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垦品牌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依托母子品牌联动、提升产品质量，推动品牌升级

一颗咖啡豆的涅槃重生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2月11日，春节后
上班第一天，位于琼中
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下的大丰咖啡厂又
恢复了往日的繁忙，职
工们趁着大晴天，忙着
水洗或晾晒咖啡豆。

此时，100多公里
外位于海口滨海大道
逍遥国旅营业部的专
柜里，摆放着包装精
美的母山咖啡系列产
品，吸引市民游客竞
相购买。

近年来，海垦以做
强咖啡产业为突破口，
以母山咖啡为核心品
牌，全力打造咖啡名
片。拥有60年历史的
母山咖啡借助“品牌强
垦”的东风，不断扩大
品牌影响力与产品美
誉度，成为咖啡行业一
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我之所以选择加入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就是被它的品牌历史与文化所打
动。”2019年1月26日，海垦控股集团
第二届海南农垦品牌（商标）新闻发布
会上，来自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入职不到
1个月的“90后”员工魏宇晨站在台上，
与观众分享母山咖啡的品牌故事。

母山咖啡的历史可追溯至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它的前身“琼丰”牌咖啡有过一

段辉煌的历史。遗憾的是，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受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琼丰
咖啡销量逐年萎缩，光环随之褪去。

新一轮农垦改革大幕拉开，海南农
垦启动实施“八八”战略，海垦成立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并将琼丰咖啡更名为母
山咖啡，开启了重塑品牌之路。

此时，一道难题摆在了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管理者面前：“琼丰”品牌已衰

落，新生的“母山”品牌在消费者中知晓
率不高，打响品牌谈何容易？

“一个新品牌的塑造需要时间，如
果没有海南农垦，只有母山咖啡，市场
上谁会认识我们？”大丰咖啡产业集团
总经理李豫坦言，“品牌强垦”战略的实
施，让母山咖啡找到了方向。“在做宣传
推广的时候，我们一直坚持把海南农垦
的标志放在前面，海南农垦本身就是一

块有公信力的金字招牌。”
而实际上，这正是海垦控股集团

品牌文化建设的重点：以核心品牌
“HSF”为支柱，以特色产品品牌为支
撑，树立海南农垦母品牌和著名子品
牌“1+N”的品牌发展模式，通过母品
牌的打造、子品牌的宣传，形成以“海
垦”品牌统领，母子联动、互为支撑、协
同发展的品牌体系。

母子联动 老品牌有了新活力

一个品牌，要想形成一定的知名
度，还需要一定的曝光度。自亮相2017
年首届海南国际咖啡大会暨咖啡及饮品
展览会以来，一年多时间里，母山咖啡相
继参加了海南（屯昌）农民博览会、厦门
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等展会，充分利
用各种媒体窗口，搭建品牌宣传平台。

然而，在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周峥看来，并非参加几场

展会，召开几场新闻发布会，就等于打
响了品牌。除了加大宣传推介力度，
该集团严把质量关，竭力为消费者带
来高品质的咖啡产品。

“培育品牌，质量是立足市场之本，
只有多年如一日严守质量标准，才能在
消费者心中树立品牌形象。品牌不是空
中楼阁，没有质量品牌就是一个空壳。”
周峥说，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坚持绿色生
产，从种植到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层

层把控，形成了规范化、生态化的管理模
式。母山咖啡的品牌定位为：从种子到
杯子，打造全产业链，做自然、健康生活
方式的提供者。

“咖啡花也是苦的吗？”“咖啡果长
啥样？”李豫还记得去年10月在湖南长
沙参加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
会时，许多消费者十分好奇咖啡的前端
种植环节。“消费者很想了解咖啡的种
植流程，我们拥有完整的咖啡产业链，

可以开发咖啡主题的观光体验游产品，
普及咖啡文化。”他说。

海南省咖啡行业协会秘书长符长
明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我国咖啡产业
已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人们从
喝速溶咖啡到开始喝现磨咖啡，消费
者对咖啡品质要求越来越高。目前，
国内以产地名称命名的咖啡品牌较
少。海南农垦打造咖啡全产业链，有
着明显的土地、组织及技术优势。

品质为先 发力打造全产业链

“欢迎致电母山咖啡，幸福滋味
……”从去年开始，大丰咖啡产业集团
所有员工的手机有了统一的彩铃。

“亲友们一打电话来就知道你是
卖咖啡的，自己无形中成为了品牌传
播者。”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职工刘霞在
微信朋友圈发布的信息，几乎每一条
都与咖啡相关。在她看来，自己敢于
表达，是源于对母山品牌的自信。

职工建立对企业自有品牌的自

信，也并非一蹴而就。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的前身是原阳江农场，农场
改制后，变身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一
开始，一些职工对发展咖啡产业存
在疑虑。

