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药+卖药

“我们公司旗下两个和牛养
殖场，对兽药疫苗的需求量不小，
每个月都需要按批次采购药
品。”海南海垦和牛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和牛公
司）采购员王康娜透露，有些兽
药店很久进一次货，且进货量很
少，用户若需要大量采购必须提
前向兽药店预定，并等待1个星
期左右才能到货。

不仅如此，一些兽药店进货
渠道是以规模较小的药厂为主，
药效、品质都很难保证。“对于采
购方而言，兽药疫苗的质量关系
畜牧产品的品质。”王康娜说。来
自省农业农村厅的数据显示，
2018年，海南省全年生猪出栏量
为 553.9 万头，家禽出栏量为
16330万只，且近5年家禽的出栏
数量呈持续上涨趋势。

合格的兽药，是广大养殖企
业的刚需和期盼。2018年7月，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下海垦草畜
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草畜科技”）
开始托管海南省畜牧兽医药械公
司、海南海牧动物生物制品供应
站、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这三家
单位。

“这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好
的机会。”草畜科技总经理陈福海
说，同年11月10日，依托3家单
位原有的上下游渠道、产品和口
碑，草畜科技与海南金垦赛博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研发了“海
牧宝”一体化B2B购销平台，这是
海南首家做兽药疫苗的B2B购销
平台。

垦观察
市场的痛点往往是企业的着力点。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本来只是一心养牛，然而在运行过程中，关注到了兽药销售领域存在“小、散、弱”，通过整合

并引入科技企业开发网络销售平台，打造出兽药销售新业态。
海南农垦作为大型国有农业企业集群，正在利用信息技术、产业转型升级、消费者需求三驾“马车”形成倒逼机制，推动着自身新业态形成和发展。

“我们正忙着将‘海垦农地网’升
级为‘海垦资源交易网’，增添一些新
的板块和功能。”3月8日，在海南金垦
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垦赛博”），工作人员张伟生介绍。点
击进入试运行的“海垦资源交易网”，
记者注意到，升级后的网站不再局限
于垦区土地流转交易，房产、林木等海
垦资源都可以放到这里，在“太阳”底
下进行公开透明的交易。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高度重视
信息化建设工作，从2017年至今，先

后投入 2844.78 万元开展信息化建
设。作为研发主体，海南农垦旗下金
垦赛博研发了一系列符合垦区实际需
求的信息管理系统，不但在海南农垦
内部推广，还获得兄弟垦区青睐，向外
输出信息化产品。

近日，海南橡胶也在和金垦赛博
洽谈合作，为了减少收胶站人力且避
免人为干预，计划研发一个金橡收胶
站管理平台。有了平台以后，每次上
秤，相关数据就会自动录入平台，胶工
可用手机实时查看吨数及对应的收

入，最后由海南橡胶财务统一将胶工
的收入发放到各自的银行卡。

这个收胶站管理平台的作用不仅局
限于橡胶，平台核心技术成熟后，根据需
要，很快便可搭建出菜价管理平台等信
息产品，进而推向垦区以外的市场。

“立足于海南农垦众多优势资源，
金垦赛博一方面通过‘互联网+传统
产业’，打造新业态，助力海垦产业转
型升级；另一方面，在以做项目的方
式，为培育自身的核心业务打下基
础。”金垦赛博董事长孙甄表示。

海垦控股集团于去年底决定实施
“数字海垦”行动计划，推动海南农垦
工作效率提高、管理水平提升、产业发
展升级。“农业大数据平台及大数据共
享平台是‘数字海垦’行动计划的重点
项目，金垦赛博将要把现有的土地管
理、海垦资源交易、农业大数据、仓储
物流、销售几个平台串成一个闭环全
产业链，要用新兴信息技术为海南农
垦的发展赋能，催生新产业、新业态、
新动能，达到全价值链的数据驱动。”
孙甄说。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

记者登录“海牧宝”一体化B2B
购销平台，发现该平台实现了线上微
商城与线下批发管理系统的融合。批
发商验证身份过后，可以在“海牧宝”
上看到兽药疫苗的价格和功效，线上
下订单以后，可选择由草畜科技安排
配送，也可自行到海南省畜牧兽医药
械公司、海南海牧动物生物制品供应
站拿货。此外，还可以通过微信后台
实现专家远程免费问诊和病理检测，

