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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刘霞）黑色的咖啡汁从摩卡壶里慢
慢流出，咖啡清香弥漫开来，杯测
师们依次品鉴并打分……11月 14
日，位于黎母山脚下的海垦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咖啡加工厂内，9名专
业咖啡杯测师正对母山咖啡进行
杯测评级。

此次活动由海南咖啡行业协会
牵头组织。“罗布斯塔咖啡豆（以下简
称罗豆）在我国的主要产地为海南及
云南部分地区，这是罗豆中国产区的
首次专业杯测。”海南咖啡行业协会
秘书长符长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杯
测就像品选红酒一样，客观且总体性
地判断咖啡的甜味、酸味、苦味，确定
品质的优劣。“以杯测判断咖啡的风
味和口感，是鉴定一款咖啡品质高低
的科学方法，而杯测师正是检测咖啡
豆品质的把关人。”

近年来，母山咖啡异军突起，备
受市场青睐。在今年第十六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母山咖啡荣获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农
垦展团“十佳优质农产品”称号。

“借此机会，我们想对母山咖啡
进行一次摸底考试。”海垦大丰咖啡
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峥表
示，通过专业评判，如果考得好可以
进一步增强对品牌的底气和自信。

“反之，我们也不会丧气，会不断努力
改进。”周峥说。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
母山咖啡杯测选用了市场销售的5
款咖啡豆，均为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自
种自产自加工。闻咖啡的干香气、用
杯测勺去破渣、吮吸咖啡液……在杯
测现场，9名咖啡专业杯测师通过干
香、湿香、甜度、酸度、口感、平衡感等
测评，并打分。

“母山咖啡豆处理工艺很好，几
乎喝不到杂味，口感很不错，还有淡
淡花香。”在杯测现场，曾荣获香港咖
啡竞赛联盟烘焙比赛冠军的杯测师
谢乙铭对母山咖啡给予了高度评价。

经现场近两小时 30余轮的测
试，杯测师一致认为，5款罗豆有4
款评分在 80 分以上，另 1 款为 79
分。区别于传统的罗豆，母山咖啡
豆有独特的果香和平衡度，完全达

到精品咖啡水平。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

研究所研究员龙宇宙告诉海南日报
记者：“杯测的结果对于咖啡豆的价
值至关重要，此次杯测有助于进一步
提高母山咖啡品牌自信度。”

“母山咖啡品质很高，应该加大市
场推广力度，并在保存新豆上下功夫，
让全世界的人们都喝上来自海南的罗
豆。”来自台湾的杯测师许甫吏说。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总经理
李豫说，下一步母山咖啡将申请国际
咖啡质量学会标准认证，让母山咖啡
走向世界。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垦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已经规划在原阳江农
场一带种植3万亩咖啡树，拟建成海
南最大的优质咖啡豆原料生产基地、
咖啡精深加工生产基地和咖啡文化
旅游基地。

克服“本领恐慌”

西联农场公司
举办员工大讲堂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谢永斌 梁步宁）“菠萝蜜销售要搭上电商

‘快车’，线上线下销售共同发力，把西联菠萝蜜
产业做强做大。”近日，在海垦西联农场公司员工
大讲堂上，该公司二级企业西联投资公司经管办
主任薛鸿盛正在给大家讲课，台下近70名公司
员工认真地听着，不时在本子上做笔记。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员工大讲堂主要是
根据海南农垦当前的改革情况，结合农场公司实
际开展的。涉及的主题很广泛，包括菠萝蜜产业
发展、湿地公园生态管理、大病救助申请、工会知
识等内容，主要聚焦制约职工素质提升的重点、难
点，增强员工岗位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加强公司
人才队伍建设。

“通过参加公司的员工大讲堂，我更好地了
解了各部门的工作，与各部门的沟通与协调起
到了促进作用，也懂得了不少的业务知识，提升
了自己工作能力。”职工唐君兰说，在农场转企
改制的新形势下，大家都意识到“本领恐慌”带
来的困难，此时公司举办员工大讲堂活动很有
意义。

据了解，今年来西联农场公司已举办了15
场员工大讲堂活动，由公司各部门副职以上人
员以自己的工作业务为内容，轮流上台讲课，
讲课时间、形式不做限制，坚持短、实、小培训
为宗旨，提高广大员工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
工作能力。

龙江农场公司运用
法律武器追缴土地租金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黄丽妙）近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七
坊法庭的法官在法警的配合下，前往龙江农场公
司金波管理站对失信被执行人黎某某采取司法拘
留措施，黎某某被拘后主动缴纳了1万元土地承
包金。

