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是海南农垦博物馆开馆8周年。新一轮农垦改革即将收官，海南农垦人在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
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海南农垦博物馆特别推出8件展品，唤起那些尘封的记忆，激励新一代海南农垦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上世纪70年代，“三叶牌”锄头年产量最高达20万把，是当时海南农垦机械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一把拓荒锄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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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4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符煜）3月4日，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的荔海共享农庄启动“红明红”荔枝树认购
活动，认购截止日期为2019年5月20日。

本次认购活动共推出2000株可供认购的
荔枝树，个人、单位均可为认购主体。认购价格
为600元/株。

荔海共享农庄将在被认购的荔枝树上挂
牌，牌上可标注认购者的真实姓名，也可标注认
购者的创意取名。荔海共享农庄相关负责人表
示，采摘荔枝的时间根据荔枝的成熟情况确定，
农庄会在果熟前20天通知已认购的客户。采
摘期间，农庄可提供采摘、包装及邮寄荔枝等有
偿服务。

据悉，荔海共享农庄是海南农垦首个开园试
营业的共享农庄，面积达520亩。该农庄集生产、
生活、购物、餐饮、住宿等功能于一体，计划打造成
以荔枝为主题的产业生态园。

荔海共享农庄：

“红明红”荔枝树开始认购

认购享入住客房优惠
认购5株 赠公寓民宿双标1间1晚

认购10株 赠中等户型别墅1栋1晚

认购30株 赠大户型别墅1栋1晚

联系电话：13876839544（唐先生）

认购价格：600元/株
一株荔枝树的产出：60斤鲜果

认购地址：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荔海共享农庄

海垦将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

关爱女职工 凝聚她力量
本报海口3月4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宋宛阳）第109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即将到来，海
南日报记者3月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获悉，
垦区各级工会将在本月陆续开展以“巾帼奋进心
向党，春风筑梦暖女工”为主题的“三八”妇女节系
列活动。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将开展女职工
“智慧巾帼，奋进未来”专题培训活动，邀请专家
学者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为女职工授
课。神泉集团、广坝农场公司等基层企业将开展

“情暖半边天”维权月活动，增强妇女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的意识；开展“春风送暖”关爱行动月活
动，做好关爱服务困难女职工相关工作；联合培
训机构开展月嫂就业培训活动，促进贫困女职工
就业。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垦区各
单位要把开展“三八”妇女节系列活动与为女职工
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多种
形式送去关爱；引领女职工立足岗位，讲奉献、建
功业、求进步，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海垦重拳整治“两违”
本报海口3月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卢月佳）2月28日至3月1日，海垦控股集团
班子成员及总监级人员深入下属集团、农场公司，
督查“两违”（违法用地和违法建筑）整治摸底排查
工作进展情况，部署下一步整治工作。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先后多次召开专题会
议，研究部署“两违”整治工作，并印发了《关于加
强农垦土地利用管理的意见》《海南农垦整治违法
用地和违法建筑工作实施方案》。目前，垦区下属
集团、农场公司已按要求在辖区内开展摸底排查
工作，摸清“两违”存量；建立“两违”台账及“两违”
网格化分区管理机制和巡查机制；积极与属地政
府建立联动机制，严控“两违”增量。

此前，海垦控股集团部分下属集团、农场公
司已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开展拆除违法建筑工
作。神泉集团东风分公司配合三亚市海棠区政
府拆除违法建筑9120平方米；海垦草畜产业集
团（原澄迈县红光农场）配合澄迈县政府拆除违
法建筑1.8万平方米；东新农场公司配合万宁市
政府开展“两违”整治工作，共拆除违法建筑34
万余平方米。

“两违”整治是海垦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具
体分为摸底排查阶段、长效管控阶段、分类处置阶
段3个阶段。按计划，今年年底，海垦控股集团下
属集团、农场公司要实现“两违”存量基本得到处
置、新增“两违”得到有效控制的总体目标；2020
年底，实现新增“两违”得到有效遏制、“两违”存量
全部得到处理的总体目标。

