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田地区种植的芒果品种有金煌、贵妃
以及台农一号等，种植面积达7.2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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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绿油油的菠萝蜜苗节节拔高，
整齐的释迦果苗正顶土露头……3
月 11 日，记者走进龙江农场公司
大岭管理站（原大岭农场）千亩育
苗基地，看到职工正忙着整地、选
种、育苗，整个基地呈现出一派繁
忙景象。

地处白沙黎族自治县、昌江黎
族自治县、儋州市三地交界处的大
岭管理站，是我省重要的水果育苗
基地、热带水果种苗的摇篮。每年
出售各类苗木超过500万株，产品
畅销国内外，年产值达2000万元。

每家每户都有嫁接能人

在大岭，家家户户门前种着荔
枝、龙眼、菠萝蜜等果树。

“人人会育苗，个个懂嫁接。
在大岭，随便问一人，谈到育苗都
能头头是道。”大岭管理站党支部
书记蒋星辉告诉记者，在大岭每家
每户都有一个芽接能人，专业芽接
队伍有 160多人，育苗农户基本上
采取家庭作坊式精细经营，男女老
少齐上阵。

目前，大岭管理站育苗面积达
1080 亩，育苗户约 600 户，接近管
理站总户数的一半，全年出售各类
苗木超过500万株，产品除了销售
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外，还远销

缅甸、越南等地，年产值达2000万
元，为偏僻的大岭带来持久的经济
发展活力。

育种技术基础雄厚

大岭管理站的前身是始建于
1954年的大岭农场，1965年以前叫
琼西育种站，原为专业性橡胶选育种
单位，负责科研培育橡胶、芒果、油梨
等几十个水果及经济类种苗，有着深
厚的技术基础。

老人们回忆，上世纪50年代，当
地培育试种的芒果树，结出的芒果一
个就有两三斤重。大岭瓜果飘香闻
名，上世纪70年代，珠江电影制片厂

还曾来大岭摄制一部叫做《大岭佳
果》的电影。

“今天大岭职工能育苗致富，是老
一代农场职工打下的基础，也离不开
当地优越的自然环境。”大岭管理站站
长黄文明告诉记者，大岭地区地势以
丘陵为主，光照充足、雨水适中，土壤
以粘性土为主，特别适合苗木种植和
生长。

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

大岭种苗发展历史悠久，但也
经历了不少坎坷。上世纪九十年
代中后期，随着我省从台湾等地引
进农业优良品种，大岭苗木的科研

功能逐步消失。一些种苗研究及
生产队伍散落到各个生产队，大多
只是职工自发、分散地从事种苗生
产。

21世纪初，伴随海南农业快速
发展，苗圃产业迎来发展春天，农
场也涌现出了庄建潺、梁许章、江
海龙等一批种苗销售能人，他们带
动职工主动考察对接三亚、乐东等
地市场，负责销售和市场引导。

“种苗成活率高，在苗木市场中
口碑中好。”大岭管理站七队退休工
人、今年81岁的庄建潺告诉记者，因
为技术优势明显，大岭种苗很快在全
岛育苗行业中脱颖而出，形成较强的
市场竞争力。

大岭种苗产业快速发展还有另
外一个原因。“种苗品种多，紧跟市场
步伐。”庄建潺解释说，大岭种苗品种
更新换代快，大约5年至6年便更新
推出新品种，这让大岭苗木在市场上
持续保持着竞争力。

截至目前，大岭培育过芒果、菠
萝蜜、榴莲蜜、莲雾、凤梨、杨桃等30
多个品种100多个品系。其中，马来
西亚1号菠萝蜜、台农芒果等水果苗
木形成大岭品牌，成功打入云南及缅
甸、越南等地苗木市场，支撑大岭苗
木产业链发展壮大。

“随着市场多年积累和不断成熟，
大岭正逐步形成一条完整的苗木产业
链。”蒋星辉说。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

农旅结合发展康养文旅产业

省农垦科学院与相关
企业签约2个项目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伍祁榕 通讯员王章）3月9
日下午，在海垦保亭热作所康养文旅
产业园项目签约仪式上，省农垦科学
院分别与北京天心康养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永州市名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了海垦保亭热作所康养文旅产
业园项目、海垦保亭七仙尚品项目，2
个项目计划总投资达53.9亿元。

省农垦科学院院长李智全介绍，
两个项目正式签约，不仅有利于促进
保亭热作所区域土地资源的效益最
大化和实现农旅结合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还将助推企业茁壮成长。科
学院将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实施建设，
为建设美好新海垦助力。

据了解，海垦保亭热作所康养文
旅产业园项目选址在省农垦科学院
保亭热作所区域，将打造一个集南药
种植产业、科技农庄、文化旅游、健康
养生等内容为一体的康养文旅产业
园区，项目总投资约48亿元。

