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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农场公司产业发展结硕果

槟榔环保加工厂投产
年加工量可达1500万斤

本报屯城9月10日电（海报全媒体中心记
者夏贞吉）9月5日，海垦中建农场公司与屯昌鸿
霖槟榔产销专业合作社共同建设的槟榔环保加工
厂正式揭牌投产，标志着海垦中建农场公司槟榔
加工产业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据了解，该槟榔环保加工厂位于中建农场公
司广青基地分公司十五队，占地5亩，建有1个燃
气锅炉和80个环保烘干炉。该厂通过管道热水
循环供能，每个环保烘干炉每次能烘干7000斤槟
榔青果，预计年槟榔加工量可达1500万斤。同
时，该厂配套建设了污水处理系统，实现了槟榔加
工的高效、节能、环保。

“这里原来是个废弃的加油站，改建成槟榔加
工厂后，面貌一新。”中建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庆安介绍，按照海垦集团的部署要求，该公司
积极盘活土地资产，通过土地入股的模式与专业合
作社开展合作。公司每年除了可以获得固定收益
外，还可以从槟榔加工厂的年度盈利中分红10%。

“槟榔环保加工厂的建成，让农场公司职工可
以在家门口就业。”中建农场公司总经理廖海龙告
诉记者，目前已有两名贫困户劳动力、3名登记在
册未就业职工及20多名职工子弟在槟榔环保加
工厂务工，每人每月工资收入3000至5000元。

西达紫米上市
“海岛生活”微信商城有售

本报金江9月10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夏贞吉）近日，记者从海垦西达农场公司获
悉，该公司种植的紫米稻开镰收割后，优质的西达
紫米已在“海岛生活”微信商城上销售，2斤礼盒
装西达紫米售价60元。

“西达农场公司生产的紫米，颗粒均匀，颜色
紫黑，蒸煮后入口香甜。”西达农场公司董事长助
理吴燕圣介绍，该农场公司位于“世界长寿之乡”
澄迈县，这里光热条件佳，土壤富硒，十分适合紫
米稻的生长。公司采用传统方法种植紫米稻,灌
溉用水为地下山泉水。

记者了解到，紫米稻是珍贵的水稻品种,紫米
产业是西达农场公司近年来大力发展的特色产
业。“西达农场公司的水田改种紫米稻后，每年每
亩增收1000元以上。”吴燕圣说。

海垦设计院参与援外项目刚果（金）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建设

“海垦力量”助力中非农业合作

9月8日，天地东昌公司的菠萝
基地里，成排成行的“绣球凤梨”长
势良好，工人正在垄间除草。

今年年初，东昌农场公司与天
地东昌公司合作引进台湾菠萝新品
种“绣球凤梨”。目前，天地东昌公
司种植“绣球凤梨”4.1亩，共9430
株。预计明年年初这批“绣球凤梨”
将上市。

据了解，“绣球凤梨”一般不作
食用,成熟后造型美观，花呈粉红色,
是春节送礼佳品。 林宝华 摄

“绣球凤梨”
身姿美

打造茶旅融合新产品
海垦茶叶集团
推出茶苗小盆景

本报牙叉9月10日电（记者欧
英才）9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垦茶叶集团了解到，为满足中秋、国庆
假期市场消费需求，该集团旗下的白
沙茶业公司本月起推出茶苗小盆景,
打造茶旅融合新产品。

“茶苗小盆景自9月1日推出以
来，销售十分火爆。工人们正加班加
点移栽茶苗。”白沙茶业公司茶叶加工
厂厂长袁欣介绍，小茶苗生长在白沙
陨石坑茶园，一盆茶苗销售19.9元。
很多来茶园参观的游客对茶苗小盆景
颇感兴趣，称这是一款绝佳的旅游纪
念品。

本报厦门9月10日电（记者欧
英才）9月8日，2018中国国际投资
贸易洽谈会（以下简称投洽会）在福
建省厦门市开幕，海垦控股集团利用
投洽会平台，全面展示了一批海垦名
优特色农产品。

在投洽会上，作为海南馆的重要
组成部分，海垦展区亮点纷呈，吸引
了众多参展嘉宾和客商驻足。海垦
展区介绍了海南农垦概况、海南农垦
实施“八八战略”进展情况以及16种
产品品牌打造情况。“白沙”牌茶叶、

