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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农经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6月，又到了“新中柠檬”大批上
市的季节。

今天，记者走进海南农垦东新农
场公司五一队职工陈传政家的柠檬园
里，一个个绿油油的柠檬果缀满枝头，
工人们正熟练地将摘下的青柠檬装进
箩筐。

在几公里外的新中柠檬综合加工
厂里，这批刚刚采摘的柠檬正通过鲜
果生产线，经分级、保鲜、打包等处理
后，销往北上广等地。

“目前，鲜果供不应求，深受全
国各地商家的青睐。”新中吉爷柠
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明清高兴
地说。

近年来，东新农场公司在不断探
索栽培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全力打造

“新中柠檬”品牌，收获了不俗的成绩：
多次被省政府评为“省优质农产品”，
2003年、2004年被国家农业部评为
无公害农产品。

“近年来，‘新中柠檬’通过参加冬
交会、海购会、农博会等博览会，不断
提升品牌影响力。”东新农场公司经营
管理部副总经理邹青山告诉记者，目
前“新中柠檬”批量鲜果产品已经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武汉等
20多个城市。

“新中柠檬”在走向全国之后，东
新农场公司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品牌影
响力,做大做强柠檬产业？

在海垦控股集团的积极扶持下，
新中吉爷柠檬产业专业合作社投资了
4000 多万元建设了柠檬产品加工
厂。目前，加工厂已建成恒温保鲜处
理库，并拥有鲜果处理设备、水果清洗

分级机、脱绿系统、恒温处理系统等现
代化生产设备。

孙明清告诉记者，加工厂深加工
生产线正在建设中，建成后可生产柠
檬饮料、腌制柠檬、柠檬干及柠檬酵素
等产品。记者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
将投资280万元用于加工厂扩建、配
套设施添置与更新。

“现阶段，东新农场公司正在注册
万宁新中柠檬综合加工有限公司。”东
新农场公司总经理方立平告诉记者，
该公司将由东新农场公司提供土地和
原料，合作社负责技术、经营及销售环
节，并借助国有企业的资源，将品牌继
续做大做强，实现农场公司、合作社与
职工三方共赢。

“项目成功落地后，还将扩招100
名职工，促进职工增收，同时实现企业
增效。”方立平说。

记者了解到，东新农场公司正
在与海南大学相关专家进行合作，
研发更适宜当地自然环境条件的
柠檬新品种。农场公司还计划打
造柠檬小镇、柠檬民宿，谋划三产
融合发展，实现农旅结合，做大做
强柠檬产业。

（本报万城6月11日电）

东新农场公司柠檬种植户正在采摘柠檬。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海垦快讯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多亏了农场公司的就业帮扶政
策，让我家有了脱贫希望！”近日，儿
子符元道的工作有了着落，八一总场
公司职工符火常悬在心里的一块石
头也终于落了地。

符火常一家是八一总场公司的
贫困户，符火常患有腰椎骨质增生干
不了重活，家中仅靠他打零工的微薄
收入维持生计，家庭经济状况较差。
符元道中专毕业后却迟迟找不到工
作。正当符火常发愁时，农场公司工
作人员主动找上门，开展就业扶贫，
符元道通过应聘进入儋州华盛新人
造板厂工作，每月能拿到3500元的
工资。

就业扶贫，是帮助有劳动能力的

贫困人员迅速脱贫的一条重要途
径。当前，海南农垦积极开展岗位促
就业、政策扶创业等就业援助工作，
把贫困户的需求与扶贫工作精准对
接，加快贫困群众脱贫步伐，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

符火常一家只是垦区实施精准
就业扶贫的一个缩影。在阳江农场
公司，通过建设咖啡种植生产就业示
范基地，扩大咖啡种植面积，鼓励有
劳动能力的贫困职工参与种植管护，
53名贫困职工走上咖啡种植管护岗
位，人均年收入增加2万多元。

此外，阳江农场公司还通过劳务
输出方式解决300余名贫困职工再
就业问题。张金宝原是海胶集团阳
江分公司的一名职工，家中两个孩子
读书，妻子靠打零工赚些钱贴补家

用，生活拮据。张金宝想外出务工，
但却苦于无门路。

机遇源自阳江农场公司举办的
一次现场招聘会。三亚国光豪生度
假酒店、三亚瑞吉酒店等酒店相关负
责人来阳江农场公司举办现场招聘
会，张金宝成功被三亚国光豪生度假
酒店聘用。