海垦保亭七仙尚品项目选址在省
农垦科学院保亭热作所区域，总投资
5.9亿元，拟计划建设以温泉、热带雨
林、田园风光、黎苗风情为特色，休闲
养生度假为主的组合型旅游度假区。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猪栏干干净净，待产区的母猪正
打盹休憩，育肥区成群的小种猪正抢
着进食……3月10日，记者在位于白
沙黎族自治县的龙江农场公司二十五
队欣辉养猪场看到这样的一幅情景。

“目前生猪存栏近4000头，生猪
年出栏量1万多头。”欣辉养猪场主
人、白沙欣辉畜牧养殖有限公司总经
理黄昱昊告诉记者。依靠机械自动
化生态养殖生猪，黄昱昊成为龙江当
地人人皆知的养猪能手，2016年，他
养殖的生猪获评“海南名牌农产品”。

“猪舍不仅采用电子监控设备，
以便随时观察掌握猪舍的情况；还引

入机械自动化设备，进行科学管理、
科学饲养。”在养猪场饲料区，黄昱昊
向记者展示了他在今年春节前购买
的一套价值100多万元的全自动化
供料设备，“与传统半机械半人工供
料设备不同，全自动化供料设备可根
据猪生长的不同阶段，定时、定量饲
喂，从而节省饲料。”

“猪饿了，只要在自动给料口拱
一下，饲料就下来了；若渴了，在自
动饮水处，嘴巴触碰水龙头，水就出
来了。”黄昱昊说，这种自动化喂养
系统，让员工更加轻松养猪。

欣辉养猪场还一改传统养猪场
又臭又脏的养殖环境，建起生态环
保循环系统。黄昱昊介绍，养猪场

建有由猪粪尿净化池和沼气池组成
的污水处理设施。猪场排出的粪便
污水，经过沉淀、厌氧、发酵各道工
序，产生清水、沼气、沼液和沼渣，清
水用来清洗猪舍，沼气发电供猪场
照明，沼液和沼渣则成为有机肥
料。“这不仅让猪场废弃物循环再利
用，还减少了附近红心橙种植户的
化肥使用量，降低种植户种植成本，
提升土壤肥力。”

“用沼液滴灌施肥，每亩红心橙
可以少花上千元肥料钱，让红心橙
品质好卖价高。”龙江农场公司职工
陶利民告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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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昱昊说，近年来养猪场环
保投入近600万元。

在走上致富道路的同时，黄昱
昊还不忘带动帮扶农场公司困难职
工。每年，农场公司都要在他的养
猪基地开办培训班，黄昱昊不仅无
偿提供场地还主动请求授课。

去年年初，黄昱昊与龙江7户贫困
职工家庭签订了《委托帮扶合作养殖生
猪合同》，采用就业、资金入股方式，预
计4年内帮助这7户共27人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目标。今年，7户贫困户喜获
分红2.43万元。今年春节前，他又主
动与农场公司20户贫困职工家庭签订
合同，带动更多的职工脱贫致富。

（本报牙叉3月12日电）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海南农垦
报记者刘棠琳 见习记者黎鹏）记者今
天从海垦控股集团了解到，该集团已通
过垦区棚户区改造方案，力争用3年时
间，通过自建或合作方式全面开展垦
区集中和非集中成片棚户区改造。

按照工作安排，今年将启动南岛、
南田、南平、南海、金鸡岭、东红、乐光、

乐中、红明、红光、八一等12个具备条
件的农场棚改项目，同时启动省农垦
总局东西院棚户区改造。

海垦控股集团要求，各二级企业、
农场公司将依据所在市县总体规划、
棚户区改造任务，编制3年棚户区改造
规划和年度计划，因地制宜将有条件
的场部和作业区，打造为农业产业结

构升级的服务保障中心、职工群众的
生活娱乐中心、农场经济发展的行政
中心、发展全域旅游的游客集散中心。

“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深入推进垦区棚户区改造，让蜗居
变宜居，忧居变优居，低矮棚户区变成
生态舒适居住区，让住了一辈子平房的
离退休干部职工住上电梯房。”海垦控

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将成立强

有力的领导机构，设立垦区棚户区改
造专项资金，强力推进此项工作的开
展。此外，海垦控股集团在参股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同时，将借助外部力量，
做足“借脑、借资、借力”的文章，积极
招商引资，引进有实力的企业参与棚

户区改造。
目前，按照集团部署，荣光农场公

司、八一总场公司已率先启动了棚户
区改造项目的前期工作，坚持高标准
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水准推进，从规
划建设可看可学可复制的棚户区改造
示范区开始，全面推进全垦区农场棚
改工程，提升居民的幸福指数。

出台投委会工作流程有关规定

海垦建立快速审批机制
促项目落地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刘棠
琳 见习记者黎鹏）近日，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了解
到，海垦控股集团近期出台投资委员会工作流程有
关规定，进一步理顺集团投委会决策程序，建立快
速审批机制，严格规定审批时限，促进项目落地。