“飘仙”牌胡椒、“母山”牌咖啡等海垦
名优特色农产品集中亮相。

海垦展区展示了海南农垦发展
热带高效农业取得的成就，体现了海
南农垦作为全省农业企业“龙头”的
责任与担当。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在投洽会现场化身
“推销员”，向嘉宾推荐海垦特色产品。

杨思涛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启动
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大力推进“品牌强
垦”战略，在当前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背景
下，海南农垦利用自然资源禀赋，致
力于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经
济优势，在天然橡胶、咖啡、胡椒等领
域，积极推进贸易国际化，走出一条
独具特色的品牌强垦、品牌兴垦之路。

“海垦将以参加本次投洽会为
契机，对接引进国内外共享农庄建
设、棚户区改造等方面的知名企业
到海南农垦投资，重点发展非农产
业，尤其是旅游业和高新技术产
业。”杨思涛说。

2018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厦门举行

海垦名优特色产品“靓相”引关注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倪德馨

近日来，千千万万个海垦人牵挂
着一名叫叶泰铭的小朋友。这位海
胶集团西达分公司职工子弟，年仅9
岁不幸罹患重型地中海贫血症。

出生仅两个月，叶泰铭就被确诊
患有重型β地中海贫血症，从此踏上
了漫漫求医路。输血、吃去铁药、打
去铁针，这是叶泰铭几乎每天都要经
历的事。在这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小
泰铭不能像其他小朋友一样放肆奔
跑，尽情玩耍……

“长期打针，孩子的血管都被扎
得没有弹性了。受病情影响，他发育
较为迟缓，个子瘦小。”谈到儿子，叶
泰铭的父亲叶茂哽咽地说，无论付出

多大代价，他都要治好孩子的病。
叶泰铭的病只能通过骨髓移植

根治。2014年，他们终于迎来希望
的曙光，叶泰铭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
功，供者在台湾。如果一切顺利，叶
泰铭将于今年11月前往东莞台心医
院接受骨髓移植手术。然而，完成这
台手术预计需要四五十万元的手术
费，这对叶泰铭的父母来说，是个天
文数字。

叶茂是海胶集团西达分公司经
管部的一名普通职工，一家人仅靠他
微薄的工资维持生计。近年来，孩子
每个月的治疗费需近4000元，这个
家早已负债累累。

9月7日，海南日报客户端、《海
南农垦报》等媒体报道了叶泰铭的病
情，在垦区引发广泛关注。海垦控股

集团党委高度重视，抓紧部署，把叶
泰铭的手术费用捐助工作纳入海垦互
助平台进行统筹。

“纳入海垦互助平台后，我们连
夜发动垦区各单位行动起来，进行捐
助。”海垦控股集团群众工作部副部
长汪潜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集团党
委领导下，集团主要领导带头捐款，
各单位职工踊跃捐款。

“我捐200元！”“我捐300元！”
“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爱心却
可挽救生命！”……在垦区各单位的微
信群里，如何帮助叶泰铭，成为职工们
热议的话题。农垦人的朋友圈里出现
了许多关于“为叶泰铭捐款”消息。

截至9月9日，社会各界共捐款
104 万元，垦区共有 139 支队伍
19344人次参与。“农垦是一个大家

庭，职工就是我们的家人。此次捐助
活动反映了农垦人团结一心的战斗
力。”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
集团工会副主席张爱莉说，一直以来
集团党委把心系职工冷暖、维护职工
利益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
点，让职工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

据了解，此次活动还引起海南省
副省长苻彩香的关注，她亲自发动海
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干部职工
捐款，嘱咐海南省红十字会提供援
助，并祈盼叶泰铭移植手术成功，早
日康复。

叶茂动情地说，许多同事、同学
甚至陌生人发来信息鼓励并祝福孩
子，让他深受感动。截至海南日报记
者发稿时，捐款仍在进行，爱心在继
续汇聚……（本报海口9月10日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通讯员 雷林玉

“从非洲回来后，他们
都说我们黑了。”9月5日，
面对朋友、同事的打趣，海
南省农垦设计院（以下简称
海垦设计院）5名高级工程
师淡然一笑，坚定地说：“能
为非洲农业发展和加深中
非友谊贡献点力量，值了！”

