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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携手兄弟垦区
参加冬交会
展销数百种名特优农产品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
员杨志强）2018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将于12月12日至16
日在海口举行。海南日报记者12月10日从海垦
控股集团获悉，海南农垦将联合7家兄弟垦区单
位带着数百种名特优农产品参展。

据了解，本届冬交会海南农垦馆布展面积
1078平方米，是冬交会B馆最大的特装馆。海南
农垦馆主要分为4个区域：海南农垦产业集团展
区、海南农垦农场公司展区、海南农垦扶贫产品专
区、兄弟垦区单位展区。展馆设计进行了创新，参
展规模超过往届。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海南农垦扶贫产品专
区将集中展销特色扶贫农产品；兄弟垦区专区将
展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宁夏农垦、广东农垦、天
津农垦、安徽农垦、重庆农垦、陕西农垦等7家兄
弟垦区单位带来的名特优产品。

除产品展销外，海垦控股集团还将在海南农
垦馆内举办新品推介、美食试吃、茗茶品鉴等一系
列现场体验活动，提升农垦农产品品牌知名度。

小泰铭的手术费用
凑齐了！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游
子仪）今年9月11日，海南日报曾报
道过海胶集团西达分公司职工子弟叶
泰铭患地中海贫血症，造血干细胞配
型成功，却无钱接受骨髓移植手术一
事。年仅9岁的叶泰铭牵动着百万海
垦人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心。记者
12月 10日从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获
悉，小泰铭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所需费
用已经凑齐。

今年9月7日至9日，海垦职工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捐款，叶泰铭
获得27.96万元善款捐助。11月28
日，广东省东莞台心医院通知叶泰铭于
12月10日前往该医院化疗，然后接受
骨髓移植手术，手术费用约50万元。
目前，叶泰铭家人已在医院缴纳了3万
元用于术前检查等，账户内剩余25万
元，骨髓移植手术费用还缺口25万
元。为此，叶泰铭的父亲叶茂近日向海
垦控股集团工会提出了求助申请。

海垦控股集团从海垦（知青）帮扶
互助基金中划转25万元，帮助叶泰铭
完成此次手术。

“为了我儿子手术的事，海垦集团
的各位领导、同事们及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做了很多工作，倾注了爱心，我
发自内心地感激他们！”叶茂说。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夏贞吉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秋英

“工厂开在了家门口，通过进厂
务工我又多了一笔收入，日子越过越
好了。”11月28日，海南农垦荣光农
场公司 10万吨制冰厂项目正式投
产，荣光农场公司脱贫职工林鸿格外
开心。

“受益于政府的扶贫政策和农场
公司的产业帮扶，我已经成功脱贫
了。”林鸿说，从去年年初，农场公司
帮扶资金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他开
始养殖黑山羊，目前养羊50多只。

“目前，农场公司辖区内的33户
贫困户已全部脱贫。”荣光农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母连云表示，公司
汇集多方力量，因户施策，对贫困户
进行帮扶，加快培育特色扶贫产业，
建立确保贫困户持续增收的长效机
制，进行“造血式”扶贫。

“以制冰厂为例，该厂提供25个
就业扶贫岗位，带动了一批贫困职工
增收脱贫。”母连云说。

12月4日上午，在荣光农场公司
乐光基地分公司龙眼种植示范基地
里，成片的龙眼树结出了果实。乐光
基地分公司一队的贫困职工何文盛

正在给龙眼树浇水。
2017年初，荣光农场公司整合

零星地块，改变以往单一发包土地的
模式，进行集中运营，做到“分利不分
地”。公司以农用地及地面附属经济
作物入股，合作团队和合作社以技术
入股，贫困户以劳动力入股，确立了

“公司+合作团队和合作社+贫困户”
的股权架构。项目盈利按一定比例
进行分配。

“贫困职工在种植示范基地当包
装工、种植管理员，成为上班族。”该
基地负责人何世庆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今年，包括何文盛在内的16户50
多名贫困职工获得股权收益，平均每
户增收3000多元。

“等到明年1月底，龙眼丰收了，
我又能有一笔收入了。”何文盛开心
地说。

贫困职工发展扶贫产业，需要掌
握种植养殖技术。“公司多次开展农
业种植养殖技术培训，让贫困职工有
一技之长。”荣光农场公司扶贫工作
组相关负责人告诉海南日报记者。

荣光农场公司乐中基地分公司
十七队的贫困职工李赋承包了6亩
果园，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和管理不
善，种植效益差，果园一度被撂

荒。乐中基地分公司相关负责人
刘远峰得知情况后，上门指导李赋
种植品种更好的荔枝。同时，请李
赋去自家的荔枝园务工，学习荔枝
种植技术。

“今年我的果园种上了荔枝树，
卖荔枝收入8000多元。”李赋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
“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不一样，帮

