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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乐中荔枝预计四月底上市

早熟荔枝“身价”高
本报抱由3月26日电（海南农

垦报见习记者夏贞吉）再过一个月，第
一批乐中荔枝就可以上市销售了。比
内地荔枝提早半个月面市的优势，让
乐中荔枝“身价”高市场俏，目前已经
陆续接到订单，预计收购价每斤可达
28元左右。

乐中荔枝产自于乐东黎族自治县
的海垦荣光农场公司，得益于当地得天
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生产的荔
枝一般四月底可以成熟，是我国最早上
市销售的荔枝种植区域之一。乐中荔
枝早熟的特点，填补了荔枝鲜果市场的
空白期，深受各地果商的青睐。“除了早
熟的特点，乐中荔枝甜度高、品相佳、个
头饱满硕大的特点，也收获了好口碑。”
种植园负责人刘海峰介绍，乐中荔枝种
植面积为2800亩，去年荔枝总产量为
1800吨，产值近3000万元。

据了解，海垦荣光农场公司计
划在原乐中农场片区，整理万亩土
地进行荔枝规模化种植。同时，公
司还将不断拓宽销售渠道，积极推
进“走出去”战略，把乐中荔枝销往
全国各地。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多举措做好
女职工关爱服务工作——

让女职工感受来自
“娘家人”的温暖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吴
天奥 本报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林芳玲）3月以来，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开展以“情系女职工·维权送
关爱”为主题的女职工关爱行动月系列活动，多
举措做好女职工关爱和服务工作，让垦区女职工
感受来自“娘家人”的温暖。截至目前，集团工
会已拨付关爱资金11.13万元，走访慰问371名
困难女职工。

近日，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邢
帆代表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和集团工会，向黎锦联
社和巾帼班送去节日问候和活动经费，并对巾帼
班2名困难女职工和黎锦联社6名单亲困难女职
工送上慰问金。

3月11日，东昌农场公司正举行一场关于家风的
讲座，90多位职工代表聆听了讲座。这是集团工会

“培育好家风——女职工在行动”大讲堂活动巡点之
一，目前大讲堂已在垦区10多个单位展开巡讲。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还接连举办女性心理关爱
专题知识讲座，邀请妇科专家作专题授课，为女职
工送上了一份健康大礼。

3月以来，垦区多家工会还组织女职工到海
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开展参观、学习。女
职工们边逛边拍照，认真学习体会园区项目推进
过程中的“海垦速度”和“海垦精神”。

“女职工是海垦‘半边天’，在海垦的第二次创
业浪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海垦控股集团党
委宣传部部长、工会副主席张爱莉表示，集团工会
将继续把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作为女职工工作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女职工立足岗位、建功立业的
信心。

金垦赛博公司获国际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王玉香）近日，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顺
利通过第三方评估认证机构的评审认证，获得
ISO27001：2013国际信息安全管理体系企业认
证证书。

据悉，ISO27001是信息安全管理领域最著名
的国际标准。该标准对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
和维护提出一系列具体指标要求，所开发的信息管
理体系需具备动态化、系统化、制度化和全员参与
的以预防为主的信息安全管理方式，通过构筑高规
格的信息安全体系，确保企业客户的信息安全。

“获得认证意味着公司在加强垦区信息化建
设的道路上，又迈出坚实的步伐。”金垦赛博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进一步提升平台安全等
级，加强对用户数据安全的保护，维护好垦区管理
系统的数据安全。

海垦果业集团出台八大措施

力争年内
完成10亿元销售任务

本报三亚3月26日电（记者李关平 通讯员
黎想）记者今天从海垦果业集团获悉，该集团今年
采取八大措施争取完成今年10亿元的销售任务，
实现利润2000万元目标。

八大措施包括，一是基地建分拣中心和农资
供应中心，做好基地标准化等建设工作，提高果品
果质；二是与大销售商合作，通过安徽农垦、黑龙
江农垦、重庆市农业投资集团、中青旅等多家企业
联合入股，联通由南至北线上线下网络销售；三是
规范水果批发市场管理；四是扩大销售团队，团队
人数要达到100人以上；五是并购海南一农化公
司；六是建立5000亩左右的南田基地；七是跟中
国网库合作；八是在芒果科技创新推广中心种植
30万株种苗。

