划该项目。忆起
第一次看到群合田洋的景象，海垦设计
院工程师吴星权还印象深刻：“耕地分割

细碎、田间设施短缺、耕地质量不高”。
不久后，规划方案出来了，南宝

镇群合田洋摒弃了以往简单的农业
发展模式，转而发展一年三熟的“稻
稻菜（两季水稻+一季瓜菜）”种植模
式。同时，改善了灌溉和排涝条件，
旱涝都保收，正常情况下每年可新增
产稻谷3453.97吨、瓜菜1.04万吨，净
增效益1100万元。

土地利用率提高了，农业生产条
件得到改善，村民的收入就高了。“如
今我们再也不用‘看天吃饭’了。”林
霞喜滋滋道。

去年9月，省国土厅考察组到群合
田洋现场考察后赞叹：“项目设计很好
地践行了‘土地整治+’理念，加入了美
丽乡村建设元素，这种集农业生产和旅
游休闲于一体的发展模式值得推广。”

改善生产条件 村民告别“看天吃饭”

更新人居环境 留下看得见的“乡愁”

振兴乡村旅游 小山村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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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实现各类收入5.67亿元
净利润达2.83亿元，同比增幅2553%

超额完成年度经营目标任务

制
图/

孙
发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