去年海垦南繁集团总收入1.61亿元

净利润突破3000万元
本报三亚3月4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蒙胜国）2018年,海垦南繁集团加快建设南繁产
业园，扎实推进南繁产业发展，全年总收入1.61
亿元，比上年增长168.3%，净利润3030万元，比
上年增长38.7%。

“去年，我们按照省委、省政府和海垦控股集
团党委的工作部署，扛起建设南繁育制种基地和国
家南繁种业园区的责任担当。”海垦南繁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徐强富介绍，海垦南繁集团以南繁育
制种产业为核心，以打造“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
项目、南繁科技城项目、南繁种业公司、南繁农产品
运营管理公司、南繁全程服务公司、南繁蔬果公司”
6块金字招牌为抓手，建设“产、学、研、推”一体化
南繁服务平台和国际合作平台，做强南繁产业。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 邢增慧

“噢呀啦！”“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欢迎您！”3月3日，“牵手北部
湾，惊叹新海口”2019海口城市旅游推
介会走进广西南宁，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以下简称桂林洋农业公园）
惊艳亮相，受到众多南宁市民的追捧。

作为海南农垦实施“八八”战略建
设的8大产业园中首个开园的园区，
自去年2月8日正式营业以来，桂林
洋农业公园聚力发展农业主题特色旅
游，丰富产品供给，通过举办文化活动
提升内涵，公园在全省乃至全国的知
名度不断提升，品牌建设成效明显。

做足“农”字文章
打造农业旅游高端形态

寻一处田园，当一回农夫，偷得浮
生半日闲。农业公园作为近年来兴起
的一种旅游形态，受到都市人的青睐。

“我们是年轻的旅游品牌，不同于
一般概念的城市公园，又区别于一般
的农家乐、乡村游览点。”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能义
介绍，桂林洋农业公园的发展定位是

打造农业旅游的高端形态，公园借助
海南发展热带农业的天然优势，将热
带农业与休闲旅游等元素相结合，争
创国家5A级景区。

农业公园，离不开“农业”二字。
走进桂林洋农业公园内的高山村、农
业梦工厂、共享农庄、生态热带果园等
景点，游客处处能感受到农趣。

“上一次我来高山村还是10多年
前，没想到它变化这么大！”2月 27
日，由海口市文化艺术摄影协会、大美
海南摄影俱乐部联合组建的50人摄
影团队，走进桂林洋农业公园开展“发
现美好桂林洋”采风活动，摄影爱好者
胡晓纯流连于旖旎的田园风光，手中
的相机“咔嚓”响个不停。

高山村是海口历史文化名村。桂
林洋农业公园的建设方通过对高山村
人居工程和村落环境进行旅游化改造，
将村庄整体融入公园游览区之中。改
造后的高山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乡愁
博物馆、水车、栈道等元素，吸引许多游
客驻足拍照。

与此同时，一批与公园品牌定位
相匹配的旅游项目相继建成投入营
业，提升了游客的游览体验。如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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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建有近1万平方米的鲜花
餐厅；生态果园种有数百种名、优、稀、
特品种的果树。

据统计，截至今年2月底，桂林
洋农业公园累计接待游客 53.58 万
人次。

丰富产品供给
提升品牌知名度美誉度

作为一个新景区，如何面对旅游行
业日趋激烈的竞争？桂林洋农业公园
通过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服务水
平，着力塑造一个好口碑的旅游品牌。

“旅游品牌是一种无形的资产，
它的形成源于高信任度、高美誉度、
高忠诚度的旅游品牌产品。”桂林洋
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卓华认为，消费者的旅游需求在发
生变化，园区必须有敏锐的市场嗅
觉，做到与时俱进。

去年以来，桂林洋农业公园加大
旅游产品开发力度，陆续推出“真人
CS”户外拓展训练、雪山之王乐园等
高品质旅游产品。

不去北方，在海南也可以赏雪景、
堆雪人、打雪仗。桂林洋农业公园内
的雪山之王乐园于去年12月开业。
该乐园从国外进口高科技仿真雪材
料，高逼真度还原真实雪景，采用“超
长雪滑梯+海洋球滑梯+攀爬雪城堡”
场景设计，让市民游客在游玩区内赏
飘“雪”、拍“雪”景、堆“雪”人、打“雪”
仗，玩得尽兴。

