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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海垦小灵狗出行”已拿到
澄迈县、海口市的2000辆新能源汽
车分时租赁的资质牌照，在海口、三
亚投入运营300多辆新能源汽车，近
期还将交给海垦控股集团192辆首
批置换车。

自今年1月1日起，海垦控股集团
在集团总部和所有下属二级企业中全
面开展公务用车置换新能源汽车，并逐

步扩大新能源汽车在全垦区的使用率，
为全省公务用车“新能源化”以及新能
源汽车的发展做出海垦示范。

“将原来的传统燃油车置换为新
能源汽车后，企业公务用车使用成本
将会下降，实现出行的环保、低碳、低
成本，环保效益明显。”海垦控股集团
有关负责人介绍。

经测算，新能源公务车的能耗成

本将降低80%-90%左右。从环保的
角度来看，192辆新能源公务车5年
将节约汽油近300万升，减少碳排放
约1204吨，相当于植树造林658亩。

正式投入运营之后，海垦小灵狗
公司在租车押金、车身清洁、续航保
障、后期服务等方面严格把控，确保每
一辆投放到市场的产品都符合标准，给
用户提供良好的用车体验，培育用户对

“海垦小灵狗出行”的品牌认可度。
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林兴表示，下一步，要将新
能源汽车推广到整个垦区乃至全岛，
为广大的岛民提供更加高效、便捷、
优质的绿色出行新体验，为海南加快
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及发展新
能源汽车产业作出贡献。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垦品牌

1月26日，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垦广场举行第二届海南农垦品牌（商标）新闻发布会，对外发布19个品牌（商标），再次推动一批
品质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垦品牌产品走向市场。

“品牌”就是知名度，是企业凝聚力与辐射力，更是企业发展的的动力。《新海垦》周刊将开辟“垦品牌”专栏，讲述海垦品牌建设
背后的故事，让读者了解品牌创建的过程，感受品牌产品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海垦小灵狗出行”新能源车亮相海垦第二届品牌(商标)新闻发布会

开“海垦小灵狗”当绿色出行达人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1月26日，2019海南
农垦第二届品牌（商标）新
闻发布会暨品牌（扶贫）年
货节活动在海垦广场举
行。印有“海垦小灵狗出
行”Logo的多款新能源车
型也在活动中亮相，吸引
了众多消费者的目光。

“海垦小灵狗出行”是
由海垦集团和吉利集团合
作，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
团与小灵狗出行科技联合
投资的项目，“海垦小灵狗
出行”旗舰店就设立在海
垦广场。

“低能耗出行？纯电
动？不烧油”“首月仅需
9390元”“带牌新车开回
家”……在宣传语的吸引
下，消费者纷纷走进“海垦
小灵狗出行”旗舰店咨询
价格及租赁方式、亲身体
验汽车性能等。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启动品牌
建设，谋划将“海垦”品牌打造成海南
乃至全国农垦领军的“大腕”品牌。

“海垦小灵狗出行”，是一个年轻的海
垦品牌。

“海垦小灵狗出行”诞生至今仅7
个多月，回顾它的诞生过程，可用一
个“快”字来形容。

2018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12号文件明

确提出支持海南建设国家生态文明
试验区，并要求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
和节能环保汽车。2018年5月8日，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
涛一行在考察多家新能源汽车企业
后，来到浙江省吉利集团考察，围绕
新能源汽车产业进行深入探讨，初步
达成合作共识。

一周后，吉利集团调研团队到海
南开展前期调研，并与海垦商贸物流

产业集团洽谈合作具体事宜。6月3
日，海垦控股集团与吉利集团在海口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6月8日，海
南海垦小灵狗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小灵狗公司）在
海南生态软件园注册成立。

虽然“小灵狗出行”原先在杭州
等地都有着成熟的运营经验，但对
于海南这个新市场而言，如果直接
生搬硬套以往的模式，难免会“水土

不服”。
于是，海垦小灵狗公司工作人

员实地调研海南不同区域的用车环
境，为车辆引入标准提供第一手参
考资料，综合车辆的续航能力、环境
适应力后，引入以小型SUV为主的
新能源汽车，车辆续航里程均达到
300公里以上，并建立以长租、短租、
分时租赁、闲时共享为核心的业务
模式。