据了解，从2009年到2016年，黎某某租用
了龙江农场公司125亩土地，共拖欠土地承包
金3.67万余元。今年4月，白沙法院依法作出
民事判决，要求黎某某向农场公司支付拖欠的
土地承包金。该判决生效后，黎某某一直拒绝
支付欠款。为此，龙江农场公司向法院申请强
制执行。

案件在执行过程中，办案法官多次联系黎某
某，要求其主动缴纳欠款。黎某某总是借口没有
钱拒绝执行，法院将其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
仍然故意逃避执行。

执行干警在黎某某承包的橡胶林附近山路
上，发现黎某某后，当场宣布了对其实施司法拘留
的决定书。黎某某被带到法庭后，主动承认自己
的错误，并缴纳了1万元欠款，剩余欠款经与农场
公司协商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林倩）记者19
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海垦优品旗
舰店启动爱心扶贫线下产品体验功
能，开设爱心扶贫产品体验店。市民
和爱心人士可通过线上下单，然后到
海垦优品旗舰店内提货；也可在海垦
优品旗舰店更为直观地了解扶贫产

品后，然后线上下单购买。
记者在海垦优品旗舰店看到，

垦区数十种农特产品摆放在店内显
著位置，包括母山咖啡、胡椒、富硒
紫糯米、金椰子、香水菠萝果脯等。
这些由垦区贫困户生产的农产品，
经过层层把关、多重检测，并精心包
装才呈现在消费者面前，吸引了大

量消费者前来选购。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思涛表示，海南农垦积极响应省委、
省政府消费扶贫的号召，不仅在线上对
扶贫产品进行销售，还创新消费扶贫模
式，在海垦优品旗舰店内专门规划区
域，长期展销垦区贫困户的农特产品，
让扶贫产品通过实体店实现常态化销

售，让广大消费者在购买扶贫产品时能
直接品鉴产品，买得开心、消费得放
心。同时，欢迎海南其他市县的爱心扶
贫产品进驻海垦优品体验店共同展销，
为海南打赢脱贫攻坚战贡献力量。

下一步，海垦优品还将推动垦区
扶贫产品线下实体店逐步覆盖全省，
将爱心传递下去。

本报万城11月19日电（记者欧
英才 袁宇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黎鹏）海南日报记者19日从海垦东新
农场公司了解到，该公司全力配合万
宁市政府开展拆违工作，进一步加强
国土管控工作，确保国有土地规范运
营，11月已累计拆除辖区内30余万
平方米违建。

11月16日，海南日报记者在东
新农场公司南林分公司（原南林农场）
茶队的一处违建点看到，多台挖掘机
正在同时作业，一栋8层违建房已坍
塌在地。

长期以来，原南林农场地区违建

之风屡禁不止、形势严峻，拆违的任
务艰巨。据介绍，一些不法开发商与
职工进行非法土地买卖；或借鸡生蛋
假借职工的身份报建，以较低的成本
变相开发小产权房。由于该地区环
境优美、气候宜人，一些外来人口抱
着侥幸心理购买小产权房，助长了违
建行为。

从11月起，万宁市政府开展了
声势浩大的专项行动，集中拆除南桥
镇原南林农场辖区内违法建筑。“我
们整合了执法力量，每天组织300余
名执法人员持续奋战在拆违现场，保
持30台挖掘机不间断作业，持续保

持集中拆违行动合力的强大声势，进
一步巩固扩大集中拆违行动成果。”
万宁市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
指挥部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充分
发挥部门统筹协调作用，加强土地
违法行为认定、重点案件查处、源头
管控等环节的部门联动，确保土地违
法行为查处快速主动、反应灵敏、及
时有效。

“为解决农场公司区域违法用地
和违法建筑屡禁不止的问题，公司党
委态度明确，举全公司之力配合万宁
市政府打赢整治违法建筑攻坚战。”东
新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农场公

司加大与属地政府的沟通力度，增加
整治违法建筑工作的专项经费，同时
组织人员对分公司的违法建筑进行无
死角、全覆盖的排查，并将排查情况及
时上报万宁市政府。

据了解，今年6月初万宁市政府
曾组织行政执法力量，东新农场公司
全力配合，对在南林分公司的茶队、红
英队、逸龙溪谷三处违法建筑进行查
处。“当天共拆除违法建筑总面积
6500平方米，对当地违法建筑猖獗行
为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南林分公
司负责人陈焕辉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进一

步加强该项工作，东新农场公司在拆
违工作中加强巡查管控力量，抽调49
人组成巡查队伍；同时，新设国土管控
和生态保护办公室，进一步加强公司
国土管控和生态保护工作；并通过大
型LED显示屏、宣传车、展板、标语等
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提高职工群众
思想认识。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思涛表示，整治违法建筑是六大专
项整治行动的一项组成内容，垦区各
单位要高度重视这项工作，主动作为、
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做好违法建筑的拆
除工作。