今年7月29日，海垦设
计院副院长董保健带领范海
斌、李海亿、杨文杰、林平等4
人组成援外项目考察组，远
赴刚果民主共和国（以下简
称刚果（金）），对刚果（金）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项目开展可
行性研究考察。

8 月 23 日，他们圆满
完成任务，平安归来。他们
在非洲考察期间，吃苦耐
劳，凭借过硬的专业技能一
丝不苟地开展工作，生动诠
释了“海垦力量”和“海垦
精神”。

刚果（金）是疟疾等疾病的高发
区。在野外考察的3天时间里，因担
心在野外上厕所时被蚊子叮咬而感
染疾病，考察组在饮食上作了精心准
备。他们从国内带去6包火腿肠和一
些饼干作为主食。到了就餐时间，每
人吃一根火腿肠和一包饼干，就是一
顿饭。当地气温高，考察组成员为了
减少在野外如厕的次数，都不敢多喝
水。就在这样的条件下，考察组在荒

野中徒步、刨土坑，完成了所有的取
样任务。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刚果（金）
的旱季，天气炎热，昼夜温差很大。”
杨文杰记得，在野外考察时，因汽车
无法行驶到考察点，考察组在长着齐
人高野草的黄土地上徒步，迎着大风
扬起的尘土，来回走了10多公里。因
为空气十分干燥，考察组成员们第二
天早上起床时常常发现自己流了鼻

血，手上脚上起了鱼鳞状的皮屑。
“那边条件十分艰苦，为了完成

考察人物我们克服了许多困难。”范
海斌对在刚果（金）的生活记忆犹
新。为确保安全，考察组临时党支
部规定：考察组成员回到酒店后，不
管是白天还是夜晚，不得独自出门，
如遇特殊情况必须出门，必须两人
以上结伴而行。此外，考察组在刚
果（金）入住的酒店经常停电，发电

机只供应酒店厨房用电。经协调，
考察组将办公室搬到了酒店厨房。
考察组成员常坐在切菜的案板上敲
电脑键盘，完成每天的任务报告。

连日的奔波付出，让海垦设计院
考察组更加理解了刚果（金）人民对
农业技术的渴望，“我们吃点苦不算
什么，最重要的是把祖国交给我们的
任务完成好。”回忆起这段经历，考察
组成员告诉记者。

近年来，我国在非洲援建了一批
有特色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动中
非农业合作，增加非洲农民收入。中
国援建刚果（金）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将是中非友谊的又一见证。

商务部采取公开报名的方式，向
全社会征集为商务部提供技术咨询服
务的资质单位，海垦设计院凭借突出

的专业水准，获得了参与项目可行性
研究考察的机会。

在海垦设计院考察组此行之前，
已有多个中国援建的刚果（金）农业技
术示范中心建好并投入运营。因此，
他们不仅要总结前期项目的建设经
验，还要根据中国驻刚果（金）经商处
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的工作要求，

向当地政府了解最新需求，实地考察
当地政府提供的分布在卢本巴希市、
科卢韦齐市的4个选址的土壤、水源
等方面条件，分析发展种植和养殖产
业的效益，同时也要考虑如何向当地
人传授农业技术，“授人以渔”。

“出发前一周，临时增加了科卢韦
齐市的考察点，让我们有点措手不

及。”董保健说，海垦设计院此前对科
卢韦齐的地理条件、自然环境所知甚
少，“但刚果（金）方面需要我们去该考
察点考察，我们理应扛起国企的担
当。”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海垦设计
院考察组成立临时党支部，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完成了
科卢韦齐的考察方案。

从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出发先
后前往4个选址，全程2000多公里。
在短短26天的考察期内，考察组先后
奔赴刚果（金）的金沙萨农业技术示
范中心、DAIPN农场、上加丹加省卢
本巴希市、华友钴业农业示范基地、
卢阿拉巴省等地考察，完成了援建刚
果（金）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场址比选
方案、建设方案、可持续发展方案，已

建成的华友钴业农业基地评估报告
等多份初稿，并提交给中国驻刚果
（金）经商处和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林平说，考察组此行受到刚果
（金）农业部部长，上加丹加省、卢阿
拉巴省省长和农业厅长的亲自接见，

