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金江农场公
司红毛丹陆续上市，受
到岛内外消费者的欢
迎。

依靠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得天独厚的地理
和气候条件，金江农场
公司已种植红毛丹1.2
万亩，许多职工依靠种
植红毛丹走上致富路。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海龙 摄

金江农场公司：

红毛丹丰收
果农笑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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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共享菜园启动认养工作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欧英才 实习生
吴金烽）想拥有自己的私家菜园吗？记者今天从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了解到，公园内的共享
菜园即日起开始认养，市民朋友可以租用一片土
地自种自食放心无公害蔬菜，享受田园生活。

记者了解到，共享菜园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核心区，目前已开放的种
植面积为60亩，约1300个单元菜园，每单元30
平方米菜园。

“客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认养单元
数。签订租赁合同，以一年为周期签约付费。”公
园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每个单元菜园以认养模
式销售，分为全托管认养和半托管认养。

据了解，两种认养模式主要区别在于全托管
是共享菜园员工全面代管代种，而半托管认养客
户需要定期耕作与管理，共享菜园技术人员只负
责指导。两种认养模式公园都会免费提供应季种
植所需的种苗和种子、有机肥料、水电及农具等生
产资料，认养菜地所有的收获归客户所有。

海垦在母瑞山开展
第二批管培生入职培训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伍祁榕 记者欧英才）7月23日至28日，海
垦控股集团在母瑞山农场公司、鸿运大酒店开展

“青苗计划”第二批管培生入职培训。
记者了解到，新招录的56名管培生是经过严

格的资格审查、笔试、面试等多项环节，从4000多
名本硕博毕业生中择优录取的。

据介绍，此次在母瑞山开展入职培训，是为了
更好地让即将入职的管培生们踏着革命先烈的足
迹，感受革命先烈不怕苦、不怕累的艰苦奋斗精
神。同时，切身实地去感受老一辈农垦人创业的
艰辛和爱垦情怀，激励他们要懂得珍惜现在，放眼
未来，为海垦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为期6天的培训里，56名管培生进行了军
事训练、观摩体验割胶和采茶、学习职场礼仪与基
本工作业务等培训活动。

海垦发放500万元
大病救助金
惠及950余名救助对象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黎鹏 通讯员吴慧婕）记者今天从海垦集团
工会获悉，该部门近日已向垦区各基层单位发放
大病救助金500万元，覆盖了垦区40个单位950
余名救助对象。根据要求，垦区各基层单位将于
8月31日之前将大病救助金向符合条件的救助
对象发放完毕。

据介绍，基层单位应严格按照实名制发放大
病医疗补助金，并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将救助金
送达救助对象手中；已故的救助对象，救助金可以
汇到其直系亲属手中；直系亲属需提供身份证复
印件及联系电话，并注明与当事人的亲属关系；各
单位工会要在公共场所公布救助对象的名单和金
额；救助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
其他形式占用。

“通过严格规范基层单位的发放程序，确保大
病救助金能顺利发放到救助对象手上，杜绝虚报
冒领的现象出现。”海垦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救助金发放之前，工会进行了严格的资格
审核，以确保救助资金能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中。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欧
英才 实习生吴金烽）记者今天从海
南农垦胡椒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胡椒公司）了解到，海垦胡
椒公司于近日成功并购了柬埔寨贡
布省一块面积为7公顷的胡椒种植
园，标志着该公司国际化战略迈出实
质性第一步。

“此次并购，筹划了近一年的时
间，对于农垦乃至整个海南胡椒产业
而言意义重大。本次并购后，公司将
拥有世界最高等级的胡椒产地认证
和有机认证。”海垦胡椒公司总经理
陶锐表示，公司将利用柬埔寨贡布胡
椒在世界胡椒品质至高点的地位，带
动海南胡椒产业与世界胡椒产业接
轨，增强海南胡椒产业在国际胡椒市
场的话语权。

据了解，柬埔寨的土壤、气候十
分适宜种植胡椒，黑胡椒品质世界闻
名，特别是柬埔寨贡布省，是世界胡
椒消费者的圣地。贡布胡椒拥有欧
盟地理标志（GI），美国有机标准
（NOP）认证、欧盟标准（EOS）认证和
日本有机农业标准（JAS）认证。

“世界胡椒消费比例中黑白胡椒
的比例是8：2，所以我们不能放弃黑
胡椒市场。目前柬埔寨境内没有一
家大型胡椒加工厂，一直以来是公司
重点考虑走出去的国家。”陶锐告诉
记者。

