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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攻坚进行时

海南农垦奔赴多地开展
重点产业“上门招商”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林倩）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吉利
控股集团、珠海中诚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5月
5日至11日，海垦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亲
自“挂帅”，当起了“推销员”，率领招商“精兵强将”
赴北京、浙江、上海、珠海等地，实地拜访多家实力
企业，围绕新能源汽车、海洋牧场等产业推介招商。

近日，我省部署开展百日大招商（项目）活动，
海南农垦制定了《海南农垦百日大招商活动实施
方案》，成立了10个招商小组，重点针对国内外行
业前5名、世界（中国）500强企业，围绕海垦“八
八战略”以及会展、医疗健康、海洋牧场、海洋经
济、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团领导班子分别带队赴
50家以上企业开展“走出去”点对点招商，创新招
商方式，突出产业招商、精准招商、以商招商、人才
引进和科技招商。

在浙江杭州，杨思涛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举行会谈，双方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
进行深入探讨。海南农垦务实的作风和强劲的综
合实力打动了企业，近期，吉利控股集团将安排专
人前往海南洽谈合作事宜。

在此次招商期间，许多企业家也对海垦有了
新的认识，他们表示，海南农垦作为海南最大的国
有农业企业集群，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希望
能与海垦在多类产业合作中擦出火花。

荔海共享农庄开展
“红明红”荔枝认购活动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记者今天
从红明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旗下荔
海共享农庄5月12日至20日推出“红
明红”荔枝认购活动，荔枝采摘时间则
为5月21日至5月31日。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推出1000株
荔枝树可供认购。每株荔枝树认购价
为600元，含60斤鲜果，红明农场公
司从每株中提取50元作为产业扶贫
基金。确定认购后，该农庄会对被认
购的荔枝树进行挂牌，并提供采摘、包
装及邮寄荔枝等有偿服务。

此外，该农庄还提供免费住宿优惠
活动。凡是认购10株、20株、30株荔
枝树的客户，即可分别获赠免费入住荔
海共享农庄公寓民宿双标间一晚、一栋
中等户型木质别墅一晚、一栋高脚钢木
结构大户型别墅一晚。

据介绍，荔海共享农庄荔枝种植
区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红明农
场14队，是海垦红明农场公司核心示
范园区。

首次创新销售模式，实行网上竞价

海胶集团林木
拍出838.5万元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谷
家福）今天10时至16时，海胶集团首
次在海胶集团木材竞拍交易平台实行
林木销售网上竞价，记者了解到，符合
条件的27家企业参与了网上竞拍，竞
拍底价总计651.5万元，拍卖金额达
838.5万元，增长总额187万元，增长
比例28.7%，首次网上竞价竞出了好
成绩。

记者了解到，在此次网上竞价中，
共设置了17个标的，其中海胶西联、
山荣、广坝基地分公司5个标的竞拍
次数达100竞次以上，最高的为广坝
分公司16号标的，高达359竞次，从
72.4万元起拍价涨至127.9万元。

此次竞拍时间为5月14日10时
至16时，规则为每次加价按1000元
整数倍加价竞拍，5分钟内无人竞价
则成功拍得。在15时35分左右，迎
来了竞拍高潮，单个标的最高达到5
分钟内竞拍281竞次。

记者注意到，在竞拍过程中，有的
竞拍者采取“掐点”竞拍策略，选择在截
止时间16时左右出价。此外，东方、儋
州等西部片区林木备受竞拍者青睐。

海胶集团基地部相关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此次竞拍设置的竞拍底价基
本接近市场价格。由于近年来西部地
区受台风影响较小，橡胶生长环境好、
断树较少、质量较好，广坝、西联地区
的林区地势平坦，临近交通枢纽，便于
运输，因此，西部地区林木在此次竞拍
中备受追捧。

据了解，这是海胶集团首次创新
销售模式，实行林木销售网上竞价，有
助于更好地规范林木销售行为，保证
林木销售依法有序进行，争取实现林
木销售利润最大化。接下来，海胶集
团还将继续实行林木网络竞拍销售，
频次达到每月两次以上，下一场网络
竞拍预计将在月底举办。

9户租户未与农垦神泉集团（南田农场）
签订土地租赁合同

三亚市城郊法院
一审判决解除租赁关系

本报三亚5月14日电（记者徐慧玲 通讯员张
清 赵睿）记者近日从三亚市城郊人民法院获悉，备
受关注的农垦神泉集团（南田农场）9宗涉农垦租赁
合同纠纷案日前进行了一审宣判，解除海南农垦神
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神泉集团）与9案被
告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关系，9案被告于判决生效之
日起30日内，将涉案土地返还农垦神泉集团。