线上开药方。
“自从草畜科技接管了三家单位

以后，药品种类丰富，数量充足，品质
也有保障，满足了我们的需求，同样
是采购一批药品，无需再奔走于多家
兽药店。”王康娜说，此外，海垦和牛
公司还号召和牛养殖场的兽医都在
手机上下载“海牧宝”，通过该平台了
解更多种类的兽药，便于日后进行线
上采购。

草畜科技下大力气开拓上下游。
一方面，上游增加了一些兽药疫苗的
知名厂家，经营品种也在增加；另一方
面，计划用3年的时间，在海南推广
100家加盟连锁店，发展下游。

“我们将以海口、三亚、琼海、儋
州、东方为辐射中心，不断完善兽药疫
苗网点布局，规划建设线下兽药疫苗
加盟连锁门店，统一药品物流配送，实
现兽药、疫苗、诊疗、技术服务、疾病检

测全覆盖。”陈福海说。
目前，“海牧宝”仍是一个以批发

为主的平台，发展加盟连锁店之后，由
连锁店来做零售，而“‘海牧宝’+连锁
店”就形成了新零售业态。到时，客户
无须再花费大量时间来海口拿货，可
直接在“海牧宝”线上下单以后，线下
再到养殖场附近的加盟连锁店拿货，
有了更加便捷的体验，将节省不少时
间成本和沟通成本。

3月，正值荔枝开花的季节，红明
荔枝园地里花香沁人。去年，“红明
红”荔枝迎来丰产年，果农盼着树梢上
鲜红饱满的荔枝，给他们带来一笔可
观的收入，不料市场行情不理想，丰产
并不能丰收。

产业结构单一、不易贮藏、经济效
益较低、受市场波动大……这些症结
无不掣肘着红明荔枝产业的发展。如
何突破？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拿出

了350亩地作为试验田——安装了
“数字红明”农业物联网第一期系统的
荔海共享农庄投入使用。以荔海共享
农庄为抓手，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引导游客“入园采摘”，发展体验式
农家乐旅游产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
多业态、多形式提升荔枝产业的效益。

“农庄倾力打造‘放心荔’，安装了
摄像头、虫情监测系统、土壤信息、重
金属等一系列农业现代化监测设备。”

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王波表示，农庄启动农业物联网
平台建设，对园区内荔枝的物候变化
实施全天候监控，通过开展“红明红”
荔枝网上认购活动，让客户随时随地
看到“自己家的荔枝”，荔枝1亩地1年
产值近2万元，效益优势明显。记者
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随即便可观测
到园区内每块生产区块的荔枝生长情
况图、空气温度、空气湿度、光照强度、

风速等，拉近人与物之间的距离。
在荔海共享农庄，游人除了可以采

摘荔枝，还可以在荔香湖旁垂钓，在农
家美食园体验正宗乡土美食，住木屋别
墅。“荔枝全年只能收获一季，但是农庄
全年可以运营。”来自江苏苏州的游客
卞寒月兴奋地告诉记者，此次来到海南
旅游，特意选择来到荔海共享农庄度
假。“这里远离城市的喧嚣，可以真正体
验乡村生态、田园美景。”她说。

信息化建设策动生产力

荔枝园卖的是体验

指尖上选药

海垦东昌农场公司与海
南天地东昌生态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合作种植的“台农17
号”菠萝已开始采摘上市，3
月 1 日至 9 日已累计采摘
25.85万斤。

为了做好菠萝采摘管理，
海南天地东昌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投入80多万元，在
菠萝基地建造起约900平方
米的菠萝存储厂房和安装生
产线，由人工对菠萝产品进
行分拣，分大中小果三个等
级包装处理。图为工人在采
摘菠萝。

文/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林宝华

图/通讯员 林宝华

“台农17号”菠萝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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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博物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吴运霞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赤子情”展
厅文物展示里，一把锈迹斑驳的胶
刀，停留在南北方向的指南针，把记
忆拉回 60 多年前的橡胶育种科研
史。它们的主人是中国首个自主研
发培育抗风高产橡胶品种“海垦一
号”的归侨——钟南。