“他们认为海南农垦是中国农业战线
的‘国家队’成员之一，在热带农业种
植方面有先进管理经验，考察组开展

的工作有助于刚果（金）农业发展和
提高粮食自给率。”

在董保健的笔记本里，清晰记录
着卢阿拉巴省省长穆耶杰的话语，“我
们非常欢迎考察组的到来，十分期盼中
国能在农业技术上给予帮助，让矿业大
省卢阿拉巴省也成为一个农业大省。”

“海垦设计院参与援非项目建设不
仅可以积累经验，扩大设计院的品牌影

响力，还为海垦控股集团实施‘走出去’
战略添了一份力量，为两国人民的友谊
添砖加瓦。”海垦设计院院长江国买介
绍，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设计院就
开始选派专家前往非洲参加援建工
作。一代代海垦工程师克服困难，为非
洲人民送去农业技术服务。中非友谊
的种子，早已在海垦人心里种下。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

国企担当 | 参与非洲援建项目

条件艰苦 | 吃火腿肠、饼干充饥

千里考察 | 交出高质量“作业”

海垦控股集团干部职工为患地中海贫血症的职工子弟叶泰铭捐款

人人献出一点爱 涓涓细流汇成海

南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
土地流转工作进展顺利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通讯员
蒙胜国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
月佳）9月8日，记者从海垦南繁产业
集团（以下简称南繁集团）了解到，经
过半个多月的努力，该集团开展的南
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土地流转工作
进展顺利，目前已进入土地流转合同
签订阶段。

“集团计划在9月底前完成6000
亩的土地流转任务，以满足科研单位
的用地需求。”南繁集团副总裁张伟告
诉记者，近日开展的土地流转合同签
订工作，得到了红华社区干部及红华
社区红明队农户的大力支持。仅9月
3日当天，红明队的土地流转合同签
订工作就完成了97％。

“与集团签订合同后，协议租期
为15年，我一次性获得了30多万元
的收益。相比以前将土地分块招
租，收入稳定多了。”红明队农户林
海滨说。

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强
富表示，南繁集团将按规定的时间节
点完成土地流转任务，保证科研单位
的用地需求。

海胶集团拟解除部分
低产胶园土地承包关系

本报海口9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近日，上市公司——海胶集团发布
公告称，该集团与控股股东海垦控股集团就解除
部分低产胶园土地承包关系及由此涉及的资产处
置和经济补偿等事项达成一致，以胶林资产评估
价格和政府补偿标准确定交易价格。预计本次关
联交易对公司2018年净利润将产生较为重大的
影响。

双 方 拟 解 除 承 包 关 系 的 土 地 面 积 约
88244.32亩，具体面积以2018年12月31日前双
方实际交付的面积为准。海胶集团将上述解除土
地承包关系涉及的橡胶林木资产出售给海垦控股
集团。本次解除土地承包关系涉及的橡胶林木资
产，包括开割胶园和未开割胶园。

为体现市场性、公平性和合理性，本次交易价
格以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评估公司出
具的评估报告为依据，且补偿参照了政府标准。
最终，根据解除承包关系土地面积及约定的补偿
及计价标准，确定本次关联交易的金额为人民币
11.16亿元，其中包括出售橡胶林木金额和青苗补
偿金额。

海胶集团表示，从2012年开始，天然橡胶市
场价格持续单边下跌，全球橡胶产业持续低迷，再
综合受灾、成本等因素影响，公司一直承受着巨大
的经营压力。在内外双重压力的影响下，公司近
年正积极探索调整经营发展规划，考虑适当减少
在海南地区的橡胶种植规模。本次拟解除承包关
系的土地，大部分属于单产低、受灾害影响较大的
胶园，面积仅占当前胶园总面积的2.5%，年产胶
约0.3万吨。

此次解除此部分土地承包关系、处置此部分
胶林资产，既能减轻海胶集团的生产经营压力、减
少亏损源，也不会对海胶橡胶种植端的持续经营
造成影响。

9月8日，2018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海南馆海垦展区，海垦大丰咖啡
产业集团生产的“母山”牌咖啡吸引众多参会嘉宾品尝。 通讯员 刘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