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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业态存在不少问题

新业态要有新思维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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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破解人才问题方面，孙甄认为，
公司可适度地进行“育才+引才”，例如
就国内知名企业引进人才，带动团体
发展，此外还可通过内部人才培养和
完善管理培训体系的方式解决困难。
目前，金垦赛博引进5名技术人才，这
些人才已成为该公司的骨干力量。

付景涛建议，新业态在发展中可

以通过搭建或借助外部平台把海垦现
有产品和服务营销出去，例如“旅游＋
农业”，借助旅游产业链把生态农产品
营销出去；第二，以“我”为主推行混合
搭式业态创新。例如，依托农场创建
主题生态产业小镇，引入其他产业的
元素；第三，依托技术创新进行纵向的
业态发展，例如，天然橡胶向乳胶枕头

制品加工方面发展。
“新业态意味着必须有新思维与

新举措，一切新业态的发展，必须围绕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根主线，否
则必将是昙花一现。”付景涛认为，新
业态是经济发展潮流，认真研究规律，
积极促进新业态发展，企业干部职工
要积极主动学习相关知识，努力提高

推动新模式、新业态发展的能力本领。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新业态

的探索上，金垦赛博将抓好新一代信
息技术设施建设，引导更多垦区企业
尽快建立网络化制造平台，此外，通过
加强对新技术的综合运用，以市场需
求为主导，催生出更多新业态、创造更
多新模式。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海垦探索新业态让传统产业焕发生机，然而存在投入大、见效慢、人才缺等问题

引才强技术 赋能新业态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李关平

登录海南爱心扶贫网农垦馆，可
以搜索到来自乌石农场公司的“白马
岭”牌百花蜂蜜，这些蜂蜜原料来自
海南核心生态区。

该品牌的出现，给当地的蜂农带
来了福音。去年下半年以来，乌石农
场公司通过引导当地蜂蜜产业从“小
作坊”模式转化为工业化、标准化的
生产模式，在保障产品品质的同时，
依托品牌优势，提高产品附加值，让

“土蜂蜜”走出深山。

统一收购统一加工

3月14日，记者来到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维才蜂蜜专业合作社的红
坎岭养蜂基地，基地里种植着橡胶、
槟榔、益智等作物，林下的各个角落
都放置着蜂箱，蜜蜂飞进飞出采花酿
蜜忙。

“虽然百花蜂蜜营养价值高，但
前几年销路没打开，卖不出去的未经
加工的蜂蜜放一年就会变质。”维才
蜂蜜专业合作社社长王维才告诉记
者，合作社成立于2013年，现有12
户社员，此外，还带动33户贫困户。
过去一直以社员自产自销原蜜为主，
偶尔参加政府组织的扶贫展销活动，

销路窄制约了合作社发展。
直到去年6月，海垦乌石白马骏

蜜蜂蜜加工厂正式挂牌成立。加工
厂成立后大批量收购了琼中维才蜂
蜜专业合作社的原蜜，并利用真空减
压浓缩工艺进行加工。

于是，王维才开始负责统一收集
社员家里的蜂蜜。蜂蜜收购后先用
离心机将蜂蜜摇出，装进桶里运往加
工厂。原蜜经过浓缩杀菌、过滤杂
质、去除水分、装瓶、质检等一系列环
节，贴上“白马岭”牌百花蜂蜜商标和
精心包装后，销往各大门店。

严抓质量打造放心食品

“过去我们认为直接从蜂箱取
出、未经任何加工过的蜂蜜是最好
的，实则不然。”乌石农场公司总经理
欧阳剑透露，其实原蜜可能存在大肠
杆菌等超标的隐患，具有一定的食品
安全隐患。

质量是品牌的生命。那么，“白马
岭”牌百花蜂蜜有哪些优势？从原蜜的
选取再到产品的加工、包装，乌石农场
公司都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从上到下
严格按照标准执行，以确保产品质量。

“加工厂只收购波美度达到40以
上的成熟蜂蜜，我去收购社员的蜂蜜
时，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不能提前采
蜜。”王维才说，一般情况下，蜂蜜需要
一个多月的时间才可取蜜，蜂巢封孔
要达到80%，且表面呈焦黄色才是成
熟的蜂蜜。初步先凭经验判断成熟