扶也要靶向发力，才能取得好的成
效。”母连云表示，农场公司充分利用
有限的资源，因户施策扶贫，增强贫
困职工的自主发展能力。

（本报抱由12月10日电）

荣光农场公司精准开展产业、就业、技术帮扶

“造血式”扶贫助33户贫困户“摘帽”

近日，海南农垦白
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开
采春茶，首日采摘茶青
2 万斤，制作成品茶
4000斤。图为春茶开
采现场，一名采茶的女
职工欢快地唱起了歌。

据了解，春茶一般
指由越冬后茶树第一次
萌发的芽叶制作而成的
茶叶。由于气候条件特
殊，海南的茶树萌发新
芽的时间偏早，采摘制
作第一批春茶的时间也
提前至冬季。

通讯员 陆和 摄

采春茶啰！

桂林洋国家农业公园冰雪乐园明日开业

一年四季可玩“雪”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

员邢增慧）不去北方，在海南可以赏雪景、堆雪人、
打雪仗吗？答案是肯定的。海南日报记者12月
10日从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了解到，该公园
农业梦工厂冰雪乐园将于12月12日开业，市民
游客可前往玩“雪”。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相关负责人介绍，
冰雪乐园设有四季滑雪、海洋球闯关、冰雪碰撞
车、极限挑战、剧场演出等游玩项目，从国外进口
高科技仿真雪材料，高逼真度还原真实雪景，满足
市民游客对冰雪娱乐的需求。

此外，冰雪乐园采用“超长雪滑梯+海洋球滑
梯+攀爬雪城堡”场景设计，市民游客在园内可赏
飘“雪”、拍“雪”景、堆“雪”人、打“雪”仗，一年四季
随时体验玩“雪”的快乐。

自今年2月开业以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不断丰富景区业态，加大旅游产品开发力度，
陆续推出“真人CS”户外拓展训练等旅游产品。

中国政府采购协会会长翟刚认
为，当前，我国正持续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
验区总体方案》提出，支持海南“建设
以天然橡胶为主的国际热带农产品
交易中心、定价中心、价格指数发布
中心”。这为海南乃至全国天然橡胶
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首先要下大

力气解决胶工短缺的难题，提升天然
橡胶原料质量，应对来自合成胶的冲
击，同时打破高端橡胶制品原料市场
长期被进口天然橡胶占据的局面。”
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研究
员苏正涛说。

海南省先进天然橡胶复合材料
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李
德新透露，目前，该公司已研发出多

种橡塑新材料，但在产品推广方面遇
到了困难，“厂房建设、设备采购投
入多，但订单量不大，大家对国产高
端天然橡胶产品认可度还不高。”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海胶集团、
广垦橡胶集团等国内天然橡胶主要
生产企业已在积极进行全产业链
科技创新。如海胶集团在采胶端
推出气刺针采割胶技术，该项技术

目前已在海胶集团阳江分公司大
丰片区一队、二队试点应用。“150
棵橡胶树，3 名工人，20 分钟完成
采割胶，干胶含量达31.5%以上，省
时省力又高产。”海胶集团高级农
艺师黄学全介绍，下一步，科研人
员将在不同割龄段的胶树上试点
应用该项技术，为今后推广应用该项
技术做好准备。

天然橡胶价格“跌跌不休”，专家学者及胶企代表齐聚海口探讨产业出路——

加快技术革新走过“寒冬期”
垦观察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 谷家福

今年的天然橡胶
收割季刚刚结束，面
对仍旧不景气的行
情，以及天然橡胶
价格持续多年低位
徘徊，天然橡胶产
业如何走出“寒冬
期”，成为业内人士关
注的焦点。

近日，来自国内
高校、科研机构的专
家学者及橡胶企业代
表齐聚海口，参加中
国先进天然橡胶产业
联盟 2018 年年会。
通过理性对话与分析
研判，大家一致认为，
天然橡胶产业从种植
端、采胶端、加工端、
贸易端到高端制造端
的全产业链科技创
新，以及科研单位与
企业的协同合作，是
推动天然橡胶产业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

“我研究天然橡胶38年了，最深
刻的体会是该领域技术革新步伐过
于缓慢，产品附加值难以提升。”海南
大学材料与化工学院教授廖建和认
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发展了60多
年，一直延续“靠天产胶”“点灯割胶”
的生产格局，存在加工流程自动化和
智能化水平低，高端橡胶制品开发力
度不足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天然橡胶产业的发展。