“农场改制后，人员年龄结构老
化，职工市场敏感性不强，加上种植生
产咖啡前期投入成本高，大家对能不
能做大做强咖啡产业判断不清。”一名
老职工说。

“有压力才有动力，现在大家都在
努力学习咖啡专业知识，培养市场意
识，克服本领恐慌。”刘霞说，近两年来，
集团上下品牌意识不断增强，营造出

“人人塑造品牌、人人维护品牌、人人传
播品牌、人人就是品牌”的浓厚氛围。
看到母山咖啡品牌影响力与日俱增，大
家对企业的发展充满信心。

去年年底，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公
开招聘了7名新员工，培育专业后备

人才。为布局新市场，今年初，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与海南逍遥国际旅行社有
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海南逍遥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线下100家门店
将为母山咖啡开辟专区，设置母山咖
啡专柜，用于推广母山咖啡品牌、销售
母山咖啡。据了解，目前，母山咖啡已
进驻19家逍遥国旅门店，进一步提升
了母山咖啡的品牌影响力。

（本报营根2月11日电）

开拓市场 职工成品牌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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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达农场公司
首批菊花上市

本报金江2月11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冯志顺）记者2月10日从
海垦西达农场公司了解到，该农场公司旗下的海
南省西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种植的100多亩菊花
已开始上市。首批采摘的2100束菊花远销上海，
每束售价7元。

海南省西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2018年11月，该公司开始在
西达农场公司的昆仑基地分公司种植菊花，品种
主要为神马白菊，生长周期为3至4个月。目前，
已聘请30个当地的村民为临时工。此外，该公司
用于储藏鲜花的冷库2月7日（正月初三）正式投
入使用，为储运菊花提供了便利。

据了解，海南省西达农牧科技有限公司计划
在今年之内种植花卉700多亩，并在西达农场公
司和岭基地分公司和昆仑基地分公司建立3到5
个现代农业示范基地，做强花卉产业，带动企业增
效、职工增收。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赵曼莉）近日，海垦控股集团召开垦区违法用地和
违法建筑（以下简称“两违”）整治行动工作会议，
部署开展“两违”整治行动，计划在三亚、陵水、万
宁等市县选择典型农场公司作为“两违”整治重点
区域，协调配合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
垦区“两违”，规范垦区国有土地使用和管理。

会议指出，今年2月底前要全面完成垦区“两
违”存量摸底排查工作，全面摸清垦区“两违”存
量，建立“两违”台账。

“‘两违’整治是集团2019年的一项重点工
作，关系垦区国有土地的规范使用与企业职工的
利益。”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垦区各单
位要按照省委、省政府深化生态环境六大专项整
治的决策部署，主动作为，为实施农垦“八八”战略
和乡村振兴战略争取发展空间。

据了解，海垦将通过建立“两违”网格化分区管
理机制和巡查机制，按照“源头严防、露头就打”的要
求，对新增“两违”零容忍，严控“两违”增量；加快出
台分类处置方案，根据历史形成原因、使用现状等情
况，制定垦区“两违”整治分类处置办法；尽快出台垦
区建房管理办法，全面规范垦区用地和建设行为。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纪委将认真梳理“两违”
整治过程中的相关线索，加大督查力度，严肃查处
一批典型案件，并在媒体上公开举报方式，接受群
众监督。

海垦将把整治“两违”工作成效纳入下属二级
企业年度KPI考核范围，对工作落实不力、新增

“两违”问题突出的单位责任人实行一票否决，并
启动追责机制，严肃问责。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人流量大、搭车走亲访友不方便
……这是人们在春节假期出行时都
会遇到的问题，在海南也不例外，这
些问题一度给岛外游客和本地市民
带来不少烦恼。

来自河南的李佩瑶近些年都会
来海南过年，利用春节假期到海南的
各旅游景点“打卡”。由于从河南开
私家车到海南路途太遥远，往年李佩
瑶都是搭乘公共汽车或动车到市县，
再打的去景点游玩，不是很方便。

今年春节前夕，李佩瑶再次来
到海南，这一次，春节黄金周期间不
打烊的“海垦小灵狗出行”让她有了
不同于往年的出游体验。“我在红明
农场体验中心租了一辆‘海垦小灵
狗出行’新能源汽车，租了一个多
月，想去哪里玩都可以直接开车去，
无需等车和转车，真是说走就走，很
方便。”李佩瑶说。

根据不同用户的需求，“海垦小
灵狗出行”推出分时、日租、长租、短
租等多种租车服务，为来琼游客和
本地居民提供了更加实惠、环保、便

捷的出行选择。据了解，“海垦小灵
狗 出 行 ”目 前 投 放 的 比 亚 迪 元
EV360车型，续航里程可达360公
里，快充半小时、慢充7小时就能让
汽车充满电，百公里电耗成本仅7
元左右。

与李佩瑶选择的短租模式不同，
海口市民陈鹏英选择的是长租模
式。2月6日（正月初二），陈鹏英开
车到文昌的朋友家拜年。2月8日
（大年初四），她又开着新能源汽车带
着北京来的朋友去定安吃牛肉，回到
海口后，用家附近的“特来电”充电桩