今年1月，为适应海垦战略发展及投资决策需
要，海垦控股集团投资委员会正式成立。主要审议把
关集团各类投资项目、准入等事宜，负责对集团中长
期发展战略规划、产业发展规划、重大投资项目、土地
等资源开发利用与对外合作等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

据了解，此次出台的规定遵循高效原则，对会
前准备工作流程、会议流程、会后后续办结流程进
行了细化，制定并公开服务指南，列明项目备案所
需信息内容、办理流程等。此外，还对材料受理与
初核、项目初审、项目审核等环节的审批时限作了
明确规定，有助于提高工作透明度，为企业提供指
导和服务。以合作开发类投资项目为例，如项目
资料齐全、符合集团审核要求等条件，最快可13
个工作日获批，相较于此前最少减少180天以上。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此举对
有关部门的项目审查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也将进一步保证决策质量，提高决策效率，加
快项目落地，实现便利、高效服务和有效管理。

价格俏 果农乐

海垦“神泉”芒果
大面积上市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海南农垦报见习记
者袁宇君 通讯员黎想）近日，海南农垦“神泉”芒
果迎来大面积上市。在南田地区芒果种植户陈
有辉家的种植园，来自岛外的芒果收购商正带着
装箱工人忙得热火朝天，选果、剪枝、过磅、装箱，
各个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陈有辉告诉记者，
他有15亩芒果园，今年产量预计有5万多斤，年
收入能达到20万元。

南田地区芒果种植大户黄少明对记者说，农
垦“神泉”芒果具有甜度高、个头大、品相佳、产量
大而稳定的优势，受到岛内外消费者的欢迎，远
销四川、湖南、广东等地。

近年来，为加速芒果产业化发展，神泉集团（南
田农场）实施科技兴果战略，通过引进优良品种、改
接换冠新技术，对芒果品种进行改良；部分职工家的
果园引进了滴灌技术，每年可增产20%左右。

在提高芒果品质的同时，神泉集团（南田农
场）不断拓宽销售渠道，兴建芒果批发市场。部
分职工利用网络电商平台，将自家芒果“端”上了
我国东北、江浙沪等地区消费者的餐桌。

南海网推出系列报道
《2018，海垦再出发》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张昌龙）由南海网、海南农垦网共同策划的
《2018，海垦再出发》系列报道近期推出，这组报
道聚焦2018年海南农垦重点思路、重点项目、重
点经验、重点成果。

据了解，2018年是海南农垦的产业投资和项
目建设年，海南农垦工作重心将从“扭亏保盈”转
向“转型增效”，海南农垦改革将全面转向以企业
化经营和产业培育为主的发展新阶段。此次推出
的《2018，海垦再出发》系列报道，旨在凝心聚力
推动2018年海南农垦各项工作早起步、早落实、
早见效，助力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再谱新篇。

本次系列报道将围绕海垦集团2018年整体
战略布局，海垦集团下属二级产业集团、各农场
公司“一把手”谋划新年工作的思路和实招，报
道以“访谈+点评”的形式推出，并制作成新媒体
微信、视频等。同时，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八大园
区，通过实地采访项目进展情况，展示海垦改革
发展成就，讲好农垦故事，塑造农垦品牌，弘扬
农垦精神。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开园首月
接待游客超17万人次

本报海口3月12日讯（记者欧
英才）记者今日从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了解到，公园开园首月累计接
待游客逾17万人次，并保持服务零投
诉、安全零事故记录。

自开园以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以鲜明的农业主题特色旅游定
位吸粉无数。开园仅一周，便迎来春
节黄金周“大考”。公园春节黄金周期
间，每天接待游客近2万人次。一个
月以来，园区一期开放的农业梦工厂、
共享农庄、生态热带果园、公园西入口
等景点人气爆棚，游览照片刷爆海口
市民朋友圈。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运营部
总经理赵青告诉记者，开园以来各部
门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各司其职，全面
应对节假日开园游客高峰，做好服务
保障工作。景区通过加强排队区域管
理、游览车线路引导，增加管理服务力
量，让游客游览更加安全舒适，保持服
务零投诉、安全零事故记录。

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垦控股集团
已开始谋划公园二期的建设，以及另
外7个园区的建设。

海垦全面开展垦区成片棚户区改造
今年启动12个棚改项目，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人人会育苗个个懂嫁接，产品畅销国内外，年产值达2000万元

农垦大岭育苗育出大产业

兴办现代化养猪场，自动化、生态化养殖生猪——

龙江“猪倌”黄昱昊的致富经

垦·农经

近日，在位于三亚的海垦
南繁种子基地，农业科研单位
的技术员正对采集的水稻种子
进行整理晾晒。

据了解，为了培育出优质
的种子，即使是春节假期，南繁
科研人员仍然坚守在海垦南繁
种子基地作业。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琼州回春早
南繁育种忙

大岭管理站职工正在进行果苗芽接。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制图/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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