记者了解到，海垦胡椒公司将
在柬埔寨出台相关有机种植及收购
标准，联合贡布省及柬埔寨主要产
区菩萨省、拉得拉基里省等地种植
园，向国内以及美国、欧洲、日本等

传统黑胡椒消费国出口黑胡椒，树
立国际品牌，争取在世界胡椒产业
中占据重要一席。同时，海垦胡椒

公司还将建设胡椒加工厂，参与整
合柬埔寨黑胡椒产业链，力争成为
柬埔寨胡椒龙头企业。

国际化战略迈出实质性第一步

海垦胡椒公司成功并购柬埔寨一胡椒种植园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李关平

“当岁月回头看/其实，我们已经
拥有很多/就像你的笑靥/在海边始终
绽放……”7月24日，罗理想在参加
完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

目终期评估准备会后，写下了这首题
为《湿地，身在其中》的诗歌。

罗理想并非一名专业诗人，而是
海南农垦旗下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的一名巡护员和湿地监测站专员。
507.05公顷，是公园的面积；13年，是
罗理想守护公园的年份；1200元，是
他连续11年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

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坚守？罗理想
指着相机里一张珍贵的勺嘴鹬照片，
坦然地说：“是因为理想！”

与红树林“日久生情”

每天退潮后，新盈红树林国家湿
地公园里，又黑又瘦的罗理想驾驶着
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开始了日常的
巡护工作。

7月26日，记者见到他时，他头戴
鸭舌帽，身穿浅色防晒衣和军绿色布
鞋，黝黑的脸庞露出腼腆的微笑。
2005年湿地公园获批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2006年，当时33岁的罗理想跟
随妻子王春霞来到儋州市原新盈农
场。王春霞是一名胶工，罗理想则通
过农场招聘成为了湿地公园巡护员。

“中专学的是电子电工专业，与湿
地保护八竿子打不着。”罗理想坦言，
最初选择这份工作只是为了谋生。

然而，经年累月，他的心牢牢被红
树林吸引住了。“这片浩荡的红树林，
不仅抵御着海浪、风暴的冲击，保护海
岸不被侵蚀，更是各种生物的天堂。”
罗理想告诉记者，巡查看到红树林里
的螃蟹、弹涂鱼和各种鸟类，它们都仿
佛在看着自己，红树林也有了呼吸，自
己对它们是“日久生情”。

巡护员有一项重要工作：退塘还
湿。湿地公园里有两个生产队，分别
是东场队和墩吉队，均有围海养殖的
传统。由于涉及到职工基本利益，做
思想工作并不容易，常常遭到职工的
指责、谩骂。但是罗理想始终坚持耐
心做大家的思想工作。

慢慢地，大家被感动了。墩吉队
职工吴光传主动交出15亩蟹塘，并从
此主动做其他职工思想工作，“我相信
理想说的话，相信他的为人。”近7年，
湿地公园完成退塘面积132.4亩。

当红树林的守护者

2014年底，新盈红树林国家湿
地公园成为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地保
护体系项目的项目点，罗理想又多了
一重身份：湿地监测员。他告诉记者，
他最新的监测数据——在新盈红树林
国家湿地公园越冬的国家二级保护动

物黑脸琶鹭，从2015年的20只已经
增至2018年的30只。

行走在湿地公园里，罗理想详细
地向记者介绍各种红树植物和鸟类。
许多专业的词汇他总能信手拈来。

“过去单纯是热爱，但参加全球环
境基金培训后，我对红树林和湿地有
了更深认识，认识到了这份工作的价
值。”罗理想坚定地说。在他的抽屉
里，8张132G的内存卡，承载了罗理
想作为一名监测员的努力：详尽地记
录着黑脸琶鹭、黄嘴白鹭及勺嘴鹬等
珍稀濒危鸟类，以及木榄、海漆和白骨
壤等红树林物种。

“你看，这只黑脸琶鹭多高傲，这只
是黄嘴白鹭，这只勺嘴鹬在觅食……每
次打开这些照片，我都激动不已！”罗
理想动情地说。

“最初他只是巡护员，既不了解红
树林物种，也不熟悉鸟类，但让我们讶
异的是，短短2年后，他就已经是我们
监测员队伍里的骨干了。”全球环境
基金海南湿地保护体系项目经理周
志琴告诉记者。

希望更多人参与湿地保护

今年 5 月，王春霞辞去胶工工
作。“两个儿子一天天长大，理想现在

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900元，他热爱
这份职业，我支持他，所以我打算外
出多打几份工增加收入。”王春霞向
记者坦承。

1200元，是罗理想当巡护员后每
月领到手的工资，一领就是11年。王
春霞曾劝他另找工作，也有一些机
构看重他在生物监测方面的能力，
以更高的薪酬待遇挖他，但被他严词
拒绝了。

13年来，巡护员换过好几个，唯
独罗理想坚持下来。他风里来雨里去
守护着这片红树林的故事，也逐渐在
周边传开。

在罗理想的镜头下，各种珍稀鸟
类灵活自在，随处是一幅幅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画面。