为了增强市民游客对桂林洋农业
公园这一旅游品牌的认同感，公园多
次在海口各大知名商圈及大型社区举
办推介营销活动，运用多种媒介手段
推广特色旅游产品。

在塑造好口碑的过程中，还需提
高服务质量。“噢呀啦！”在桂林洋农业
公园游览，总能见到一群统一着装、头
戴红色帽子的工作人员。他们摆出特
别的手势，亲切地向游客问好。

“我们致力于培养一批有品牌意
识的人才。”黄卓华表示，以统一的标
志、图案开展市场营销，可以给社会公
众留下较为深刻的印象。

桂林洋农业公园游客中心讲解员
范佳慧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开园以来，
她见到过不少回头客，这些顾客普遍
比较认可园区的服务水平。

注重文旅融合
建设更有内涵的景区

文化是旅游之魂。桂林洋农业公
园努力在文化和旅游之间找到结合
点，举办特色文化活动，促进文旅融
合，进一步丰富公园的文化内涵。

今年1月8日，知名书画艺术家
乔领、宁雪君书画展在桂林洋农业公
园开展。书画展以“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为主题，通过书画的形式宣传
绿色发展理念，展示祖国大好河山。

“通过举办书画展，提高园区文
化内涵，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
涛表示。

文旅融合的核心就是要通过优
质的文化内容来打动人、连接人。自
去年开园以来，桂林洋农业公园梦工
厂里的雨林剧场每天为游客带来3
场马戏表演，获得游客一致好评。今
年以来，公园举办的“我的美好生活”
烹饪大赛等活动，贴近生活实际，市
民游客参与度高。3月8日至10日，
公园还将举办首届瓜果采摘文化节，
让市民游客体验春季采摘的乐趣。

“塑造旅游景区品牌形象不是简
单地投放广告，或设计一个 LOGO
或吉祥物。”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
厅相关负责人认为，旅游业在转型升
级，游客需求越来越多元。打造旅游
品牌归根结底是旅游文化产品品质
的提升。

桂林洋农业公园还在科普、研学
旅游方面下功夫。去年9月，海南大
学热带农林学院教学实习基地在该公
园挂牌。据了解，桂林洋农业公园正
在申请认定研学旅游基地，计划开发
内容丰富又有趣的研学课程，满足游
客的个性化需求。未来，将会有更多
师生走进桂林洋农业公园这个自然科
普大课堂。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

打造农旅融合升级版

近日，海垦南繁集团
种子基地的多种作物进入
收获期。图为南繁科研单
位组织工人在晾晒收获的
玉米。

据了解，去年以来，海
垦南繁集团以南繁育制种
产业为核心，全力推进国
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
建设。目前，该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已获国家发
改委审批。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育制良种
端稳饭碗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通讯员 吴运霞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展厅内，陈列
着一把长约两米的锄头，仔细一看，

“三叶牌”标志清晰可见。
现年83岁、曾任海南省农垦总局

审计处处长的林文山记得，上世纪70
年代，垦区开荒植胶急需锄头，海南农
垦海口机械厂研发出“三叶牌”锄头生
产线，垦区的“公鸡牌”锄头（由当时的
江苏省南通机械厂生产）开始逐步被

“三叶牌”锄头替代。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三

叶牌”锄头早已淡出人们的视线。但
农垦人对它仍保留着一份情怀，因为
百万亩橡胶林是一把又一把的“三叶
牌”锄头开垦出来的。

开荒急需耐磨损锄头

“1972年，我从东太农场中学毕
业后，去参与开荒，当时用的锄头容易
卷边，最多只能用一个月，影响了开荒
进度。”上世纪70年代在广州军区生
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广州兵团，现海
南农垦）第二师第二十二团武装连工
作的林旭飞，谈起当初使用的锄头时
一脸苦笑。

