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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的扶贫农产品
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
共销售603.05万元

海垦南金农场公司的
“南海牌”茶叶在海南爱心扶贫网上
共售出3628件

以海文高速公路沿线
为文昌鸡核心原种区域，
辐射带动全省文昌鸡产业
发展。

一
路

打造琼海、文昌、海
口、定安、澄迈文昌鸡产
业带，布局建设文昌鸡肉
鸡场。

一
带

建立文昌鸡屠宰加
工产业链，布局冷链配送
体系，改造传统生产加工
模式。

一
链

海南文昌鸡

“一路一带一链”
产业发展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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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光农场公司芒果上市
本报抱由2月25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记者近日从海垦荣光农场公司获
悉，该公司种植的台农芒、金煌芒、贵妃芒均已上
市，目前已接到了不少省内外客户的订单。

荣光农场公司规化发展部部长、乐东乐福热
带果业专业合作社社长黄少文介绍，为了避免芒
果上市时间“撞车”，该合作社今年提前通过控花
等技术手段，努力让台农芒、金煌芒、贵妃芒的上
市时间相对错开。在销售方面，荣光农场公司号
召5个基地分公司的员工化身“微商”，在微信朋
友圈发布销售台农芒果的信息；此外，南金农场公
司旗下的海南农垦南绿果食品有限公司积极与采
购商对接，拓宽芒果的销路。

据了解，荣光农场公司的芒果种植区位于北
纬18度附近，土地肥沃、光照充足、受台风天气影
响小，产出的芒果具有皮薄肉厚、鲜嫩多汁、甜度
高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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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谷家福）近日，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与软控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软控股份）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产业优势，在
科研开发、制造升级、产业基金投资
等领域进行合作。

在科研开发领域，双方将重点聚

焦军民融合、空气弹簧研发与应用、
EVEC胎面胶料研发等方向开展项
目合作。

在制造升级领域，双方将共同开
发智能化采胶技术，推进产业智能化
升级，提升海南橡胶的橡胶生产能
力；通过橡胶加工设备智能化升级改
造，打造智慧工厂，推动标准的制定，
并在海南橡胶旗下的各工厂逐步推

广应用；共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橡胶机械，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
安全生产系数。

在产业基金投资领域，双方将共
同设立投资基金，在智能制造、橡胶新
材料等新兴产业领域联合研发、共同
投资，有效提升双方在资源、资金、团
队和项目库建设等方面的协同能力。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将推动公司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公司未来的经
营和发展。

据悉，软控股份是中国最大的橡
胶机械制造企业、国际化高科技企业
集团，致力于信息化机械装备、橡胶
行业应用软件的研发与创新，业务范
围涉及橡胶新材料、物联网、新能源
等领域。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陆
和）2018年，海垦茶业集团按照垦区茶产业“一盘
棋”发展思路，推动茶产业协同发展，取得良好成效，
营业总收入达7840万元，实现净利润704万元，分
别比公司组建当年（2016年）增长35％和61％。

自2016年4月组建以来，海垦茶业集团积极
推进垦区茶产业资源、生产加工能力、品牌建设、
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整合。2018年，海垦茶业集团
荣获“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中国茶叶
百强企业”称号。

此外，该集团先后与海胶集团、乌石农场公司
和母瑞山农场公司协同推进垦区茶产业发展，取
得积极进展；与海胶集团、乌石农场公司协同推进
6500亩新建茶园项目建设，2018年基本完成新
建茶园项目的开荒定植工作；与母瑞山农场公司
协同推进母瑞山茶产业项目建设，成立海南母瑞
山茶业有限公司，推进茶叶加工生产线改造，研发
新茶叶品种“瑞山红”。

“2019年，我们将继续推进茶产业整合，坚定
不移走产业协同发展之路，打造在国内具有一定
影响力、在省内具有明显竞争优势的国家级茶叶
产业化龙头企业。”海垦茶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蔡锦源说。

目前，垦区茶园面积已从海垦茶业集团组
建初期的8850亩扩大至 15745亩，增长 78％

产业整合成效明显

海垦茶业利润
两年增长61%

海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
学术委员会成立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王章）近日，海南省农垦科
学院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召开会议，正式组建成
立海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学术委员会与创新创业
人才团队。

美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ohn
Charles Crittenden（约翰·查尔斯·科瑞谭登）任
海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师范
大学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陈彬任学
术委员会执行主任，海垦科学院集团总裁许江任学
术委员会秘书长。