度，再用专业的仪器测量波美度，层层
把关，凡是不达标的原蜜都被退回。

走进海垦乌石白马骏蜜蜂蜜加
工厂，记者看到加工厂安装了工业化
的流水线，包括原料仓库、生产调配
车间、过滤车间、干燥车间、灌装车
间、成品库等。乌石农场公司旗下的
乌石岭头茶香蜂业分公司副总经理
陈宪春告诉记者，工作人员进出都需
要进行全身消毒，加工厂定期也会自
动消毒。

经过加工的原蜜，剔除了至少
30%的水分，产品保质期延长，波美度
增至42，可达到一级蜂蜜标准。

开发新品拓宽销路

“白马岭”牌是原乌石农场在
2015年申请的商标。近年来，其子
品牌“白马骏红”“白马雾珠”等海垦
茶业集团的茶产品在市场上已取得
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和认可度。这也
给百花蜂蜜的品牌建设奠定了基础。

今年1月26日，在海垦控股集团
举办第二届海南农垦品牌（商标）新
闻发布会，“白马岭”牌百花蜂蜜首次
以海垦品牌的身份亮相。

为了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品牌，乌
石农场公司在包装上下了功夫，特地
委托广州一家公司帮忙设计礼盒。
为了降低包装制作成本，又与海垦茶
业集团协同，和厂家直接定制，整体
打包进厂加工。

去年10月，“白马岭”牌百花蜂

蜜上市，“白马岭”百花蜂蜜借助了海
垦茶业集团的销售渠道，正式登陆部
分海垦茶业专营店，并成功入驻海垦
优品旗舰店。此外，借助消费扶贫政
策，“白马岭”牌百花蜂蜜于今年2月
2日上线海南爱心扶贫网。

如今，乌石农场公司正在做市场
调研，计划下一步开发家用型及伴手
礼型百花蜂蜜产品，以更加精巧的包
装进驻各大商超和海南特产店。

（本报营根3月18日电）

海南橡胶新材料
院士工作站揭牌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谷家福）近日，作为第三批

“海南省院士工作站”的认定单位之一，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
胶）在海口举行新材料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柔性
引进蹇锡高、薛群基两名院士。

院士工作站将充分发挥高端科研人才的优
势，以天然橡胶为基材，全力开发橡胶改性沥青路
面、航天、航空、船舶等专用功能性特种天然橡胶
及衍生系列产品，助力天然橡胶产业实现绿色化、
高性能化、可持续性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海南橡胶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任飞表示，此次海南橡胶柔性引进两位
院士，将引领天然橡胶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公司由
传统的农业企业向现代的高新技术企业转型。下
一步，海南橡胶将以院士工作站作为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的平台，加大对生物基降解材料、高端乳胶
枕头、橡胶改性沥青路面等产品的技术研发力度。

据了解，蹇锡高是大连理工大学教授、高分子
材料研究所所长、辽宁省高性能树脂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薛群基是中科院
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中科院宁
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中国工程院院士。

海垦中建农场公司
依法拆除10处违建

本报屯城3月18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余晓梅）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近日从海垦中建农场公司获悉，目前，中建
农场公司总部涉及二十六队、二十七队、二十四队
等地段的10宗违法建筑已完成确认工作，并依法
拆除完毕。

据了解，为扎实推进“两违”整治工作，中建农
场公司联合海南橡胶中建分公司，组建“两违”整
治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工
作方案，共同推进“两违”整治专项行动。

此外，2018年以来，中建农场公司全力配合
属地政府，并联合三个居，一同对中建农场公司辖
区内的“两违”图斑进行实地摸底排查，并及时编
制《海南农垦违法建筑台账表》和《海南农垦违法
建筑情况汇总表》等相关材料。

在“两违”整治工作执行过程中，该农场公司
对存量进行分类梳理、分类处置，对新增的违法建
筑，第一时间上报屯昌县执法局及属地政府，做到
严控增量、露头就打；印发“两违”整治工作广播
稿、工作通告，扩宽辖区职工对“两违”整治工作的
知晓度，做到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号召全体职工
参与“两违”整治工作，以原有的土地承包费收缴
小组为单位，建立“两违”台账，每周汇报一次监督
情况等。