“现在，海南一些居民都知道我
们的品牌，也知道是与新能源汽车有
关，但是具体提供哪些业务，他们并
不明晰。”海垦小灵狗公司品牌经理
宋敏强说。

品牌有了，品牌辨识度和知名度
又该如何提升？海垦小灵狗公司在
过去的半年里，尝试了参加会展、线
下巡展、开设门店等多种方式，不断
宣传和普及“海垦小灵狗出行”的产

品情况及经营业务，努力通过引导，
将“海垦小灵狗出行”与新能源汽车
分时租赁这两个概念在消费者的认
知里“挂钩”。

如2018年 10月19日至21日，
海垦小灵狗公司携特斯拉 Mod-
elX、特 斯 拉 ModelS、比 亚 迪 元
EV360、上汽荣威 RX5、吉利博瑞
GE、北汽 EU300 等多款新能源汽
车参加第三届海南新能源汽车及电

动车展览会。
今年1月，海垦小灵狗公司借助

海南农垦丰富的土地资源、组织化程
度高等优势，开启线下巡展，将品牌
下沉到红明农场公司、南金农场公司
等垦区基层单位，吸引当地居民驻足
参观并咨询，从而进一步开发城镇的
消费群体。

此外，“海垦小灵狗出行”已开设
了1家海垦广场旗舰店，以及新城吾

悦广场体验中心、万达广场体验中
心、海甸岛体验中心、绿生花园体验
中心、红明农场体验中心、三亚迎宾
路体验中心等6家体验中心，覆盖海
口、三亚、澄迈3个市县。

“之前没有开过新能源汽车，听
说有很多优惠政策，充电费用也很合
算，红明农场体验中心开张以后，便
捷购车更加方便了我们平时的出
行。”海口市三门坡镇居民袁金荣说。

“海垦小灵狗出行”加速落子海南

提升品牌知名度 开拓海南市场

正式投入运营 开启绿色出行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1月26日，2019年海南农垦品
牌（扶贫）年货节在海垦广场开市。
不少消费者一大早便来购置年货，
现场人头攒动，好不热闹。

“排骨多少钱一盒呀？”“海岛福
猪的养殖场在哪？”在海岛福猪摊
点，一批又一批的消费者过来买猪
肉，小小的摊点总是挤满了人。4
名身着湖蓝色工作服的海垦畜牧集
团工作人员，一边给消费者打包冰
柜里的猪肉，一边介绍产品的背景。

海口市民蒋强是海岛福猪的
老客户了，他一口气买下10盒海
岛福猪，“海岛福猪我经常吃，口
感不错。”

在龙江红心橙摊点，一箱箱10
斤装的龙江红心橙堆叠得很高，展
台上则摆放着切好的红心橙，皮
薄多汁。“果王”陈德弟正站在前
面做推介，“目前海南各地种植的
橙子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而我地
里的红心橙还可以卖到今年春
节，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亮点所
在。”他得意地说。

同样是扶贫产品的母山咖啡，
此次的“阵势”有点大。咖啡机、咖
啡壶、咖啡杯、咖啡豆、速溶咖啡
……应有尽有，在母山咖啡摊点
前，一位咖啡师在现场冲泡咖啡，
经过的消费者手上都拿着白色小
纸杯，品尝着母山咖啡的独特风
味，现场弥漫着浓郁的咖啡香。“本
次年货节活动，母山咖啡所有产品
都打8折。”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
团营销部长熊军说。

自1月26日开市以来，各摊点
生意火爆，许多订单飘雪般“砸”
来。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四季佳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的1200箱蜜枣和
近200箱红心石榴全部售空；龙江
农场公司卖出300余箱龙江红心
橙；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下的文丰
文昌鸡和海垦和牛分别接到来自广
东一家企业的10万元订单；海垦茶
业集团的“南海牌”茶叶接到2万元
订单……

据统计，截至 1 月 27 日 18
时，2019年海南农垦品牌（扶贫）
年货节活动累计交易金额100万
余元。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