据了解，2016年12月12日，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海南农垦总局）批复，同意
由南田农场、海南神泉集团有限公司整合重组设
立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根据相关文件规
定，农垦神泉集团要在2017年上半年完成农业用
地测绘及清理不合理土地承包关系的工作。农垦
神泉集团对所有承包户承包的土地面积进行测量
后，通知吴某明等9案被告于2017年8月2日前，
按照实际测绘面积和有关文件规定的价格与其签
订书面土地承包合同。

然而，9案被告以合同有些条款不公平、租赁
价格过高等为由，拒绝签订合同。吴某明等被告
称，虽然未与农垦神泉集团（南田农场）签订合同，
但其作为农场职工，开荒种地几十年，并在承包地
上建房居住，与农垦神泉集团（南田农场）存在建
立在劳动关系基础上的土地承包关系是事实，如
果解除合同将损害其利益。

法院审理认为，农垦神泉集团和9案被告没
有签订书面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根据相关法
律规定，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9案被告按
每亩每年向农垦神泉集团支付租金230元，低于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批复的农业用
地基本地价。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农垦神泉集团
可以请求解除合同。

法院判决，解除农垦神泉集团与吴某明等9
户的土地使用权租赁关系，吴某明等9户需在30
日内向农垦神泉集团返还相关土地。

本报海口5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天奥）尖蜜拉、菲
油果、冰激凌果、澳洲手指柠檬……这
些拥有奇特名字与独特外貌的热带水
果“移民”到海南。近日，记者从海垦
科学院获悉，为引进培育推广热带新
品种水果，推动海南农垦种植业结构
调整，该院已引进种植20多个树种、
30余种热带新品种水果。

在人们的印象中，榴莲、山竹、释
迦、蛇皮果等水果一般生长在东南亚、

南美洲等地区，在海南并不常见。为
打破这一格局，海垦科学院经过反复
勘察和试验，在对品种本地生长习性
观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其引进地生
长环境、生长表现，对不同树种（品种）
初步评价，筛选出在本岛各环境类型

区适宜生长的品种，并开展品种适应
性、产业性示范种植研究及生产栽培
技术研究，标准化生产基地建设。

据了解，该院将用5年到8年时
间在海南适宜区推广种植，初步实
现每个小规模推广级品种种植1至

2万亩，中规模推广级品种种植5至
8万亩，大规模推广级品种种植 10
至 15万亩，促进省内传统果树产业
升级，推动海南农垦种植业结构调
整，使省内名优果树种植面积达到
30至50万亩。

目前，海垦科学院已引进种植20
多个树种、30余种热带新品种水果。
热带水果引进推广项目实施方案已组
织专家初步评审，并根据专家评审意
见结合项目实施实际情况反复论证修
改、完善。

农垦科学院培育推广新品种

30余种热带水果“移民”海南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5月3日，40亩的橡胶树组培苗
顺利开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对比同
期芽接苗增产30%，干含产量提高两
个百分点以上。”今天，在海胶集团龙
江分公司培苗示范基地，公司生产技
术部部长何兴辉高兴地说。

这是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
研究所（以下简称“热科院橡胶所”）合
作的成果。2009年，热科院橡胶所所
长黄华孙、研究员华玉伟领衔的研究团
队成功大批量培育出“橡胶树自根幼态
无性系”（俗称“组培苗”），2012年海胶

集团龙江分公司与该团队合作，种植了
首批热研7-33-97组培苗，如今，仅仅
定植6年半，就顺利开割，产量喜人。

走进龙江分公司组培苗示范基
地，一株株笔直的橡胶树整齐划一，这
些被称为“橡胶领域的克隆树”，它们
体内蕴藏的潜力惊人。

“以前，我国人工栽培橡胶树使用
的是实生苗和芽接苗。”华玉伟介绍，这
两种种苗开割时间一般需8年、产量低、
均一度差和抗风性弱。为培育出高产、
速生、林相一致度高、抗性优良的橡胶
树种苗，该团队攻克了“以花药或内珠
被为外植体，经初生体胚诱导，次生体

胚循环增殖再到植株再生的一系列组
培苗工厂化生产技术”，实现了橡胶树
组培苗规模化生产应用。

在龙江分公司工作了25年的工人
陈辉，见证了首批橡胶组培苗的生长和
收割。“组培苗种苗体型幼小，平均20
多厘米高，需要特别的精心照料，但从
移栽后的第2年开始，它生长得特别
快。”回想起这移栽后的6年多，陈辉表
示，每次台风到来，组培苗断倒率低，躯
干也没有东倒西歪，抗风性好。

