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档案

产 能 年产冰10万吨

功 能 同时满足约205万吨果蔬的用冰需求

经济效益 年产值1440万元

社会效益 为25名贫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

本报抱由12月3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夏贞吉 通讯员王秋英）位于乐东黎族自治
县的海垦荣光农场公司年产冰10万吨制冰厂项
目近日投产，可同时满足周边地区约205万吨瓜
果蔬菜的用冰需求。

据了解，该制冰厂位于荣光农场公司山荣基
地分公司机务队老油库与314省道交汇处，占地
面积13.93亩，项目总投资995.52万元，每年可生
产冰10万吨，属于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制冰
厂预计年产值1440万元，投产后可满足周边地区
约205万吨瓜果蔬菜的用冰需求，并能带动当地
包装、交通运输等相关产业发展。

荣光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母连云表示，
该制冰厂是乐东规模最大、机械设备最先进、专业
化程度最高的制冰厂。制冰厂投产后，有助于当
地建立果蔬冷链保鲜体系，延长农产品保质期，提
升农产品市场价值，增强农户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的信心。

制冰厂投产第一天，就接到了600箱冰块的
订单，经营实现了“开门红”。

荣光农场公司制冰厂投产
可同时满足205万吨果蔬用冰需求

勇当先锋 做好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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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名知青回访海垦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夏贞吉 通讯员吴运霞）12月1日至2日，
来自广东广州、揭阳、湛江、汕尾、汕头、潮州等地
约450名知青回访海南农垦。他们参观海南农垦
博物馆，重回他们曾度过一段青春岁月的原红岗
农场（现澄迈县红岗居），走访老连队、老胶园，看
望老职工。

50年前风华正茂，50年后两鬓斑白。在海口
参观海南农垦博物馆知青版块时，许多知青看到
茅草屋、屯垦拓荒等历史画面，不禁掉下眼泪。

“这是原红岗农场副场长刘长贵用过的枪，他参
加过长征，担任过朱德的警卫员。解放后作为垦荒
大军的一员，来到海南为祖国的橡胶事业作贡献。”
一位知青指着博物馆收藏的一支驳壳枪介绍说。

为了迎接知青们“回家”，海垦控股集团要求
各有关单位做好知青回访的对接服务工作。西达
农场公司和红岗居、海胶集团红光分公司分工合
作，成立了一个约100人的志愿者服务团队，为知
青们提供服务。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宣传部部长、工会副主
席张爱莉表示，海南农垦的发展，离不开知青们
当年“屯垦戍边”的艰苦奋斗，更离不开知青们
过去50年来对海南农垦一如既往的关注和支
持，海南农垦将永远铭记他们为农垦建设和发
展作出的贡献。

截至目前，云南海胶在云南地
区已掌控华热亚、达维等6家橡胶
加工厂，2017年加工及贸易橡胶总
量约13.24 万吨，其中加工量约8.9
万吨，成为云南主要的橡胶加工和
贸易企业。

此外，为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
路”倡议，云南海胶在做强主业的基

础上，多点布局，大胆“走出去”。
2015年5月，云南海胶收购昆明绿航
和普洱锦森两家公司，这两家公司在
老挝的全资子公司经营天然橡胶种
植、加工、贸易等业务。

“走出国门谋发展，我们盯住的
不仅有橡胶加工厂，还有橡胶种植企
业、橡胶制品生产企业。”云南海胶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平昌表示。在“走
出去”的过程中不断壮大，云南海胶
已发展成为集橡胶种植、收购、加工、
销售、研发、贸易等业务于一体的现
代化企业。

海胶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云
南是海胶集团发展岛外橡胶产业
的主战场，云南海胶肩负着“立足

云南、辐射东南亚，拓展橡胶产业
版图”的重大使命。海胶集团将紧
紧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加快步伐

“走出去”，加强与世界橡胶主产国
的合作，积极拓展境外橡胶业务，
切实增强海南农垦在国际天然橡
胶市场的话语权。

（本报西双版纳12月3日电）

积极“走出去”业务辐射东南亚

本报那大12月3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记者李关
平）12月3日，记者从海南农垦林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林
产）获悉，该公司与格林百奥生态材
料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合作研造的
橡胶木生物高分子改性生产线11月
30日正式投产。这标志着海垦木材
加工产业取得了新突破。

该生产线设在海垦林产的全资
子公司海垦宝联林产有限公司位
于儋州市那大镇的厂房内。近日，
记者在厂房内看到，橡胶木生物高
分子改性生产线上的机器正在高
速运转。据介绍，该生产线使用了
物联网技术，只需一人在机房操作
电脑发出具体加工指令，从橡胶木
被运送到传输带上、进入加压罐
内，到产品经高分子试剂加压、完
成烘干，全程实现自动化生产。