统计数据显示，天然橡胶价格
2011年到达4.2万元/吨的高位后，走
上了“跌跌不休”之路，如今已跌至不
到1万元/吨。由于缺乏科技创新核
心竞争优势，天然橡胶种植及加工企
业面对低迷的市场行情十分被动。

专家们认为，我国天然橡胶产业
“大而不强”是现状。近年来，虽然我
国橡胶企业扩大了在国内外的橡胶
种植面积，但没有从根本上实现生产

方式的转型升级。
北京化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院长张立群研究发现，目前，国内
胶工劳动强度与收入水平不成正比，
天然橡胶加工厂生产流程不连续、劳
动力成本过高、产品质量不稳定，在天
然橡胶产业领域我国也未完全掌握话
语权。“中国是橡胶消费大国，加快科
技创新步伐，缩减人力成本、培育高产
种苗、研发高端产品是橡胶企业未来取

得良好经济效益的‘法宝’。”张立群说。
“我们企业想做一款新产品，寻

遍国内外橡胶材料生产商，都没有找
到合适的材料。”中国化工株洲橡胶
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符剑
喜坦言，该公司主要从事气象气球生
产业务，橡胶材料生产商并不能完全
满足公司的原材料使用需求，“天然橡
胶行业创新意识不强，生产商、科研机
构、客户三方之间的沟通也不足。”

现状 技术革新缓慢

“我们在实验室搞科研，不能及
时了解上下游企业的实际需求，项
目研发目标不够明确，造成部分科
研成果无法落地转化。”中国热带农
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副所长罗微表
示，科研机构应与企业建立合作关
系，为企业提供对口工艺技术及产
品研发服务，提高科研效益。

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王祖建认为，轮胎用户很注
重产品质量，相关科研单位及原料

供应商应积极对标国外民用轮胎
质量标准，攻克尖端技术难题，更
好地为用户提供多样化、质量优良
的产品。

“橡胶加工过程中刺鼻的氨水味
一直让加工厂很头疼，相关胶乳制
品企业急需无氨原料。”海胶集团金
水加工分公司负责人蔡笃坤介绍，
今年，由中国天然橡胶协会牵头，海
胶集团和北京天一公司共同研发出
了无氨浓乳，“现在走进我们的加工

厂再也闻不到臭味了，从事乳胶枕
头、乳胶手套生产的橡胶加工企业
有了更好的原料选择。”

“产学研合一平台能使各成员单
位的科研技术资源得到有效整合，
让科研单位及时掌握企业的研发需
求。”海胶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
任飞表示，海胶集团将继续利用中
国先进橡胶产业联盟年会等平台，
与上下游企业、科研单位联合攻关，
增强全产业链核心竞争力，通过转

化科研成果推动公司产业结构转型
升级。

“创新的贡献力是巨大的，创新
也是有条件的。”农业农村部农垦局
局长、中国天然橡胶协会会长邓庆
海表示，政府部门应为企业技术创
新提供财税、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
的支持，科研单位要积极为橡胶企
业提供科技服务，更为重要的是，企
业要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好主体作用。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

出路 产学研协同创新

桂林洋国家农业公园菜园认种进行中

有块菜园等您来认种！
本报海口12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周蓓）都市农夫有片田，偷
得浮生半日闲。近日，记者从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获悉，位于公园核心区的共享菜园项目正
在继续推出共享菜园认种活动。部分被认种的菜
园已种植辣椒、五指山野菜、菜心等蔬菜。

据了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运营共享
菜园项目坚持“三不”原则，即在菜园管理过程中
不使用农药、不使用化肥、不添加激素。市民游客
认种菜园，不仅可以吃到绿色、安全的蔬菜，还能
体验田园农耕生活。

“共享菜园项目面向全国进行网络分租销售，
客户可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选择认种菜园的单
元数及种植品种，闲暇时还能到菜园里耕种、采
摘。”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相关负责人说。

此外，市民游客认种菜园后，可享受免费游览农
业公园、在高山村风水塘免费垂钓、在农业公园鲜花
餐厅用餐打折等优惠。有认种需求的市民游客可拨
打电话咨询。咨询电话：13034915687（周女士）。

分析 机遇与挑战并存

全托管认种
2999元/单元/年

（每单元30平方米）

半托管认种
1999元/单元/年

（每单元30平方米）

原则上由海南
农垦科学院专业种
植团队代耕代管

个人或团购认种3单元以上，可享受
9.5折优惠，认种5单元以上享受9折优惠

需要客户定期
耕作、管理

认种方式及价格 管理方式

多认种有优惠

制图/孙发强

12月4日，海南农垦荣光农场公司乐光基地分公司龙眼种植示范基地，
贫困职工何文盛在管护龙眼树。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夏贞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