打破橡胶封锁

“‘海垦一号’是父亲历经千辛万
苦培育出来，他为此付出了很多心
血。”3月10日，海南日报记者与现居
广州的钟南二儿子钟新明通话，电话
那头86岁的老人动情地说。

出生于1903年的钟南10多岁时

跟着祖父、祖母从广东台山赴马来西
亚。“从小，父亲就跟着家人在当地胶
园打工谋生，喜欢自行摸索橡胶芽接
育种，积累十分丰富的芽接育种经
验。”钟新明说，父亲还担任过吉隆坡
橡胶工会主席。

为打破橡胶封锁，据《海南省
志·农垦志》记载，1952 年 1月 1日
华南垦殖局海南分局成立，中国人
民解放军林业工程第一师组建，拉
开了新中国天然橡胶垦殖事业的
序幕。

1951年，钟南带着四五十名华侨
回到广州。据海垦博物馆系列丛书
《华侨篇》记载，当年8月，海南东部橡
胶树受到台风的严重摧残。

钟南向组织提出到海南岛种植
橡胶的请求。随即，他带领归侨队伍
从广州来到文昌县（今文昌市）新桥
美文山割茅草，搭起草寮，安营扎寨
开荒种胶。

暴风雨中验成果

1952年美文垦殖场接到上级指
示，成立以钟南为主的三人橡胶育种
科研小组，这也是中国天然橡胶种植
历史第一个育种科研组。

钟南的四儿子、76岁的钟志明告
诉记者，经过了解种源、查看试验区树
的抗风和产胶能力，采集胶籽，选育良
种，最终文昌锦兴胶园的10号胶树引
起了父亲的关注。试验区选在位于文
昌锦兴胶园的10号母树为良种树，定
名为“锦兴10号”。

海南农垦博物馆高级专家顾问林
旭飞在其所著《橡胶帝国》一书中记
载，1960年10月11日，12级强台风
直面袭击海南东北部。钟南奋不顾
身，在台风中心还没有到达之前，兴奋
地直奔科研试验区。“等的就是暴风
雨！不研发成功，誓不罢休！”

强台风过后，他抓紧查看风害情

况，与国外无性高产品系PB86断杆10
余枝，倾斜20余株相比，“锦兴10号”
没有断杆，仅倾斜一株。结果表明，“锦
兴10号”抗风力大大强于国外引种无
性系。1961年，“锦兴10号”开割，经
过6年的精心培育和管理，“锦兴10
号”经历两次台风袭击、一次大寒潮的
考验，产量明显高于国外引进的无性高
产品种PR107。当时的海南农垦局决
定：将“锦兴10号”橡胶品系正式定名
为“海垦一号”，组织大面积推广种植。

继承橡胶事业

1966年，钟南退休后，依旧放不
下橡胶事业，痴迷于橡胶育种、芽接。

今年已经80岁的原海南农垦总
局科技处处长陈怀楠当时在育种站当
技术员，他还记得，近70岁的钟南还
骑着自行车载他到橡胶苗圃试验田
里，查看育种情况。

据献礼海垦66周年《影像海垦辉
煌》图说历史出版书记载：1979年，

“海垦1号”获国家农垦部科技成果一
等奖。1984年8月，中国橡胶专家徐
广泽在法国召开的国际橡胶采胶生理
及育种学术讨论会上向全世界的专家
宣读橡胶育种论文，提到了“海垦一
号”，讲述中国橡胶事业突破禁区之
路，引起世界植胶界的惊叹。后人将
钟南尊称为“海垦一号之父”。

受钟南的影响，他的5个儿子都
继承他的衣钵，都从事橡胶事业。钟
新明成为海南农垦橡胶研究所的一名
工程师，钟志明在文昌椰子试验站从
事橡胶方面的工作。

1993年4月8日，钟南离世。“按
照父亲的遗愿，我们将老人家埋葬在
他曾经育种工作的地方。”钟新明说，
在那一片莽莽胶林中，父亲的橡胶魂
与胶林合为一体。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