“这条生产线每天能加工两批橡

胶木，每次加工5立方米约3600公
斤，需加压10多个小时，让高分子试
剂彻底进入木材芯，从而改变其物理
性质，使木材更耐腐蚀。实验证明，
经过改性后的橡胶木非常适合用来
制作高端木地板或作为实木建筑材
料。”该生产线技术人员张雅琴介绍。

海垦林产成立11年来，主要以
海胶集团橡胶林木资源为依托开展
初加工业务，产品品类少，且产品与
竞争对手的产品同质化程度高，缺乏
竞争优势。近年来，虽然海垦林产管
理水平不断提高，业务收入和净利润
逐年递增，但木材初加工业务发展空
间已经很窄。海垦林产要占有更多
市场份额，必须延伸加工产业链。

国家木材与木制品性能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主任戚士龙认为，在当前
木材行业面临转型升级、市场竞争不
断加剧的形势下，海垦林产积极进行
科技创新，主动研发新产品满足客户

需求，有利于企业增强盈利能力。
“这条生产线使用的加工技术大

大提升了橡胶木加工产品的价值。”
海垦林产总经理朱双龙表示，根据市
场调研情况来看，橡胶木生物高分子
改性产品还没有实现规模化生产，公
司率先抓住机遇，投资建设生产线，
就是想借助科技力量提升企业的核
心竞争力。

记者了解到，由于橡胶木生物高
分子改性产品质量优良，目前，海垦
林产已接到200多立方米的产品订
单，客户为国外一家五星级酒店。
为了进一步提高产能，该公司计划
明年再安装3条橡胶木生物高分子
改性生产线。届时，橡胶木生物高
分子改性产品年产量预计可达9600
立方米。

产品的高质量不仅缘于应用新
加工技术，还基于对加工原材料的严
格筛选。在挑拣木材现场，海垦林产

的工人首先把变形弯曲的或有疤结
的木材剔除。在橡胶木生物高分子
改性产品生产出来后，还要进行二次
筛选。

近两年来，海垦林产在橡胶木深
加工技术研发方面大胆尝试。海垦
林产生产技术部部长杨光介绍，公司
与中国林科院木材工业研究所、中国
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等科研
单位合作，已在橡胶木炭化、浸渍改
性等深加工技术研发及产品研发方
面取得突破，目前正着手改造扩建厂
房、购置新设备。

朱双龙介绍，今年8月，海垦林
产成功挂牌“新三板”后，公司多措
并举提升核心竞争力，以期获得资
本青睐。省国资委发展改革处相关
负责人认为，海垦林产只有不断加
大产品研发力度，延伸加工产业链，
提高产品附加值，才能在资本市场
中生存下去。

海垦林产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提升产品附加值

橡胶木生物高分子改性生产线投产
海垦开展共青团员
拓展培训活动

本报海口12月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袁宇君）11月 29
日至 30日，海垦控股集团开展“勇
当先锋、做好表率”共青团员青年拓
展培训活动，来自海垦控股集团及
其下属单位的 70 多名团员青年参
加本次培训。

本次培训以训练团队凝聚力、培
养团员的团队合作意识、增强团员身
心素质为目的。培训期间，团员青年
参观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团誓词，接受爱
国主义教育。

据了解，本次拓展培训是2018年
海垦控股集团“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共青团员系列活动之一。此前，海垦
控股集团已先后面向共青团员开展征
文活动、宣讲活动。

海垦儋州片区举办宣讲大会

以“四坚持四做”
开展好专题活动

本报那大12月3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余美君 记者李关
平）12月2日上午，海垦控股集团儋
州片区“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
动宣讲大会在西培农场公司举办。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
进行宣讲。

宣讲的内容主要包括4个方面：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4·13”
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精神，不断
提高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行动自觉；充分
认识“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
的时代意义；以“四坚持四做”开展好

“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活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对垦区党员领导干部的
要求。

“四坚持四做”即坚持改革发展为
先，做创新发展先锋；坚持项目建设为
主，做精准招商先锋；坚持以人为本，
做产业扶贫先锋；坚持企业党建为魂，
做管党治党先锋。

宣讲大会要求，垦区企业的领导干
部要全面深入持续认真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
精神，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提高
政治站位，找准企业发展定位，进一步
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真抓实干，加快企
业发展步伐，深入推进海垦改革，在海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近日，海垦南繁集团承担的第一期南繁科研用地土地流转任务完成，6000亩土地顺利流转。
图为海垦南繁集团工作人员在对农户的土地面积进行丈量。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海垦党群组织和公共事务
“属地化”改革试点完成

本报海口 12月 3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吴仕章）记者从海垦
控股集团党委组织部获悉，该集团在8个下属
农场公司和海胶集团基地分公司开展党群组
织和公共事务“属地化”改革试点工作，目前已
顺利完成各项试点任务。

试点单位党群组织和公共事务“属地化”管理
措施主要有：属地农场公司党委、纪委、工会委员
的配备和任免，确立整合后党群组织的新职责，明
确公共事务整合管理规定及整合后人员编制管理
规定，规范工作经费管理等。