海垦果业集团董事长彭隆荣表示，三亚、乐
东、东方等地区水果种植面积超过40万亩，海垦
果业集团可以依托“神泉牌”品牌优势和知名度，
进一步做大做强海垦水果产业。

四川旅游学院生态旅游研究所
所长沈尤表示，在世界范围内，生态
旅游收入以每年10%-12%的速度
在增长，海南自然资源丰富，发展生
态旅游有先天优势。湿地所在的社
区可以在保护的进程中，通过生态旅
游等友好型的产业经济形式获得发
展。保护地社区群众可以通过交通、
餐饮、住宿、向导等多种方式参与保
护地生态旅游。

联盟年会上，北京巧女公益基金
会总经理陈立伟表示，该基金会对新
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非常感兴趣，
愿意自带资金、技术和人员来进行物
种、红树林和湿地保护工作，并协助
开发生态旅游。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全球环境
基金项目办、中国红树林保育联盟、
四川旅游学院生态旅游研究所等单
位搭建合作平台，与西联农场有限公

司、新盈社区进行协商，共同推进新
盈湿地公园社区生态旅游的发展。
湿地周边的村庄，也正逐步被当地政
府纳入美丽乡村建设计划中。

“有了强有力的政策、资金和技
术支持，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应
抓住机遇，合理利用红树林滨海湿地
资源，在发展规划、生态旅游产品与
服务等方面做好计划，延长产业链，
带动群众吃上‘旅游饭’‘生态饭’。”

周志琴说。
西联农场公司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公司谋划在湿地公园西边的盐灶
村发展古榕树群观光项目、坡坎村发
展千年荔枝树文化园项目，围绕湿地
公园打造一个带状生态旅游网络，同
时借美丽乡村项目发力，从而实现保
护与发展的双赢，为全省贡献湿地绿
色发展的经验。

（本报那大3月26日电）

本报海口 3 月 26 日讯 （记者
欧英才）记者今天从海垦控股集团
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近日下发
《2018年开展项目建设年活动 推进
骨干项目建设专项工作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根据《方案》，2018年
海垦将集中精力推进一批重点骨干
项目开工建设，完成一批重点项目竣
工运营，加快一批招商项目落地注
册。

《方案》指出，2018 年海垦控
股集团将全年落地实施 20个以上

重点项目并形成实物工程量，重
点骨干项目年度投资总目标为 40
亿元。

“海垦控股集团还将着力推进
橡胶加工产能布局优化及环保改
造项目、海垦胡椒绿色环保加工
基地建设项目、金江海垦世界热
带果林文化博览园项目等 22 个
重点骨干项目开工。”海垦控股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推进重点
骨干项目工作的同时，海垦还将
加快推进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二期）、南平温泉养生小镇、红
光草畜产业园、南岛山地度假小
镇等一批重点园区和特色产业小
镇建设。

《方案》还提出，为扎实推进垦
区共享农庄美丽乡村建设，计划在
2018 年 3 月底前完成垦区共享农
庄总体规划，南田共享农庄、蓝洋
温泉共享农庄、长征滴翠潭共享农
庄、保国热带田园综合体等项目的
美丽乡村建设规划，并同步完成各
共享农庄和美丽乡村合作方案及

内部审批程序。在 2018 年 6 月底
前完成 5 个以上共享农庄和美丽
乡村项目主体动工，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至少 2 个—3 个共享农庄
投入运营。

为推进项目进展，海垦控股
集团还成立了重点产业项目推进
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六个一”责
任制，强化工作目标管理，加强资
金保障支持，并建立垦地供应机
制、项目推进激励机制、督察督办
机制、信息月报制度。

99种知名农产品
亮相海垦优品旗舰店

本报海口3月26日讯（海南农垦报见习记
者卢月佳）记者从海垦商贸物流集团获悉，海垦优
品旗舰店自2月10日入驻海垦广场以来，已有东
昌胡椒、海胶凤梨、母山咖啡、白沙绿茶等99种海
垦知名农产品正式亮相，备受消费者青睐。

据了解，由海垦商贸物流集团打造的海垦优
品旗舰店是一家集餐饮、生鲜、超市于一体的销
售体验店，以创立65年的海南农垦为平台，甄选
海南及全国各垦区优质产品，打造全国优质产品
品牌。

“海垦优品已与海南农垦以及多个兄弟垦区
的相关生产基地、生产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
系。”海垦优品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垦优品坚持优
中选优，根据市场的需求量采购农产品，在减少浪
费的同时确保产品的新鲜度。此外，该店售卖的
产品均经过相关政府部门的严格检测，食品安全
质量更有保障。该店还将在海垦广场负一层增设
海垦优品的冷冻室，便于商品储存，保障附近3公
里内的农产品供应需求。