开荒植胶，是当时广州兵团的首要
任务。《1970—1974年橡胶生产发展规

划》记载：“广州兵团、云南兵团和广西
生产师，至1975年，橡胶种植面积要达
750万亩。”同一时期，大量知青来到海
南参与开荒，急需数十万把农具。

如何解决锄头缺口问题，成为一
个亟待破解的难题。“那些年全国各地
都在热火朝天垦荒建设，很多地方的
人在用‘金鸡牌’锄头，我们的采购员
在南通机械厂门口打地铺蹲守抢货，
也无法满足垦区使用锄头的需求。”现
年92岁的原海南农垦海口机械厂厂
长梁文友回忆说，“金鸡牌”锄头用于
开垦海南的砂石地，容易磨损，垦区决
定自主生产锄头。

海南农垦的数家机械厂是垦区开
荒植胶的后勤保障力量，因此，生产耐
磨损锄头的任务落到了机械厂头上。

“飞机大炮我造不出来，一片铁皮做的
锄头我还造不了？”曾在北京机械厂学
习农机知识的梁文友心想。

自主研发出锄头生产线

为生产一把好锄头，梁文友组织
技术人员学习南通机械厂生产“金鸡
牌”锄头的经验，决定采用300吨摩擦
压力机和压薄扁钢滚压机制造锄头。
但海口机械厂的炼铁炉小，机床加工
无法实现，生产不了这么高大的铸铁
件。经研究，海口机械厂决定改变工
艺，把压力机床身由整体分割成4个
部分，再用定位销连接成整体。

反复折腾8个月后，1975年，海
口机械厂终于机械化生产出了耐磨损

的锄头。1977年，梁文友被评为海垦
系统的“先进生产工作者”。

海垦高级工程师余有芳后来在文
章《壮观的锄头生产线》中如是描述：

“5米长的优质扁钢经剪断、滚薄、成
型、局部淬火、回火、刃磨、涂漆，最后
包装。一个接一个工序，非常壮观。
特别是夜间，冒着火星的钢件在生产
线上流动，人们激动得流下热泪。”

“我们想到橡胶树的小枝条都有三
片叶子，就取名为‘三叶牌’锄头！”梁文
友自豪地向记者介绍，使用“三叶牌”锄
头开荒，效率明显提高。据《海南省
志·农垦志》记载，截至1989年，海南
农垦海口机械厂累计生产“三叶牌”锄
头207.84万把；1977年，我国还曾支
援柬埔寨30多万把“三叶牌”锄头。

小锄头蕴含精神价值

“三叶牌”锄头品牌影响力逐步扩
大的10余年，也是海南农垦机械业发
展的辉煌时期。林文山记得，1990
年，海南农垦共有海口、那大、营根、藤
桥、石碌等5家机械厂，负责垦区的汽
车维修、装配，机械制造，橡胶初加工
设备制造等业务，还建立起年产20万
把锄头、胶刀的生产线，以及年产20
万个200升钢桶的生产线。

后来，受到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
农垦原有的产供销体制已经跟不上时
代的发展步伐，“三叶牌”锄头也逐渐
退出历史舞台。

“社会在进步，可垦荒时期的精神财

富不能丢。”记者采访梁文友的当天晚
上，他认真地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段话。

时光流逝。如今，人们只能在海
南农垦博物馆里看到“三叶牌”锄头。
海南农垦博物馆副馆长王智表示，“三
叶牌”锄头的研发及生产过程，体现了

海南农垦人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开拓
创新的精神，小锄头蕴含着难以磨灭
的精神价值。目前，海南农垦已进入

“二次创业”时期，历史物件的内涵有
待挖掘，以凝聚共促垦区发展的磅礴
力量。 （本报海口3月4日讯）

名 称：“三叶牌”锄头

生产厂家：海南农垦海口机械厂

主要用途：开荒植胶

年 产 量 ： 20万把

精神内涵：自力更生、攻坚克难、开拓创新

上世纪70年代海南农垦克服重重困难生产出“三叶牌”锄头，让开荒植胶提速

小锄头“挖出”百万亩胶林

陈列于海南农垦博物馆展厅内的“三叶牌”锄头。（博物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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