海南农发行2.9亿元贷款
支持南繁科技城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11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林倩 通讯员郑青）记者19日从中国
农业发展银行海南省分行（以下简称海南农发
行）获悉，该行为南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土
地流转项目提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中
长期贷款。目前，该行已审批通过2.9亿元，发
放5000万元，用于8000亩土地流转的建设资
金需求。

据了解，南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土地流转
项目由海垦南繁产业集团组建南繁科技城周边土
地流转平台，采取自营模式，对南繁科技城周边约
8000亩科研育种用地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用于支
撑南繁科技城进行南繁育种制种。

海南农发行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农垦作为
海南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热带农业生产地区，在发
展南繁育种制种产业方面拥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其中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国家南繁基地是国家稀
缺的、不可替代的战略资源，是国家科研育种公
共服务的重要平台，南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土
地流转项目建设是保证海南省乃至我国优质粮
食用种安全的需要，也是确保良种供应、实施种
子工程的需要。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吴思敏 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谷
家福）记者近日从海胶集团八一分公
司获悉，该公司今年以来新增割胶岗
位，鼓励各个派驻组主动吸收周边村
民或贫困户就业，既解决胶工短缺问
题，又助力地方脱贫攻坚工作。

近年来，由于天然橡胶价格持续
低迷，八一分公司和众多海胶集团基

地分公司一样，存在胶工短缺问题。
但是今年八一分公司领岗率高达
96%以上，几乎每一棵开割树都有工
人承包。

八一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王国祚道出秘诀：“我们鼓励各个派
驻组主动吸收在家务农的周边村民
或贫困户，进行统一培训、上岗割
胶，目前约35%的工人是周边农村

的村民。”
“目前，我们派驻组共设胶工岗

位136个，其中30人为分公司职工，
106人是村民。”八一分公司英岛派
驻组组长周福胜告诉记者，派驻组鼓
励优先让周边农村贫困户承包割胶
岗位。

“今年八一分公司为我们村106
人安排了割胶岗位，其中26人来自贫

困家庭。”儋州市雅星镇大沟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符国万说，八一分公
司吸收村民当胶工，有效提高了村民
收入，极大促进了脱贫攻坚工作。

大沟村贫困村民苻克燕从今年
起承包两个树位共800多棵橡胶树
的割胶任务，“一个月最多能挣4000
多块钱，孩子每个月上学的伙食费可
算有着落了。”她高兴地说。

用保护价收购菠萝蜜、
建加工厂化解市场风险

南金农场公司
多举措维护职工利益

本报定城11月19日电 （通
讯员徐海鹰 记者欧英才）记者19
日从南金农场公司获悉，目前，南
金农场公司菠萝蜜大量上市，产量
预计达1000万公斤。公司对青果
以每斤不低于1元的保护价进行
收购，保护菠萝蜜种植户、管护工，
特别是困难职工的利益。

“以职工利益最大化为出发
点，南金农场公司想方设法拓宽销
售渠道、延伸产业链、化解市场风
险。”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庆
表示，2016年，公司注册成立绿果
食品公司，投资400万元建成一条
水果果酱生产线，生产速冻果品和
水果制品。

该公司还成立了海南诚果商
贸有限公司、海南海垦金润农产品
股份有限公司和海南壕迈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并与广东澎珑电商平
台合作，稳步推进大营销，已在北
京、嘉兴、临沂、东莞等地设置销售
网点。下一步，该农场公司将继续
在全国各地成熟市场铺设专营区。

东新农场公司全力配合属地政府打赢攻坚战，一个月拆除违建30余万平方米

重拳出击 严打违建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海垦开设爱心扶贫产品体验店
市民可线上下单线下自提

海胶集团八一分公司新增割胶岗位吸收周边村民就业

既带动贫困户脱贫 又解决胶工短缺难题

垦·农经 多款咖啡豆经专业测评达到国际精品咖啡标准

母山咖啡：底气源于品质

瓦房变楼房 农场大变样

曾经的母瑞七队（见下图，许欢
摄），处处是老旧的瓦房。如今，旧貌换
新颜，建起了一幢幢琼北民居风格的楼
房（见左图，许凯迪 摄）。

近年来，海垦母瑞山农场公司通过
开展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暨红色旅游
建设项目，以产业带动就业，改善职工
群众居住环境，共同建设美好新家园。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杯测师正在对母山咖啡进行杯测评级。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