陈辉还表示，与传统的芽接苗525
品系相比，组培苗7-33-97品系和它
在同一林段同一时间定植，但提前了一

年开割，能直观感受到组培苗所表现出
来的优势。就今年目前的产量而言，5
月3日、6日、9日和11日分别割第一
刀、第二刀、第三刀和第四刀，胶水产量
分别达7公斤、10公斤、21公斤和33公
斤，呈递增状态。陈辉拿着笔记本，认
真地向记者介绍他自己所负责的2个
树位即864棵树连日来的总产量。

实际上，从移栽橡胶组培苗的第
3年开始，龙江分公司就清楚意识到
它的优点，决定加深与热科院橡胶所
的合作，不断扩大种植面积，积极利用
好该项技术。目前，该分公司橡胶组
培苗种植面积已达915亩。

该团队研发出来的组培苗也引起
了海胶集团其他基地分公司的注意，
自龙江分公司种植后，阳江分公司、大
丰分公司、新中分公司、广坝分公司和
中建分公司也陆续与热科院橡胶所开
展合作，种植橡胶组培苗，目前种植面
积共计1500余亩。

“接下来，海胶集团各基地分公司
要积极与热科院橡胶所合作，扩大组
培苗种植面积，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
产力，在橡胶单价低迷的情况下，主动
寻求办法提高产量。”海胶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任飞说。

（本报牙叉5月14日电）

海垦快讯

海垦特色名优农产品
亮相首届品博会

上海品博会海垦展区。 通讯员 柯海燕 摄

本报上海5月14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张
慧）5月10日至12日，首届中国自主品牌博览会（以
下简称“品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海垦控股集
团携13个品牌、42种农产品亮相，涉及热带水果、
热带经济作物、南繁育制种业、禽畜类等五大类。

此次展出的“白沙”牌、“白马岭”牌、“金鼎”牌
茶叶，“飘仙”牌胡椒、“母山”牌咖啡、“神泉”牌芒
果及“繁字”牌特色农产品等海垦名优特色热带农
产品，引起了参会嘉宾关注。

本次品博会海垦控股集团通过实物展示、图
文阅读、影像放映、讲解交流、现场试吃体验等方
式，向广大消费者及参展商展现海垦品牌魅力。

“通过多举措将资源优势、区域优势转变成
品牌优势、经济优势，推动更多品质优、科技含量
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海垦产品走向市场，不断擦
亮海垦金字招牌。”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思涛表示，海垦控股将继续实施“品牌强垦”
战略，做好品牌发展规划，同时严格制定标准化
生产流程，以科技支撑品牌发展，并加强品牌宣
传推介，引进、培养品牌人才。

近年来，海垦积极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探索多元化产业扶贫新路子

种下精准扶贫果 浇灌产业扶贫花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欧英才

“前几年，守着一点橡胶
树艰苦维持生计，多亏了政府
暖心的扶贫政策和农场公司
的产业帮扶，才让我得以脱
贫！”5月13日，乐东黎族自治
县荣光农场公司职工何世发
在乐光基地公司4队热带水
果基地一边采摘龙眼，一边高
兴地告诉记者。

何世发一家有4口人，他
的母亲因患脑溢血长年卧床，
孩子正在读书，他和妻子过去
靠打零工的微薄收入维持生
计，家庭经济状况较差，被列
入农场公司贫困户。

“如果没有发展产业，日
子也不会越过越有盼头。”何
世发深有感慨地告诉记者。
2017年年初，荣光农场公司
通过确立“专业公司+合作
社+精准扶贫户”股权架构的

“分利不分地”模式，在乐光基
地公司 4 队建立占地面积
245亩的热带水果基地。包
括何世发一家在内的荣光农
场公司贫困户18户 50人通
过种植水果获得股权收益合
计20万元，每户平均1万多
元，人均3600多元，全部实现
脱贫致富。

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以
来，垦区脱贫攻坚工作以产业
发展为支撑，多措并举切实履
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由传统
的“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
扶贫转变，结合热带瓜果、畜
牧、茶叶种植加工等优势产
业，带领贫困职工脱贫致富。

“在扶贫工作中，农场公司本着充
分发挥公司优势产业效能，立足实际，
切实履行产业扶贫的主体责任。”荣光
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母连云说，
荣光农场公司位于乐东，土地资源丰
富，光热充足，是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

“黄金宝地”。
经认真研究和科学论证，荣光农

场公司通过加强农用地规范管理，整
合回收零星土地，实现土地集约化运
营，改变以往单一发包土地的模式，实
行“分利不分地”。公司以自有农用地
及地面附属经济作物作为出资，合作
单位和合作社以技术团队作为出资，