“每天工作8小时，酒店包吃住，
还有‘五险一金’，每月收入将近
3000元，是原割胶收入的3倍。”已经
成为酒店客房领班的张金宝说，那场
招聘会给了自己一个走出去的机会。

“农场公司采取‘走出去，请进
来’的办法，积极组织劳务输出活动，
为职工再就业牵线搭桥。”阳江农场
公司党委委员肖叶明介绍，为扩宽就
业门路，农场公司有针对性地开展家
政服务、酒店服务等比较热门且适合
职工外出就业的技能培训，并与海

口、三亚等地的酒店开展劳务对接活
动，建立劳务合作关系。

“在脱贫攻坚战中，工资性收入
是贫困职工群众实现稳定脱贫的重
要收入渠道。”八一总场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罗永华说，将通过帮助贫
困劳动力就业，实实在在地帮助一批
未就业贫困劳动力转移就业，真正做
到“一人就业，全家脱贫”。

“垦区各单位确保有就业意愿和
劳动能力的贫困户家中有1人以上
稳定就业，对连续半年以上没有稳定
就业的贫困户，要积极为其家庭成
员提供公益性岗位。”海垦控股集团
农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财
政扶贫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优先安
排贫困人员就业。新开工的各建设
项目中，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的比例
不低于10％。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拓宽贫困户就业渠道 提升就业能力

垦区推进就业扶贫“干货多”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端午节临近，粽子飘香。记者今日在海垦广场看到，海垦优品鸡屎藤粽子已大批量进入海
垦广场海垦优品旗舰店（见上图，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据了解，鸡屎藤粽子预购价为每盒128元（8个装），预购10盒以上，海垦优品
将提供海口市区内送货上门服务,支持线上线下订购。

据介绍，海垦优品鸡屎藤粽子选用海南本地粽叶、精选优质糯米、定安跑地黑猪肉、流油咸蛋黄、纯天然鸡屎藤叶作为原料，以清香、美味可口等特点
而闻名，粽子经过精心包捆、慢火水煮、真空包装等工序，各项卫生条件均达到行业标准。

海垦优品推出
鸡屎藤粽子迎端午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林倩）日前，记者
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海垦控股集团
今年计划投入2000万元全面推进信
息化建设，推动“数字农垦”“智慧农
垦”尽快实现。

记者了解到，今年重点推进的系
统包括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财务管理
系统升级、项目管理系统、视频会议
系统（二期）升级。

海垦控股集团企业管理部经理陈
丽霞告诉记者，去年12月上线运行的
企业经营分析（BI）系统，大大提高了
垦区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更方便垦区
企业经营决策层了解本企业经营的现
状，发现企业运营的优势和不足。

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孙甄表示，未来海垦将进一步
推进“数字农垦”“智慧农垦”建设，在大
数据方面，借助人工智能技术，促进农
业信息化等工作的落地实施。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欧英
才）近日，海垦控股集团与中国国际金
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在海口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双方拟合作设立中金海南农垦股

权发展投资基金，围绕中国（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省农垦、旅游消费、现代
服务、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等进行
产业布局，并研究设立符合国家和海垦
控股集团战略方向的产业子基金。

“当前，海南农垦正抓住海南新
一轮改革开放新机遇，推进产业高质
量发展,特别是旅游、会展、医疗健
康、金融服务等产业方面，启动海洋
牧场、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产业新

课题研究。”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杨思涛表示，此次合作旨在贯
彻落实中央12号文件关于鼓励社会
资本通过设立农业产业投资基金的
精神,通过设立农垦产业发展股权投

资基金，参与农垦项目和国有农场改
革等内容，做大做强海垦金融产业。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和中金公
司还将在投资银行和固定收益领域、
离岸金融领域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海垦控股集团与中金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将合作设立中金海南农垦股权发展投资基金

乌石农场公司蜂蜜加工厂
挂牌成立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钟颢 通讯员张腾）近日，乌石农场公司白
马骏蜜蜂蜜加工厂正式挂牌成立。加工厂占地约
450平方米，设计安装了先进的流水线，日加工处
理蜂蜜能力达到1吨。