给新能源汽车充电。
“如今，许多岛外游客来海南度

假，相较于长途自驾，更愿意选择到
海南后租车出游，离岛时还车，这样
方便、省事。”陈鹏英告诉记者，春节
黄金周期间，原先不了解“海垦小灵
狗出行”的朋友们坐着她租来的新能
源汽车体验了一番，都表示以后也想
尝试一下。

海南海垦小灵狗新能源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为了方便
返乡过春节的本地居民和来琼外省
游客用车，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海

垦小灵狗出行”的客服热线保持畅
通，分布在海口、三亚、澄迈3市县的
4家门店（海垦广场旗舰店、新城吾
悦体验中心、绿生花园体验中心、三
亚迎宾路体验中心）照常营业，用户
通过“小灵狗出行”APP、微信公众号
或客服电话即时预约用车，前往附近
门店提车，操作十分便捷。

“租用新能源汽车出行，用户考
虑最多的还是充电问题，若日后解
决了这个问题，体验会更好。”游客
陈丽娟说。

（本报海口2月11日讯）

“海垦小灵狗出行”成春节出行新选择

本报抱由2月11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李骁可）海垦之美，美
不胜收。刚刚过去的春节黄金周，
垦区旅游市场掀热潮，数以万计的
岛内外游客欣赏海垦美景、领略垦
区之美。

今年春节黄金周，海垦毛公山农
场公司的职工刘玮惊喜地发现：来家
门口观光旅游的游客越来越多了。
据统计，2月4日至10日，位于乐东
黎族自治县的毛公山景区共接待游
客1.2万人次，接待游客数量创历史
新高。

“去年，借琼乐高速开通的东风，
毛公山农场公司联合海垦建工集团
启动毛公山景区升级改造工作，全面
升级景区软硬件设施。”毛公山景区
负责人介绍。

“在毛公山脚下，看到手工织锦、
手工剪纸、徒手捕鱼、上山采灵芝和
野蜂蜜等特色民俗表演，令人印象深
刻！”来自海口的游客李宝文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今年春节黄金周来毛公
山景区游玩，不虚此行。

“海南农垦的旅游资源十分丰
富，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开
发较晚等因素，很多旅游资源没有得
到充分挖掘，处于藏在深闺人未识的
状态。”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化部副
部长王彪说，去年集团通过举办旅游
推介会，加大宣传力度，让越来越多
的人了解海垦之美。

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位于儋
州的海垦旅游集团旗下的海南莲
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试营
业，面向游客免费开放，人气颇

高。初步统计，春节黄金周期间，
该景区接待游客量突破10万人次。

寻一处田园，当一回农夫，偷得
浮生半日闲。今年春节黄金周期间，
位于海口江东新区的桂林洋国家热
带农业公园游人如织，众多本地居民
利用假期出游体验田园农趣。公园

内雨林剧场、冰雪乐园、鲜花餐厅、生
态热带新果园等景点人气很旺。据
统计，2月4日至11日，公园共接待
游客5.04万人次，创下新高。

海垦三亚南田地区因丰富的温
泉资源而被世人所熟知。今年春节
黄金周期间，海垦神泉集团旗下的好

汉坡国际度假酒店在推出“客房+温
泉+亚特兰蒂斯水族馆”旅游套餐，
市场反响良好。酒店负责人称，今年
春节黄金周，酒店总收入比去年同期
增加约55万元，增幅约41%。

今年春节黄金周，国家3A级景
区——海垦八一石花水洞景区共接

待游客1.09万人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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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负责人洪莉元说，为了带给游客
不一样的体验，景区春节黄金周期间
举办了DIY手工制作灯笼、剪窗花等
年味十足的活动。

春节黄金周海垦多个景区接待游客量创新高

八方游客领略垦区之美

南平农场公司
瓜菜产业扶贫项目开工

本报椰林2月11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叶丽霞）海垦南平农场公司100亩瓜菜基地产业
扶贫项目近日开工，该项目计划总投资331万元。

据悉，该项目选址南平农场公司五一区什南
单队，该队是该公司最贫困的两个生产队之一。
项目建成后，将采取“农场公司+合作社+基地”的
模式运营，打造瓜菜产业链，助力脱贫攻坚。

目前，南平农场公司已成立项目组，由相关合
作社负责瓜菜种植，农场公司组织销售瓜菜。目
前，什南单队43户农户（其中贫困户6户）已全部
加入瓜菜基地合作社。项目开工后，可带动130
位村民就业。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
的南平农场公司是国有贫困农场公司。南平农场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打赢脱贫攻坚战，产业扶贫
是关键，去年以来，该农场公司通过建立产业扶贫
长效机制，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完成垦区贫困人口
脱贫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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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海垦春节黄金周 海垦部署开展“两违”整治行动

摸清存量 严控增量

着手制定垦区“两违”整治分类处置办法
尽快出台垦区建房管理办法

今年2月底前摸清垦区“两违”存量
建立“两违”台账

按照“源头严防、露头就打”的要求
严控“两违”增量

明底数

抓整治

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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