2016年，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通过国家林业局验收获评国家级湿
地公园。

如今，在保护好红树林的基础上，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在推动周边
村落发展生态旅游，罗理想告诉记者，
他的理想就是守护好这片红树林，让
更多人看到它、了解它、亲近它，通过
自然教育等方式，让更多的人参与到
生态环保中来，齐心协力守护好共同
的红树林家园。

（本报那大7月30日电）

凭着坚定的信念，13年来默默守护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巡护员罗理想的理想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记者欧
英才 实习生赵君强 吴金锋）记者近
日从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获悉，其
下属的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近期
与普华永道签订了《海南大宗商品交
易场所建设规划服务约定协议》，加
快海南大宗商品交易所建立步伐。
据了解，海南大宗商品交易所是我省
金融业发展“五个一工程”之一。

“当前，我们正抢抓海南全岛建

设自由贸易试验区，逐步探索、稳步
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机遇，
强化顶层设计，加紧研究制定推进大
宗商品交易所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海南大宗商品交易所要探索出
一条具有差异化、特色化乃至品牌化
的大宗商品交易新路，打响大宗商品
交易行业的海垦品牌。

据了解，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

心积极“走出去”，学习借鉴国内外
大宗商品交易所运营的先进经验。
先后前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
货交易所、上海自贸区咖啡交易中
心等地调研。今年6月初，海南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与新加坡亚太交易
所达成合作意向。双方将抓紧推动
东盟盛产的棕榈油品种进入海南大
宗商品交易中心平台交易，并为相
关贸易商提供金融、信息、物流和配

套服务。
同时，海南大宗商品交易中心

还积极组织开展大宗商品交易模
式创新研讨。6月12日，海南农垦
建设海南大宗商品交易所专家研
讨会在海口举行。会上，相关政府
部门、行业研究机构学者及业内专
家共同围绕大宗商品交易所的发
展定位、实施路径和风险管控等问
题，展开研究讨论。

海垦加快海南大宗商品交易所建立步伐旧账新理
“负担”变收益
东新农场公司每年增收资产
出租收入91.69万元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新培育的产业还在起步阶段，效
益还未凸显；过去积累下来的闲置资产
及历史遗留问题，在等着转企改制后的
农场公司去解决……这是现阶段让垦
区大多数农场公司倍感“头疼”的事。

近日，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2018
年上半年经营分析会上获悉，东新农
场公司“旧账新理”，为企业带来收益。

据了解，该农场公司采取了公开
招租的方式，将闲置10年的南林分公
司机关车库、闲置8年的东和分公司
商铺租给其他企业，每年分别收获租
金22万元、26万元……资产出租共
为东新农场公司增收了91.69万元。

在清理历史遗留问题上，东新农
场公司则以项目、历史应收账款、冗
员清理及规范社保缴交这几个大方
面为抓手来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东新农场相关负责人透露，在法
律顾问的指导下，东新农场公司完善
了公司劳动管理规定并经由职工代表
大会表决通过，通过换签劳动合同及
清理社保欠款，完成清理冗员132人，
每年共节约人工成本费约557万元。

此外，对已签订土地或资产租赁
合同且多年不履行上缴租金的承租
户，该农场公司则采取发送律师函催
缴的方式进行告知，截至目前共发放
律师函670份，共收到土地租金439
万元。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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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理想在拍摄栖息在红树林
内的鸟类。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吴思敏 摄

海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
在红旗渠干部学院开班

本报安阳7月30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罗瑜 黄坚 实习生吴金烽）7月29日，海垦控股
集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培训第一期培训班在河南林州红旗渠干部学院正
式开班，海垦控股集团总部部分部门负责人和下属
二级企业党委书记、总经理等共计43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专题培训班将举办两期，每期培
训班为期6天，将采用现场教学、专题讲座、体验教
学、音像教学、访谈教学、延伸教学等多元化教学方
式，使学员深入透彻的理解红旗渠精神的内涵、外
延和时代价值，传承弘扬红旗精神，加强党性修养。

本次培训旨在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
期间学员们还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
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围绕红旗渠精神如何
与农垦精神有机融合，在全面深化农垦改革发展
中抢抓发展机遇等内容开展研讨。

海垦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杨志成表示，培训学
员要深刻领会红旗渠精神，进一步增强以实际行
动促进农垦改革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
身于改革发展的各项工作。同时，在培训中紧密
结合海南农垦改革发展战略深入研讨，谋划新兴
产业和产业结构调整，将培训成果转化为推进农
垦改革发展的强大动力。

参加培训的学员纷纷表示，在推进海南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大背景
下，将以红旗渠精神为对标，结合海南农垦“顾全
大局、艰苦奋斗、勇于开拓、无私奉献”的优良传
统，重新塑造和形成海南农垦勇于改革创新的企
业文化，不断增强农垦企业的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