海垦年货节在海口海垦广场开市

物丰人气旺
年货轻松购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李骁可）近日，2019年

“春节游”海垦旅游目的地专场推介
晚会在海垦广场举行。晚会上推介

了海垦神泉集团南田温泉旅游城、海
垦母瑞山红色旅游等海垦知名旅游
目的地，让市民游客领略海垦美景、
领略农垦风情。

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化部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选取的海垦旅游目
的地进行专场推介，希望让大家进一
步了解农垦旅游、关注农垦旅游和支

持农垦旅游，从而向更多的人展示农
垦的历史人文之美和自然生态之美。

这些景区都有哪些亮点？快来跟
着海南日报记者的步伐，一探究竟吧。

产量250万斤，产值破千万元

龙江红心橙迎来丰收季
本报牙叉1月28日电（记者欧英才）海南日

报记者1月28日从龙江农场公司获悉，今年龙江
红心橙迎来丰收季，目前红心橙采摘产量达250
万斤，产值破千万元。

龙江农场公司红心橙基地相关负责人陈德
第介绍，今年是农场公司红心橙挂果第二年，挂
果量大大提升，农场公司5个红心橙示范基地目
前采摘量达250万斤，采摘量远远超过去年70
万斤，按照平均收购价5元至6元一斤，产值已
破千万元。

“我们种植的红心橙品质有保证，深受市场青
睐。”陈德第说，农场公司与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
镇农产品供应站合作，职工们把红心橙送来这里
分拣、检测、包装，并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

从2015年起，龙江农场公司采取“农场公
司+合作社+职工”的混合所有制合作方式，引导
职工种植红心橙。去年迎来首年挂果。

海南日报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红心橙已进入
采摘末期，目前仅剩20万斤，预计春节前将采摘
结束。市民朋友想要尝鲜，可在海垦品牌（扶贫）
年货节购买，龙江农场公司设立了专门展位。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举办家庭烹饪大赛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近日，由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主办的“我的美好生活”烹饪大赛在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举行。

比赛有10个家庭的煮妇（夫）参赛，每位参
赛选手需完成3道菜品，分别为凉拌菜、清炒时
蔬和荤菜。其中凉拌菜、清炒时蔬的食材由家庭
其他成员到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的黄瓜、生
菜、西红柿等菜园里采摘而来，再交由选手进行
创意烹饪。

在活动现场，各位选手纷纷亮出自己的拿手
好菜，蒜香排骨、鱼香肉丝、红烧肉……每一款菜
肴都色香味俱佳，现场弥漫着让人垂涎三尺的香
气。除了厨艺比拼，现场还进行了精彩纷呈的儿
童舞蹈表演节目，同时进行互动抽奖，2位幸运观
众获得共享菜园1年使用权和真人CS套票，30
位幸运观众获得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雪山之
王套票。

在专业评委和儿童试吃团的严格评审下，现
场评出了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和
优秀奖一名，奖品丰厚。其中，一等奖得主获得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的共享菜园半托管2个单
元（约60平方米）1年使用权，以及10张雨林剧场
演出票。

参赛家庭对本次活动赞不绝口，纷纷表示，在
新春佳节来临之际，举办家庭烹饪大赛活动十分
有意义，一方面提供了平台，让各煮妇（夫）能一展
所长，另一方面在烹饪过程中也能加强与孩子的
沟通合作，增进亲子关系。此外，还观赏了各具特
色的热带植物，体验了公园的游玩项目。

神泉集团获授
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基地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陈茜）记者近日从海垦神泉
集团获悉，2018全国乡村振兴示范推介活动颁奖
典礼暨首届乡村振兴发展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海垦神泉集团获授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基地，该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隆荣获评全国乡村振兴风
云人物。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人民网和中国科技产业
化促进会小康村创新战略联盟联合开展，旨在有
力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及
榜样引领作用。活动经过申报、网络投票、专家评
审环节，共评出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基地10个、乡
村振兴示范村30个、乡村振兴风云人物10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南乃至全国农垦，神泉集团和
彭隆荣是唯一获奖的单位和个人。