“新盈红树林国家
湿地公园的生态环境保
护之完好，生态资源之
丰富，在世界范围内都
应该值得被肯定。”3月
22日，在新盈红树林国
家湿地公园举行的海南
省红树林湿地保护体系
联盟年会上，英国国际
生物多样性保护专家、
中欧生物多样性项目官
员约翰·马敬能（John
Mackinon）谈起新盈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时
称赞道。

如何更好地保护湿
地？如何处理好湿地资
源保护与利用的关
系？……年会上，来自
国内外的专家共聚一
堂，探讨海南湿地保护
新模式，并为新盈红树
林国家湿地公园的发展
保护建言献策。

■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南是全球台风活动的主要区
域之一，湿地植被可以有效抵御海
浪、风暴的冲击力，防止对海岸的侵
蚀。”约翰·马敬能表示，湿地对海南
来说生态功能价值巨大，特别是以
红树林为代表的的滨海湿地，可以
保护海岸线，过滤、分解污染物，调
节气候等。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所属

的西联农场公司提供了一组数据：
浅 水 水 域 79.6 公 顷 、库 塘 湿 地
131.89公顷、稻田湿地35公顷；真
红树8科15种，半红树5科5种，沿
着5公里长的海岸线绵延生长；自
2015年以来，共记录了鸟类143种，
包括黑脸琶鹭、黄嘴白鹭及勺嘴鹬
等珍稀濒危鸟类。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了保

护这片湿地，西联农场公司投入了大
量的人力物力。西联农场公司副总
经理刘杰文告诉记者，公司坚持守
住生态红线不动摇，近年来多渠道
筹集资金1800多万元，清退养殖塘
200余亩，人工种植红树林132亩，
红树林得到有效恢复，生物多样性更
加丰富。

据了解，我省近年来不断加大保

护湿地力度，湿地保护工作取得实质
性进展。“2017年对于海南来说，是
湿地保护的转折点。我省制定了《海
南省湿地保护修复制度实施方案》，
进一步加大力度保护湿地。”全球环
境基金（GEF）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
目经理周志琴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
多的人关注怎样主动科学、有序、合
理地开展保护工作。

湿地保护如何才能实现绿色
发展，让企业以及周边群众从中
受益？一直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湿地公园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
内进行适当开发，我们希望新盈红树
林国家湿地公园能够做足前期保护
工作，再发展周边社区生态旅游，为
全省乃至全国提供可供借鉴的经
验。”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

系项目宣传教育专家卢刚表示。
据了解，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周边有墩吉村和东场村等10
个村庄，对于世代以打渔和养鱼为
生的村民来说，退塘还湿和转变谋
生模式，让他们逐渐失去收入来源，
不得不外出打工谋生。

“西联农场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企
业，每年投入大量资金保护湿地公园

值得称赞，但一家企业的力量毕竟有
限，所以需要更多引入社会资本提供
支持。”周志琴说。

在国内，深圳尝试政府委托基
金会管理湿地。2015 年，深圳福
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由深圳市福田
区人民政府委托给专业的民间环
保机构——红树林基金会（MCF）
进行管理，成为国内第一个由政府

规划建设委托公益组织管理的城
市生态公园。

在联盟大会上，红树林基金会保
护地项目专员胡卉哲表示，基金会迄
今已组建了一个涵盖保育、教育、科
研、国际交流等方面的专业团队，在
各级政府、专家学者、企业和公益合
作伙伴等全社会的支持下，创建“社
会化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

现状 湿地保护受社会关注

困境 如何实现保护的可持续性

出路 探索发展生态旅游新路径

海垦今年将落地实施超20个重点项目
重点骨干项目年度投资总目标40亿元

推动产业园区全面开工建设，年度投资总体目标10亿元；

推动南岛、南田、南平、五指山茶场等四个特色产业小镇建设，年度投资总目标10亿元；

推动共享农庄建设，列入我省第一批共享农庄创建试点目录的6个共享农庄实现全部开工建设并投入试运

营，建设5个以上美丽乡村，共享农庄及美丽乡村建设年度投资总目标5亿元。

中外专家学者为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发展支招

让湿地在保护与发展中“增值”

3月24日，在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内嬉戏的黑脸琶鹭。 通讯员 罗理想 摄

2018年，落地

实施20个以上重

点项目，重点骨干
项目年度投资总目

标4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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