钟南为橡胶事业奉献一生，使用过的胶刀指南针陈列海垦博物馆

记录闪耀在橡胶育种科研史中的工匠精神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举办果蔬采摘文化节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3月8日至10日，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举行2019首届果蔬采摘文化节活动。
园区内农业梦工厂高科技玻璃温室大棚里西红
柿、黄瓜，及共享菜园的玉米、小南瓜面向广大游
客开放采摘。

记者3月8日当天在现场看到，不少企业职
工及海口市第二十五小学的600多名小学生来到
园区里游玩，体验采摘乐趣。

在温室大棚里，海垦荔枝产业集团女职工陈
秋琼现场品尝西红柿后，将采摘的西红柿放进盒
子里，并与同事合影留念。

“摘玉米啰！”在共享菜园的10亩玉米种植
区，小学生成群结队地跑进玉米地里采摘玉米。

“每个班级都有一名老师和导游带队，人手一个玉
米，可以带回家里。”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相
关负责人邢增慧告诉记者。

小学生体验采摘乐趣。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海垦首批新能源公务车
交付红明荔枝产业集团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袁宇君）近日，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新能源公
务车交车仪式举行。仪式上，海垦小灵狗新能源
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向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交付4辆
新能源公务车，这是海垦集团向社会公布“新能源
汽车置换公务车方案”后，首批交付到集团下属企
业集团的新能源公务车。

海垦小灵狗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当天交付的这批公务车续航里程达到
300公里以上，车辆完成快速充电只需要30分
钟，每百公里消耗12度电左右。如果每辆新能源
车每年以1万公里运行计，按照同类车型能耗核
算，可节油1000余升，减少碳排放量2吨左右。

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
表示，该集团带头使用新能源汽车，是贯彻落实海
垦集团大力提倡的公务用车新能源化要求，推进生
态建设、实现节能减排、低碳出行的具体举措。

海南橡胶与砺剑集团
签约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谷家福）3月11日上午，海
南橡胶与砺剑防务技术集团有限公司签约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联合工作组，选定双方总
负责人，发挥各自优势，积极推进军民融合项目，
在新产品联合研发、共建高分子材料实验室、共
同发起设立基金、产业化项目协同发展等方面进
行深度合作。

军民融合项目拟分批次推进。第一批拟推进
3个项目，一是发挥双方技术、人才优势在海南、
深圳两地设立实验室，共同开发包括但不限于系
列芳纶弹性复合新材料、芳纶M树脂复合材料及
其应用等。二是双方共同成立合资企业，开展装
甲车辆特种履带板、轮式车辆特种防护轮胎、新型
防护材料等项目的研究和应用。三是双方共同发
起军民融合创投基金，用于投资共同立项、共同开
发的各类军民融合创新项目。

下一步，双方将根据第一批合作项目进展情
况，逐步开展航天航空、修造船、海洋工程、文物保
护、土地测绘等业务合作，谋划共同建立军民融合
战略研究院，定期举办行业论坛峰会，支撑和孵化
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积极促进国际特种防护材
料成果转化，共同打造军民融合文旅体验基地，以
特色小镇政策为切入点，打造集文化、旅游、产业
的军民融合特色小镇的示范区等。

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
宠物用品专营店上线

本报海口3月1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记者近日从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
下的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获悉，医院官方自营的
宠物用品专营店已上线。

记者通过“海南省动物医院”微信公众号进入
微店，界面可以清楚地看到商品详情、喂食方法及
产品常见问题等，用户下单后可以选择物流与配
送或门店自提，十分方便。店内目前已上线的有
发育宝猫用基础营养膏NC4、发育宝犬用关节宝
CD5、比瑞吉俱乐部贵宾泰迪幼犬粮、好之味猫
粮、麦富迪牛烘烘牛肉粒、维克克补软膏等近60
种产品，日后产品还会陆续上新。

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院长翁梁贵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通过前期宠物用品市场调研，发现本省
的宠物用品存在价格乱象，不同的店铺差异较大，
建立微店有利于促进宠物用品市场透明化。此
外，海南省动物流动医院所在的地址较为偏僻，用
户在线上下单，3公里以内提供免费配送。

指尖上卖兽药，物联网农庄卖体验……数据驱动资源整合

信息化催生海垦发展新业态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李关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