精准扶贫户以劳力作为出资，确立“农
业公司+技术团队和合作社+精准扶
贫户”的股权架构，项目盈利分成比例
为农场公司占40%、专业合作团队和
合作社占40%、贫困户占20%。

“多亏了黎锦联社我才能学习织
黎锦，一家的生活费不愁了。”陈丹是
金江农场公司精准扶贫对象，加入农
场公司组织的黎锦联社后，她迎来脱
贫机遇。

金江农场公司地处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在脱贫攻坚战中结合当地实
际，突出民族特色，选择了不同其他兄
弟农场产业脱贫的方式，成立黎锦联社

帮扶基地，大力发展黎族织锦，引导困
难职工发展传统手工艺增收，探索出了
一条造血扶贫的新路子。金江农场公
司黎锦联社的负责人陈厚志介绍，黎族
织锦技术培训，已经帮助126户困难家
庭增收致富。目前，联社已销售黎锦产
品561件，销售总额达90多万元。

在阳江农场公司，通过“农场公
司+贫困职工”经营模式，加大力度扶
持贫困职工种植咖啡；在龙江农场公
司，通过“农场公司+基地+贫困职工”
模式，引导职工种植红心橙……因地制
宜，实事求是，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
已经成为垦区许多基层企业的共识。

因地制宜探索扶贫路子

“通过自身努力能实现脱贫摘帽，
我很开心。”这两个月以来，海垦草畜
产业公司（原澄迈县红光农场）困难职
工蔡琼勇一直在忙着搭建自家占地
400平方米的养猪场。

今年42岁的蔡琼勇是因病致贫
贫困户，他曾尝试养殖山羊，但由于技
术不过关让他遭受创业失败的重创。

为了帮助蔡琼勇渡过生活难关，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下海垦和牛公司
与澄迈县福山镇合作，开展和牛养殖

精准扶贫项目。2017年，由政府一次
性将3户贫困户的扶贫资金投入到海
垦和牛公司，作为合作项目总投入资
金。海垦和牛公司以其技术和产业发
展优势帮助贫困户养牛，并固定每年
按12%的利润给贫困户分红。合作的
第一年，蔡琼勇获得了6000元分红。

公司与蔡琼勇进一步沟通，发现
他想养殖生猪。公司与海垦畜牧集团
沟通对接，由海垦畜牧集团免费提供
种苗并统一收购，还为他提供相应的

技术服务。“今年5月底猪场建设完
工，将立即引进种猪进行繁育，争取年
底出售第一栏猪。”蔡琼勇告诉记者。

“贫困职工在参与产业发展过程
中，缺技术、缺信息、缺信心，抗风险能
力不足，我们能做的就是发挥专业优
势，以技术专业优势实现规范管理。”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董事长王文南说，
通过建立企业和贫困户互利共赢的利
益联结机制，在实现企业自身发展的
同时带动贫困职工增收。

企业和贫困户互利共赢

“过去，有的贫困户将扶贫资金交
给合作社就等着拿分红，这样短时间
扶贫效果虽好，却极易造成返贫。”海
胶集团龙江分公司白沙原生态养牛专
业合作社社长李汉良告诉记者。

“扶贫要扶志，扶贫不扶懒。”李
汉良与负责提供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
的企业一起，开展各类养殖培训。同
时，公司和合作社领导班子还经常走
到贫困户家里谈谈心、说说话，还鼓励

他们参与到产业发展中。
“现在我每月额外增加了近一千

元收入。”符永波是海胶龙江分公司珠
碧江胶水转运站的一名职工，也是一
名贫困户。他每天中午照常在胶水转
运站工作，一旦合作社“来活儿”了，就
利用早上和下午的时间去帮忙运牛肥
和木糠，挣取合作社的工资收入。

近年来，海胶集团按照“依托合作
社、产业到队、扶持到户”原则，利用产

业化扶贫项目带动贫困户增收。
截至今年 3 月，海南农垦已有

2618户9706人脱贫。“海垦控股集团
将继续切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
加大对贫困职工的扶持力度。”海垦控
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表示，今年海垦
将积极配合属地市县政府完成垦区贫
困人口563户、2032人的脱贫任务，
力争在2019年底前实现垦区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本报抱由5月14日电）

扶贫更重扶志

与热科院橡胶所合作引进新技术，种植“橡胶领域的克隆树”

海胶首批橡胶组培苗开割增产30%

金江农场公司结合当地实际，突出民族特色，成立黎锦联社帮扶基地，大力发展黎族织锦，引导困难职工通过做手工艺品增收。 通讯员 陈厚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