据了解，乌石农场公司地处海南岛中部高山
区，光照充足、降雨充沛，堪称天然养蜂场。该公
司职工及周边农户大多发展林下养蜂产业，并成
立了多家合作社。

“以前，职工及周边农户大多以小作坊的模式
生产蜂蜜。加工厂建成后，可以收购他们手中的
蜂蜜进行深加工，引导当地蜂蜜产业从小作坊模
式转化为工厂化、标准化生产模式，提高产品附加
值，并依托公司原有的‘白马骏蜜’品牌进行销
售。”乌石农场公司总经理欧阳剑说。

海垦金润果品专营区
在成都开业
将更多海南水果端上蓉城市民餐桌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王
金鹏）近日，由海南农垦南金农场公司与江苏雨润农
产品集团合作打造的海垦金润果品专营区在成都开
业，更多海南水果将直接端上成都市民餐桌。

据了解，海垦金润果品专营区位于成都的四
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
销售品种主要以菠萝蜜、荔枝、芒果、莲雾等海南
热带水果为主，国内外精品水果为辅。南金农场
公司借助江苏雨润农产品集团各大市场的平台优
势和辐射能力，共同合作打造海南农产品销往全
国各地的新平台、新渠道。

“专营区的正式开业，标志着农场公司与江苏
雨润农产品集团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南
金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庆表示，农场公
司将继续与江苏雨润农产品集团合作，积极探索
推进“农批+农场”的发展新模式，在全国各地拓
展专营区，让更多海南水果走向全国人民餐桌。

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项目
预计本月底竣工

本报定城6月11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黎鹏 通讯员陈春霖）记者近日从母瑞山农
场公司获悉，母瑞山美丽乡村项目暨红色旅游建
设项目一期工程——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项目的
34栋楼房已全部封顶，墙体砌砖、屋面贴瓦等工
序全面完成，下一步将着力做好景观设计工作，预
计最快将于本月底竣工。

作为海垦控股集团重点推动的美丽乡村项目
之一，母瑞山美丽乡村项目暨红色旅游建设项目
由雅克设计院规划设计，海垦旅游集团投资，母瑞
山农场公司建设。项目总投资6100万元，其中一
期投资4900万元，占地33亩。

“打造美丽乡村，推动母瑞山红色革命传统教
育基地建设，这是为革命老区人民谋福祉，实现企
业增效、职工群众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母瑞山农
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小平表示,通过打造美
丽乡村项目发展红色文化旅游，可以为当地的职工
群众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参与到餐饮、住
宿等经营服务中去，以产业带动职工群众增收。

海垦“旅游+茶”体验活动
受游客喜爱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天奥 通讯员陆和）记者今天从海垦茶业
集团获悉，该集团旗下南海分公司依托地处定安
县黄竹镇靠近高速公路的交通优势，面向城市居
民、旅游团队、旅游企业，积极开展自驾游、亲子游
等“旅游+茶”体验活动。

南海分公司有着悠久的种茶、制茶历史，以生
产南海红茶、南海绿茶为主。其茶园分布在火山
灰及火山石富硒地区，常年气候宜人、雨量充沛。

据介绍，南海分公司根据不同游客群体安排不
同茶旅体验。其中，针对中小学生、亲子游、自驾游
安排采茶体验，茶叶知识科普，以及简易的加工环
节；对于茶叶客商，则安排品茶、欣赏茶艺表演等活
动。通过系列“旅游+茶”活动，推广海垦茶业品牌，
促进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南海分公司还推出

“茶叶订制”服务，根据游客的个性化需求，专门提供
“一对一”的订制化服务，受到广大游客的热捧。

东新农场公司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做精柠檬深加工，谋划农旅结合

品牌农业放异彩“新中柠檬”受青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垦“东新柠檬杯”老年人
广场舞交流竞赛成功举办

本报万城6月11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裕元）歌声曼妙，舞步飞扬。由省老年
人体育协会主办，海垦老年人体育协会承办，海
垦东新农场有限公司独家赞助的海南农垦“东新
柠檬杯”老年人广场舞交流竞赛日前在万宁兴隆
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24支队伍参加比赛、竞技
交流，共赴一场动感之约。

据了解，本次比赛设有优胜奖和优秀奖，获奖
比例分别为参赛队数的40%和60%。经过激烈
的比拼，万宁、海垦东新、保亭等地区的10支队伍
获得优胜奖，东方、陵水、临高等地区的14支队伍
获得优秀奖。

海垦控股集团今年
计划投2000万元
推进信息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