2019中国汽车金椰奖揭晓

海垦小灵狗出行获评
年度最佳绿色出行平台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宋敏强）首届中国（海南）汽车
人高层峰会暨2019中国汽车金椰奖颁奖盛典近日
在海口举行。“海垦小灵狗出行”获评“年度最佳绿
色出行平台”，该奖项肯定了其在海南推广新能源
汽车及促进海垦公务车新能源化等方面的表现。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海南省新能源汽车行业
协会和汽车情报新媒体联合主办。为了促进海南
汽车行业健康发展，本次2019中国汽车金椰奖颁
奖盛典共评选出汽车制造类、出行服务类、汽车科
技类三类大奖，对2018年度在海南汽车行业领域
有过突出表现的企业给予表彰。

海垦小灵狗新能源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
熙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已在“小灵狗出行”APP正式
上线500辆纯电动新能源汽车，运营模式逐渐融入
市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绩。此外，还交付给海南农
垦65辆公务车，17家垦区下属单位已开始使用。今
年计划继续在海南上线4000辆新能源汽车。

母山咖啡
亮相普洱咖啡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第二届普洱国际精品
咖啡博览会3月15日在云南省普洱市开幕。本
次博览会上，海垦母山咖啡惊艳亮相，是唯一被邀
请参展的外省精品咖啡。

“这是来自海南的罗布斯塔咖啡豆。”“咖啡豆
处理工艺很好，几乎喝不到杂味，还有淡淡花香。”
在展会现场，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携几款精品
咖啡豆参展，具有海南黎母山特色的产品包装吸
人眼球，许多咖啡参展商和普洱市民通过品味咖
啡酸度、口感、平衡感后，对母山咖啡赞不绝口。

“在2018海南国际咖啡大会上，云南咖啡交
易中心相关负责人看重了母山咖啡的品质，多次
邀请我们把海南的咖啡带到云南。”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总经理李豫告诉海南日报记者，该集团将加
强与全球咖啡种植商、贸易商、烘焙商的交流合
作，努力让母山咖啡香飘世界。

普洱是云南的咖啡主产区，本次博览会以“普洱
咖啡·全球共享”为主题，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咖啡行业巨头、专业采购商、烘培商约5000人参加。

移植后治疗费告急

叶泰铭一家盼援手
本报海口3月18日讯 （记者欧

英才）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获悉，众多
海垦人牵挂的海南橡胶西达分公司
职工子弟、年仅 9岁的重型地中海
贫血症患者叶泰铭在完成骨髓移植
手术后，因严重的术后并发症，后续
治疗还需 30 万元。叶泰铭的父亲
叶茂已在腾讯公益发起众筹，爱心
人士可通众筹或者拨打海南橡胶西
达 分 公 司 工 会 电 话 0898—
67339166给予帮助，助力小泰铭早
日康复。

“泰铭移植后得了严重的术后并
发症：肝静脉闭塞症、血栓血小板减少
性紫癜、低蛋白症、代谢性碱中毒，曾
一度病危。”3月15日，叶茂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叶泰铭经东莞台心医院全
力救治有所好转，已花费60余万元，
然而后续治疗还需30万元。

叶茂通过深圳市德义爱心促进会
1743救助中心申请救助，于3月15日
启动腾讯公益项目，截至18日12时已
筹集10万余元。

去年9月，海南日报、海南农垦
报等媒体曾报道过叶泰铭患地中海
贫血症，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却无
钱接受骨髓移植手术一事，引发广
泛关注。报道刊发后，海垦职工及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踊跃捐款 27.96
万元，海垦控股集团从海垦（知青）
帮扶互助基金中划转25万元，帮助
凑齐小泰铭接受骨髓移植手术所需
费用。

关注海垦整治“两违”

新闻追踪 改变小作坊模式，统一加工、统一品牌销售

乌石“土蜂蜜”出山记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
下“海牧宝”一体化B2B购
销平台打造兽药销售新业
态；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
团荔海农庄通过农业物联
网，打造“农业+旅游”新业
态；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垦赛博”）用新兴信息技
术，打造“互联网+传统产
业”新业态。

