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至
海垦美

① 海口桂林洋国家农业公园
的瓜菜大棚内，孩子们在采摘瓜果，
享受农趣。

通讯员 陈莹 摄

② 游客在海垦神泉集团旗下
的好汉坡酒店泡温泉。

海垦神泉集团供图

③ 儋州八一石花水洞景区推
出调声表演。

石花水洞景区供图

④ 游客在定安母瑞山革命根
据地纪念园参观。

通讯员 许振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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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主题演讲比赛落幕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天奥 记者李关平）9月27日下午，海南
农垦“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主题演讲比赛总决赛
在海垦国际金融中心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6
名选手分别获得一、二、三等奖，其他8名选手获
得优秀奖。

比赛中，从各赛区脱颖而出的14名选手围绕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演讲主题，结合岗位实际，
从不同角度用生动的语言阐述了对“勇当先锋、做
好表率”的理解。评委分别从选手们的演讲内容、
语言表达等多个方面进行打分。

据了解，9月19日至9月21日，海垦控股集
团分别在南金农场公司、神泉集团、八一总场公
司、建工集团举办了东部、南部、西部和海口4场
预赛，从垦区各单位选拔推荐的96名干部职工中
筛选出14名选手进入总决赛。

此次演讲比赛是海垦控股集团“在建设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践中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
旨在通过演讲比赛的形式，让海垦人讲述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
件精神的心得体会，讲述立足岗位为海南建设自
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奋力拼搏
的精彩故事，进一步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增强

“四个意识”和坚定“四个自信”上勇当先锋，在讲
政治、顾大局、守规矩上做好表率，在推动海南农
垦改革发展上担当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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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广场
举办啤酒音乐节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今年国庆
黄金周期间，海垦广场不仅推出了多
项优惠促销活动，还举办了海口首届
啤酒音乐节暨全球美食狂欢节，让不
少市民游客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国庆
假期。

10月1日至7日，2018海口首届
啤酒音乐节暨全球美食狂欢节在海垦
广场举办。网红美食家带着各类网红
美食、精品啤酒来到现场，与市民游客
互动交流。活动期间，主办方送出了
一批啤酒美食消费券，让市民游客一
饱口福，同时推出大型电音演出，让广
大市民游客伴着音乐尽情享受美食与
啤酒带来的激情和欢乐。海垦广场设
置了60多个美食展馆，其中国际展馆
10个。在国际美食展馆区，市民游客
可以品尝到朝鲜菜、巴西菜、泰国菜等
特色菜肴；在国内美食展馆区，市民游
客可以品尝到淮南菜、潮州菜、上海菜
等特色菜肴。

“海垦广场举办的活动丰富了我
们的假期生活，是品尝美食、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希望以后多举办这样的
活动。”海口市民吕女士表示，海口首
届啤酒音乐节暨全球美食狂欢节活
动形式新颖、很接地气，非常适合百
姓参与。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邢增慧）海南日报记者
10月8日从海南农垦各旅游景点获
悉，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垦区各景
点纷纷推出特色旅游产品满足游客个
性化旅游需求，“垦旅游”备受岛内外
游客青睐。

位于海口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是众多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出
游的好去处。雨林剧场、鲜花餐厅
人气旺，高山村、生态热带果园等景
点游人如织。10月 1日至 7日，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推出“真人

CS”户外拓展训练活动，让市民游
客直呼过瘾。据统计，今年国庆黄
金 周 期 间 ，该 公 园 共 接 待 游 客
14389人次。

自今年2月8日开园以来，桂林
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聚力发展农业
主题特色旅游，知名度不断提升。
为应对开园后的首个国庆黄金周，
该公园各部门工作人员全员在岗、
各司其职，全力做好游客的服务保
障工作。公园各部门通过加强对排
队区域进行管理、引导乘坐游览车
的游客，确保游客有一个安全舒适

的游览体验。
今年国庆黄金周，国家3A级景

区——儋州八一石花水洞省级地质
公园共接待游客6500余人次，营业
收入约26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7%、
16%，成为我省西部市县游客短途出
游的热门景点。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大自然的
鬼斧神工，还能感受特色民俗文化。”
八一石花水洞景区相关负责人洪莉
元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国庆期间该景
区推出儋州调声表演，一天4场。此
外，游客还能在景区品尝石花水洞的

特色美食——地下河鱼和石花水洞
跑地鸡等。

随着天气转凉，许多人选择在国
庆黄金周出门泡温泉。拥有丰富温
泉资源的海垦蓝洋、南田地区吸引了
不少温泉游游客。“在这里不仅可以
泡温泉，还能品尝到温泉蛋。”在儋州
蓝洋温泉度假区，来自琼海的游客李
培培说。地处三亚海棠湾旅游圈的
海垦神泉集团旗下的好汉坡酒店在
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推出“客房+温
泉+亚特兰蒂斯水族馆”游览套餐，市
场反响良好。

近日，前往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学习了解琼崖革命斗争历史
的游客络绎不绝。据母瑞山农场公司
初步统计，今年国庆黄金周期间，母瑞
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共接待游客
3000多人。

进入10月份，不少候鸟飞入海
垦西联农场公司新盈红树林国家湿
地公园栖息，吸引了大量观鸟爱好者
前去观赏。公园监测员罗理想告诉
海南日报记者，今年国庆黄金周期
间，许多家庭自驾游游客来到公园开
展观鸟活动。