据了解，此项党群组织和公共事务“属地化”
改革旨在通过整合重组的方式，实现海垦控股集
团农场公司和同属一地的其他下属企业党群组织
和公共事务“属地化”管理，强化基层党群组织建
设，规范公共事务和垦区遗留社会事务管理工作。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组织部负责人表示，通过
整合重组，属地企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巩固
了“一盘棋”“一家人”的发展理念。

下一步，整合后的农场公司将按照党组织阵
地和活动场所“共建、共享、共用”的要求，推动基
层党组织建设工作。

海胶集团在岛外发展橡胶加工、贸易等产业，涉胶业务辐射东南亚国家

布局云南兴胶业 拓展版图谋发展
垦观察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这里，是云南省西双
版纳傣族自治州。

碧波荡漾的澜沧江从
此穿流而过，这里有着和
海南相似的气候与自然环
境，从这里向南可通往东
南亚多个国家……在海胶
集团人眼中，这里是“走出
去”、扩张橡胶产业版图的
战略高地。

10年前，一批海胶人
来到西双版纳，开始在这里
创业扎根。10年后，由海胶
人创办的云南海胶橡胶产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
南海胶）已发展成为一家
拥有400多名员工的大中
型企业。11月底，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云南海胶及其
下属的达维、华热亚等橡
胶加工厂了解到，海胶集
团正将云南海胶作为实施
“走出去”战略的一个突破
口，不断增强在天然橡胶
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11月29日，海南日报记者驱车
行驶在西双版纳的公路上，沿途随处
可见郁郁葱葱的胶林。

2009年至2010年，海胶集团派
出调研小组，深入西双版纳的橡胶主
产区，进行多方面的考察及调研。

云南海胶副总经理叶克平曾是
这个调研小组的成员之一。“在公司
成立前，我们曾通过多种方式与当地
加工厂开展合作。小组4名成员分

工协作，我当时负责加工厂这一块的
调研。”叶克平回忆说，小组成员深入
当地各个胶园及胶厂进行实地考察，
全面了解和掌握基本情况，为日后成
立公司和收购加工厂打下了基础。

万事开头难。这支“探胶先锋
队”背井离乡工作生活，克服了许多
困难。“真是一段艰苦的经历！”回首
创业之初的不易，叶克平感慨不已。

海胶人为什么要远赴云南拓展

橡胶主业？
“和海南相比，这里胶源充沛，远离

台风走廊，橡胶产量较为稳定。”云南海
胶总经理黄桂春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西
双版纳地区昼夜温差大，夜间温度较低，
更加有利于胶乳合成，干胶含量较高。

统计数据显示，云南橡胶种植面
积近900万亩，天然橡胶年产量40
多万吨。目前，云南的天然橡胶主要
集中在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天然橡胶

产量占整个云南产区的90%。
“西双版纳自然条件好、橡胶产

量高、土地资源丰富，而且距这里不
远的老挝、缅甸等国家也适合种植橡
胶，且橡胶生产加工成本低，这有利
于海胶集团向东南亚拓展业务。”黄
桂春说。

2011年 3月，云南海胶揭牌成
立，总部设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
洪市。

“先锋队”远赴云南 拓展产业版图

“云南海胶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
的意义。”云南海胶监事会主席唐明
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海胶集团进入
云南市场后，利用其在橡胶加工领域
的技术优势，对胶厂进行环保改造，
设立民营胶收购站，保护胶农利益，
带动胶农增收。

“我们坚决打好产品质量、经营
转型、竞争能力‘三大战役’，特别是
在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华热亚橡
胶加工厂，总经理李红华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该加工厂创建于 2010
年，云南海胶于2013年收购华热亚，
并投入资金进行升级改造，新增干
搅处理生产线。

“加工厂每年都能盈利，源于加
强对产品质量的控制，通过改进工
艺、维修保养设备，加工高端橡胶制
品，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李红华
说，加工厂生产的20号复合胶、10号
子午胶等产品先后通过韩泰、佳通、
正新、建大等国内外知名轮胎生产企

业认证，全乳胶于2016年底获得上
海期货交易所的产品认证。

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
县勐捧镇的达维橡胶加工厂，原是香
港达维有限公司与日本普利司通株
式会社合资兴建的一家外商合资企
业，2011年3月起云南海胶租赁了该
加工厂，2017年4月云南海胶收购了
该加工厂100%股权。

“在云南海胶接手后，加工厂的
产量逐年增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

乳胶及杂胶产量从2011年的9000
多吨增长至今年的近1.7万吨。”达维
橡胶加工厂总经理游仲平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勐腊县是西双版纳的橡胶
主产区，生产原料充足。

在加工厂内，海南日报记者闻不
到一丝异味。“我们厂综合采用国际
大公司的管理模式，向管理要效益。”
游仲平说，该加工厂不断加强内部管
理，在废水废气处理等环节做到精细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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