新业态，是海垦产业
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一个选
择，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推手。

然而，新业态的发展面
临人才缺乏、技术瓶颈等问
题。如何破解难题更好顺
应发展潮流，如何更好利用
信息技术、产业转型升级、
消费者需求三驾“马车”推
动新业态形成和发展，仍是
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业态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顺
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
务需求。”海南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副教授付景涛表示，新业态其表现特
征是，针对特定消费者的特定需求，有
选择地运用销售方式、销售服务等经
营手段，提供服务。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下海垦草畜
科技公司打造的“海牧宝”平台，表面
上看是卖兽药与疫苗，其实真正卖的

是服务。海牧宝更注重为中小散户服
务，通过“海牧宝”线上平台来整合专
家资源并提供送货上门一站式服务。

“一般中小型猪场难有专业实验
室或技术人员，针对一些养鸡小散户
遇到养殖难题或需求，我们可以通过
平台实现专家远程会诊。”海垦草畜科
技公司总经理陈福海说，平台以提供
配套服务为主，没有中间环节，直接对
接终端，避免产生灰色环节，让客户以

最优惠的价格拿到最合适的药物。
近年来，新业态成为农业领域发

展的一大热词。休闲农业、“互联
网+”农业、众筹农业、智慧农业……
各种“新词”层出不穷。其中包含以现
代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高
科技向农业渗透，衍生出生物农业、智
慧农业、农业大数据应用等创新型农
业新业态。

“我们打造的物联网专注于提供技

术服务，通过技术力量，使被动的传统
农业生产变主动。”荔海农庄相关负责
人表示，基地搭建物联网设备结合智慧
农业管理系统实现农业种植的数字化、
科学化管理，通过物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为传统农业生产种
植赋能，从而减轻劳动强度，科学、合理
投入生产资料，降低生产和劳动成本，
还通过物联网技术实现对农产品生产
环节、流通环节全流程追溯。

然而，作为新生事物，探索新业态
发展，使其真正能推动企业提质增效、
转型升级，依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
问题。

首先，是前期投入大、见效慢。荔
海农庄相关负责人称，物联网需要大
量的时间来采集各种数据，但是无法
在短时间内提供给荔枝最适合生长的
生态环境。

“大规模应用还需要时间。”金垦

赛博执行董事孙甄认为，从生产性、商
品性、营利性和组织性方面看，由于技
术装备成本高、市场不成熟、规模化和
标准化程度低等原因，智慧农业尚未
真正实现产业化。数字化投入前期投
入较大，效果是趋显的，投入资金后需
要一年多到两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慢慢
看到效果。

其次，人才匮乏。“在物联网实践
操作过程，在数字化进程中人员对项

目推进影响较大，缺乏具备相应技术
的人员，项目建设后应用存在较大困
难。”龙江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坦言，
农业产业本身数字化程度不高，很多
技术应用都需要自我实践和探索，对
该农场的红心橙智慧农业项目推进
有一定阻碍，无太多经验可循。高端
技术人才引进也是一大问题。孙甄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在引才方面，数
字化人才成本高昂。

第三，技术力量薄弱。海牧宝面
临技术开发力量薄弱问题。“我们原
来请了一家科技企业开发‘海牧宝’，
但是开发得很不成功，功能不完善，
正准备优化。”陈福海说，由于系统
设置不成熟，一些针对性的功能开发
不足。

孙甄说，公司缺乏数据分析师等
人工智能专家，目前只能通过外部合
作的形式来推进项目。

琼中维才蜂蜜专业合作社红坎岭
养蜂基地，合作社社长王维才查看蜂
蜜成熟度。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八一总场年产
铁皮石斛产品1.6万吨

近年来，海垦八一总场公司
大力发展铁皮石斛种植产业。目
前，从产品研发、销售到专业种
植已形成一条专业的生产研发销
售渠道，并建立了完整科学的质
量管理体系，年生产铁皮石斛产
品 1.6 万吨，并可根据客户需求
全年供应石斛系列产品。如今，
铁皮石斛鲜条、铁皮石斛枫斗、
铁皮石斛汁、铁皮石斛酒都深受
消费者青睐。图为产业基地里的
铁皮石斛。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图/通讯员 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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