各景点推出个性化旅游产品迎八方来客

国庆黄金周 海垦旅游人财两旺

本报那大10月8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罗
理想）一场秋雨过后，位于西联农场
公司的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内，
一处约70亩的淡水湿地水草丰美，
不时有鸟儿飞来觅食、栖息。

“这块季节性淡水湿地，丰富了
新盈的湿地类型和生物多样性。”全
球环境基金（GEF）海南湿地保护体
系项目宣教专家卢刚说，此前，新盈
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以红树林湿地、
海水养殖场两种湿地为主，偏好淡水
的水鸟尤其是越冬候鸟在此处没有
合适的栖息地，只能飞往附近的水稻
田和鱼塘栖息，“生活环境很不稳定，
不利于它们繁衍生息。”

为此，西联农场公司瞄准了湿地
公园内东场村的一片约70亩的撂荒
农田，“该片农田已经撂荒多年，其间
有一口自流井，是改造成季节性淡水
湿地的有利条件。”西联农场公司湿
地办主任王国强介绍，该自流井原本
是用来灌溉农田的，出水量较大。

去年 11月，经过努力争取，西
联农场公司获得海南省野生动植物
保护管理局的项目资金支持，出资
聘请国内专业团队做规划设计方

案，在该片撂荒农田上启动水鸟生
活环境建设。

建堤坝，挡住涨潮时倒灌的海
水；修水闸，控制该片撂荒农田在旱
涝时期的水位；建观鸟屋，方便鸟类
爱好者观察水鸟活动，组织开展科
普宣教活动……在不到一年的时间
里，一系列具体措施快速落地，曾经
的撂荒农田华丽蜕变，成了季节性
淡水湿地。

如今，该季节性淡水湿地的作用
初显。进入10月以来，虽然越冬候
鸟还未大批来临，但该季节性淡水湿
地蓄满了雨水，已吸引了许多池鹭、
牛背鹭、褐翅鸦鹃等留鸟在此处安
家。湛蓝的天空下，有鸟儿或在水中
觅食蚯蚓、虫子，或停在蕨类植物上
休息，或张开翅膀飞翔。

“在即将到来的冬季，预计此处会
吸引林鹬、扇尾沙锥、黑翅长脚鹬等偏
好淡水的越冬候鸟。”卢刚说，新盈红树
林国家湿地公园累计记录鸟类143种，
包括黑脸琶鹭、黄嘴白鹭及勺嘴鹬等珍
稀濒危鸟类，希望这块季节性淡水湿地
能吸引更多不同种类的越冬候鸟。

近年来，西联农场公司多措并举
保护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生态

环境：筹集资金近2000万元，完善周
边基础设施；清退养殖塘200余亩；
人工种植红树林132亩。

“我们牢固树立和全面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为生态文

明建设增添一份力量。”西联农场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何传经表示，当
前公司正以习近平总书记“4·13”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推动生态
文明建设，探索可持续发展模式。

西联农场公司推动红树林湿地公园生态改造，为水鸟筑新家

70亩撂荒农田变季节性淡水湿地

海垦布局文昌鸡全产业链
打造全省居民的“肉篮子”

本报海口10月 8日讯 （记者欧英才 李关
平 通讯员陈丰伟）海南农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草畜）近日与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禾丰牧业）签订合资协议。根据
协议，双方将成立海南农垦文丰文昌鸡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海南文昌鸡全产业链生态循环发
展项目，倾力打造全省居民的“肉篮子”。

据了解，该项目拟投资约2.58亿元，投产后
将按照国际标准生产优质的肉类食品，打造集良
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屠宰及深加工、饲料生产、粪
肥处理、产品销售和价格指导为一体的文昌鸡全
产业链。

“双方将利用海南现有的文昌鸡种群优势，整
合海南禽业养殖资源，通过产业融合与品牌提升，
推动文昌鸡全产业链生态循环发展。”海垦草畜相
关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可提供
2000个就业岗位，带动一批农户发展禽类养殖
业。项目将配套建设海南文昌鸡消费价格指数平
台和电商销售平台。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
该项目旨在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海南农垦
统筹全省畜牧产业发展的有关指示精神，海垦草
畜、禾丰牧业将通力合作，引领带动全省养殖业朝
着产业化、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海垦将建设
牛樟树产业公园

本报海口10月8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马静）海垦控股集团近日与湖北天南星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台湾绿能协会高雄分会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合作在海南农垦辖区种
植牛樟树并建设台湾牛樟树产业公园，同时设立
牛樟树自然保护园。

据了解，台湾牛樟树产业公园是集生态、养
生、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产业生态公园。三方将
共同构建牛樟树产业支撑体系，设立牛樟树科学
研究院、牛樟树国家重点实验室、牛樟树产业联
盟、牛樟树信息管理系统、牛樟树产业基金等。

同时，三方还将陆续开发牛樟树产品及其衍
生产品，包括牛樟烹调香料、牛樟方便面、牛樟奶
茶等加工食品，黄金牛樟茶、牛樟醒酒茶、牛樟芝
护肝茶等保健食品，牛樟芝滴丸、牛樟芝降糖丸、
牛樟芝顺气丸等药品。

据了解，牛樟树是台湾的特有树种，具有较高
的经济价值。牛樟树全身是宝，从树叶到树干都
能开发相关产品。特别是生长在牛樟树上的真菌
牛樟芝，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被称为“药材中的
王中之王”。

栖息于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内的季节性淡水湿地的牛背鹭。
通讯员 罗理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