约翰·查尔斯·科瑞谭登表示，海南农垦在农
业、环境可持续发展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与实践，
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希望
在前期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接，在相关领
域增进交流沟通，促进工作更好地开展。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垦科学院
院士工作站学术委员会与创新创业人才团队的成
立，有助于海垦引进高尖精人才，为垦区实施“八
八”战略、发展生态循环农业、综合利用废弃物、推
进棚户区改造、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发展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等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本报海口2月2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2 月 24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六期榜单出
炉，海南农垦扶贫农产品销售额突破
600万元，蝉联销量排行榜冠军。

目前，海南爱心扶贫网在售海胶
红光四季佳果合作社的红心番石榴、
海垦优品的五月香鹧鸪茶、南金农场
公司的果脯、母瑞山农场公司的山柚
油、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
啡、乌石农场公司的百花蜂蜜、金江农
场公司的“金鼎牌”茶叶、海垦畜牧集
团的海岛福猪等26种海垦特色扶贫
农产品。

今年春节前，海垦在3片区开展
第二轮“扶贫爱心集市”活动，1月26
日、28日、29日分别在海口片区、儋州
片区、三亚片区发动垦区党员干部及
职工群众参与消费扶贫行动，线下扶
贫农产品交易额近250万元。

据了解，海南爱心扶贫网上线运
营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发出倡议书动
员职工购买扶贫农产品，多次举办

“扶贫爱心集市”活动，探索消费扶贫
新模式，拓宽扶贫农产品销路，形成
垦区人人支持扶贫、家家参与扶贫的
良好氛围。

近日，记者在文昌市潭牛镇大昌
村看到，海垦文丰公司养殖的文昌鸡正
在悠闲散步，它们的脚上都装着一个计
步器，用于计算鸡的运动量。“通过监测
运动量，我们可以动态了解每只鸡的生
长情况和健康状况，这有利于我们提高
管理效率。”海垦文丰公司养殖技术主

管蔡克奇告诉记者，他们养殖“文鸡起
舞”品牌的文昌鸡，前100天主要在林
下放养，接着在鸡笼里养30天至80
天，全程喂米糠、蕃薯、榕树籽等饲料，
待鸡胸部丰满、羽毛亮泽，即可上市。

在笼养场内，温控技术让室内保
持恒温状态，梯形的笼子离地约半米

高，鸡粪由传送带输送出去进行无害
处理，转化为有机肥。为了保证文昌
鸡品系的纯正稳定，海垦文丰公司采
用人工选种选育的方法繁育鸡苗。

现代化、集约化、标准化、信息化
的养殖模式造就了文昌鸡的好品质。
据了解，“文鸡起舞”品牌文昌鸡已被

食药监部门检测认定为无重金属、无
药物残留、无公害的绿色健康食品。

“‘文鸡起舞’品牌的含义是文昌
鸡在绿色生态的环境中生长，充满蓬
勃朝气，也寓意海垦人以进取促发
展，做大做强文昌鸡产业。”海垦文丰
公司董事长周秋平说。

海垦文丰公司以“品质+品牌”为抓手布局全产业链

文昌鸡“舞”出新天地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符芳学

近日，海南日报记者来到海垦西
达农场公司昆仑基地分公司六队采
访，丁松岭下，花香四溢。该菊花种
植基地种植的150亩“神马”白菊已
开始上市。

据了解，该菊花种植基地由西达
农场公司与海南天圣牧源农业有限
公司合作经营，去年11月种下第一
批25万枝“神马”白菊苗。

“今年春节过后，每天都要采摘
发货。”西达农场公司董事长助理吴
燕圣介绍，截至目前，该基地已采摘
1.5万束（10枝为1束）“神马”白菊
销往上海、武汉等国内城市，每束售
价7元，供不应求。

基地里，几名工人站在尚未开始
采摘的白菊间，修剪掉多余的花蕾。

“菊花一般能长出好几个花骨朵，为
了保证鲜花的质量，只能保留一个。”
基地管护工人胡玉玉说，剪掉了多余
的花蕾，“主花”才能吸收充足的营
养，开得更艳丽。

该菊花种植基地的部分花垄上
方安装了灯泡。“夜里这些灯泡会亮
起，目的是延长光照时间，延长白菊
的开花时间。”吴燕圣介绍，清明节前
后，消费者购买白菊的需求旺盛，延
长开花时间可让“神马”白菊在清明
节前集中上市，增加经济效益。

近年来，海南生产的“神马”白菊
走俏市场，除了销往国内一线城市
外，还出口日本、韩国等国家。

一朵朵盛开的白菊，也是西达农
场公司发展产业的希望。位于澄迈县
山区的西达农场公司是垦区贫困农

场公司之一，自橡胶主业剥离、农场
企业化改制后，西达农场公司推出多
方面举措破解产业“空心化”难题。

吴燕圣说，西达农场公司将引入

新的花卉品种，计划在今年内种植花
卉700多亩，并建立3到5个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做强花卉产业。