海南橡胶拟对华海实业
进行变更和投资

本报海口1月28日讯（记者欧英才）近日，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
称，拟收购全资子公司海南橡胶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持有的海南华海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海实业）100%股权，使其成为公司的全资二级子
公司，并拟以现金9810万元对华海实业进行增资。

同时，海南橡胶拟将华海实业变更为海南国
际文旅消费中心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
商核准为准），经营范围拟变更为医养融合大健康
产业开发，国内外体育赛事开发，经营文化旅游项
目开发，主题公园、体育运动度假休闲小镇开发，
乳胶制品生产经营、销售等。

公告显示，华海实业原本经营范围为热带高
效农业、生态农业、休闲观光农业、农具和农业设
备的生产销售等。

海南橡胶在公告中称，对华海实业进行变更
和投资有利于更好地实施公司的战略规划，缩短
管理链条，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运营效率；能进一
步增强华海实业的资金实力和项目运作能力，更
好发挥华海实业的平台作用。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海南橡胶对
华海实业进行变更和投资主要是为了积极参与到
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中，全面、精准地贯彻落实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海
南省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实施方案》。

2019年“春节游”海垦旅游目的地专场推介晚会举行

春节游海垦，5个地方等您来打卡

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

地点：海口
简介：这里有国内一次

性建设单体规模最大、集成
技术最全的热带农业玻璃
温室——农业梦工厂，拥有
近 1 万平方米的鲜花餐厅，
欧式风格的桌椅呈现出浓郁
的田园风。

公园内还有至今已有千
年历史的海口历史文化名村
——高山村。漫步村庄之
中，“村在园里、家在景中”的
景象仿佛一幅画卷徐徐打
开。

值得一提的是，该园区
是开放式的，免收入园门票。

海垦母瑞山
红色旅游区

地点：定安县南端
简介：这里是琼崖革命

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摇
篮”，被誉为海南的“井冈
山”。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陈列海南军民坚持
23年革命斗争的大量历史资
料和珍贵文物，是海南红色
旅游的重要景点和革命传统
教育基地。除此之外，母瑞
山上有红军潭、红军机械厂、
马鞍岭阻击战场等遗址。

此外，母瑞山还有良世湖、
南牛岭瀑布等绝美自然风景，
四周风光迤逦、环境优美，是休
闲养生，户外运动的好去处。

海垦毛公山
红色文化生态旅游区

地点：乐 东 黎 族 自 治
县 原 保 国 农 场 场 部 侧
800 米处

简介：这是一个集旅游
观光、红色教育、文化科普
等于一体的园林式自然景
观红色文化旅游区。设有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展览馆、
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博览
馆、海南农垦发展博览馆。

毛公山脚下以黎、苗、
汉多民族混居，让这里仍
保有传统的手工织黎锦、
手工剪纸、徒手捕鱼、上山
采野灵芝和野蜂蜜等极具
特色的民俗习惯。

海南莲花山氡泉森林
养生文化景区

地点：儋州市东南部
简介：海南莲花山氡泉森

林养生文化景区（简称莲花山
景区）是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打
造的第一个5A级景区。

在莲花山景区，著名的
蓝洋温泉正位于此，2017 年
蓝洋温泉被授予“世界上
含氡量最高的热氡泉”证
书。

景区内有远古生态神木
园，共 387 棵“神木”即硅化
木。还有莲花寺观音洞，这
事是喀斯特地貌溶洞，洞内
有奇形怪状的钟乳石以及观
音塑像等。

神泉集团
南田温泉旅游城

地点：三亚
简介：海垦神泉集团南

田温泉旅游城拥有“神州第
一泉”的美誉，南田温泉平
均水温在 57℃左右。在南
田神龙谷温泉公园，分布着
大大小小共 60 余个功效各
异的泡池，满足游客的养生
需求。

泡完温泉，为身体蓄满
能量，你可以来体验高雅的
休闲运动。在海垦神泉集团
旗下的神泉国际高尔夫俱乐
部，球场依山傍水，保存大量
原生态地形地貌，还可以俯
瞰美丽的海棠湾。

近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在温室大棚培育的热带花卉大量上市，图为游客在选购热带花卉。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摄美丽花卉添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