（本报金江2月25日电）

西达农场公司建立花卉种植基地，破解产业“空心化”难题

“神马”白菊俏销国内市场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无鸡不成宴”，这是海南民
间流传的一句话，道出了鸡在海
南餐饮文化中的重要位置。
2019年春节期间，海垦文丰文昌
鸡被端上了许多海南人的餐桌。

“春节前的3次试销活动，
产品均售罄，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消费者对文丰文昌鸡满意度
达97%。”海南农垦文丰文昌鸡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文丰公司）副总经理陈丰伟
表示。

去年9月，海垦控股集团成
立海垦文丰公司，正式进军文昌
鸡产业，打造“文鸡起舞”品牌，
其文昌鸡产品先后在2018年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
季交易会、2019年海垦品牌（商
标）发布会等活动中亮相，备受
消费者青睐。

作为行业“新星”，海垦文丰
公司借助自身国企背景，与上市
公司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公
司开展合作，进行全产业链规划
布局，着力打造海南美食新名片。

业内人士介绍，虽然目前海南文
昌鸡品牌较多，但仍存在产品单一、深
加工产品研发力度不大、产品输送岛
外数量较少等问题，品牌知名度总体
不高。譬如在一水之隔的广东省，海
南文昌鸡的市场认可度偏低，清远鸡、
湛江鸡市场份额占有率远超文昌鸡。

海垦文丰公司的“文鸡起舞”品牌
推广以深加工产品为载体，让文昌鸡
走得更远。陈丰伟介绍，目前，公司已
联合科研机构开发盐焗鸡、椰子鸡等
系列熟食产品，在保证品质风味的前
提下，采用技术手段延长保质期，为文
昌鸡走向岛外打牢基础。

此外，海垦文丰公司还将助力实
现海南文昌鸡“一路一带一链”产业
发展布局，推动形成集“良种繁育、标
准化养殖、屠宰及深加工、饲料基地
建设、粪肥处理、产品销售和价格指
导”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格局，加快我
省文昌鸡产业转型升级。

“文昌鸡品牌推广需要更多海南
人的力量。”海垦文丰公司人力资源部
负责人刘蕊表示，下一步，公司将结合
海南脱贫攻坚工作，帮扶贫困户发展
文昌鸡养殖业，让更多人成为“文鸡起
舞”的代言人，让文昌鸡走出海南岛、
走向全国。 （本报文城2月25日电）

1月26日，2019年海垦品牌（商
标）发布会在海口海垦广场举行，海
垦文丰公司带来的数百只活文昌鸡
被放在鸡笼内供消费者参观选购，旁
边是一个巨大的冻鲜鸡冰柜。发布
会上，2000只活鸡和冻鲜鸡销售一
空，海垦文丰公司还接到了数万只文
昌鸡的订单。

有关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文昌鸡的出栏量为0.64亿只，
2018年我国文昌鸡的出栏量达0.9
亿只，每年以5%至10%的速度增长。

随着消费的持续升级，文昌鸡产
业依然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2017
年，省委、省政府要求海南农垦打造
全省“三大篮子”。实现文昌鸡出栏

量达1000万只是海南农垦定下的
首个发展目标。去年9月，海垦草畜
产业公司与辽宁禾丰牧业股份有限
公司合作成立海垦文丰公司，着手
建设文昌鸡全产业链生态循环发展
项目。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公司计划完成孵化190万

羽文昌鸡母苗、年出栏20万羽商品
文昌鸡的发展任务。同时，借助国企
与上市公司在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
势，聚力打造品牌，建设海南文昌鸡
消费价格指数平台和电商销售平台，
达成保供给、平物价、促生态的总体
目标，扩大海垦草畜业板块的品牌影
响力。

海南橡胶与软控股份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推动橡胶生产加工智能化

创建品牌 让文昌鸡“飞”出海南岛

强强联合 推进全产业链项目建设

生态养殖 供应绿色健康产品

2018年，白沙茶园、南海
茶园接待旅客超2万人次

海垦茶业集团已在全国设立60家品牌专营店

扩种茶树

打通销路

茶旅融合

近日，位于澄迈县的海垦西达农场公司昆仑基地分公司六队的菊花种植
基地，工人正在给白菊抹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南农垦文丰文昌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林下养殖的文昌鸡。（公司供图）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十六期榜单：

海垦扶贫农产品
销售额超6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