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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市场开拓，乐光龙眼
有一定的知名度。然而，长期以来由
于地域相对闭塞、交通不便，加上龙眼
采后保鲜期极短，其远距离运输和长
时间保存成为难题。这一定程度上弱
化了“乐光”牌龙眼知名度，无法带来
与高品质相称的效益。

琼乐高速开通为企业做强做大乐
光龙眼产业带来了新契机。在交通便
利的基础上，荣光农场公司在“保鲜”
上下了一番新功夫。

去年12月，该公司年产10万吨
制冰厂项目投产，可同时满足包含龙
眼等超过200万吨瓜果蔬菜的用冰

需求。该制冰厂是乐东规模最大、机
械设备最先进、专业化程度最高的制
冰厂，有助于当地建立果蔬冷链保鲜
体系。

“龙眼的保鲜期大大延长。”荣光
农场公司总经理温鲤表示，这有利于
保持果实的最佳品质，让消费者吃到

新鲜的龙眼。
近年来，乐东县委、县政府也在推

进乐光龙眼品牌化、无害化、标准化、
规模化、效益化“五化”上下功夫，让乐
光龙眼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热带农特
产品展销会、冬交会等展会，提升品牌
价值。 （本报抱由3月25日电）

荣光农场公司积极发展反季节龙眼产业，向品质品牌要效益

乐光龙眼：“唱反调”走俏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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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正午时
分，头顶大太阳，初夏
般的热气袭来，海南日
报记者走进位于乐东
黎族自治县的荣光农
场有限公司乐光基地
分公司 4 队的“乐光
牌”龙眼示范基地，一
串串龙眼镶嵌于绿色
枝条中。

琼北地区龙眼树
还在开花，这里的龙眼
早已结果。这得益于
处在低纬度地区的光
温优势，更得益于当地
成熟的催花技术。

在海垦控股集团
今年初举行的第二届海
南农垦品牌（商标）新闻
发布会上，“乐光”牌作
为19个品牌之一，作为
品质高、市场竞争力强
的农垦品牌产品代表
被推向市场。

对于海南人来说，龙眼是一种常
见的热带水果。可人们发现，海南龙
眼上市期主要在夏季，而“乐光牌”龙
眼一年的上市期长达10个月。

“要说我们的龙眼品牌有什么独
特之处，可以用一个‘早’字来概括。”
基地负责人何世庆告诉记者，琼北龙
眼还在开花季节，乐光龙眼春节前后

已开始上市。因为光热充足，这里是
种植反季节龙眼的黄金宝地。

“全年光温足、降水少，是种植反
季节龙眼的必要条件。”海南大学热
带林学院副教授徐诗涛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龙眼树的花期可以用催花技
术改变，从而生产出反季节龙眼。龙
眼的正常结果期是七八月份，但当地

职工种植户利用光温优势和反季节
催花技术，让龙眼在1月底2月初就
能成熟。

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农场鼓
励职工发展自营经济，在职工和技术
专家共同钻研下，反季节催花技术历
经数年逐步稳定，到最后逐渐推广开
来。何世庆说，经过20多年的探索，

农场在龙眼引进、改良、栽培、生产和
管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经验，形成了
明显的技术优势。

“每年春节前后各地的客商都来
收购龙眼，此时恰逢其他龙眼上市空
档期。”乐光龙眼种植职工何世发说。
如今，荣光农场公司辖区内龙眼种植
面积达1.2万亩，年产量1.5万吨。

2003年，农场下定决心做大做强
龙眼产业，注册“乐光牌”龙眼商标，并
逐步建起了乐光龙眼标准化生产种植
基地。品质是品牌的生命，为确保基
地生产出无公害绿色产品，农场强化
生产质量控管机制，充分发挥职工技
术协会的作用，让科技力量助推产业
健康发展。

插上了科技翅膀的乐光品牌，
品质大大提升。原乐光农场先后两
次获得了省级无公害龙眼生产基地

认证。“乐光牌”龙眼于2014年通过
了GAP的认证，2016年被中国绿色
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
产品。

荣光农场公司职工何世焕的儿子
何大煌大学毕业后，回来帮助父亲打
理自家30多亩的龙眼。“农场推广龙
眼标准化种植，自营经济的科技含量
高了，产业效益也跟着上来了。”何大
煌说，农场以示范园为引擎，促进职工
增收。

“仅拥有好的种植基础，对产业做
大做强还远远不够。”荣光农场公司
旗下农业综合开发公司负责人杨明荟
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农场的主要经营
模式是一家一户分散种植经营，难以
形成产业化、规模化优势；必须要实现
职工抱团发展，形成合力。

于是，荣光农场公司带领职工成
立了乐福热带果业专业合作社。由合
作社把一家一户组织起来，进行统一
标准管理、统一市场销售，实施标准化

战略，加快品牌农业发展。
规模化、产业化有了，品牌效应有

了，龙眼价格也不断攀升。“每株龙眼
树产出100多斤，收购平均价格都在
每斤10元以上。”何大煌说，许多职
工依靠种植龙眼，盖起了“龙眼楼”、开
上了“龙眼车”。

“龙眼种植管理技术日益成熟，产
量逐年提高，品质不断提升。”荣光农
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母连云表示，
农场公司努力向品牌和市场要效益。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秋英

新海垦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内，一个透明
的玻璃展柜里安放着一个上世纪50
年代的皮箱，以及一条1968年的毛
毯，捐赠者是海口“八连”知青、原海南
农垦总局党委副书记陈菊英。玻璃展
柜上方知青墙上挂的照片中，年青的
陈菊英和4名身穿苗族服饰的姑娘头
顶胶灯，有说有笑。

3月22日，记者见到陈菊英，她
戴着眼镜，背着小挎包，衣着简朴。
50年过去，岁月在陈菊英身上留下痕
迹，帽子底下藏不住满头白发。现年
73岁的她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风华正
茂的小姑娘，但她仍是长桥队老老少
少口中的“英姐”。

长桥队来了位城里姑娘

“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了半农
半读的学校就读。3年之后毕业，我正
好赶上了‘上山下乡’。”陈菊英回忆。

据《国营中建农场志》记载：
“1968年9月，广州、湛江、汕头、海口
城市知识青年628名前来本场接受再

教育。”于是，22岁的海口姑娘陈菊英
简单收拾行李，带上父亲给的皮箱，独
自一人来到屯昌国营中建农场长桥队
2班，开始了她的知青生活。

长桥队是一个以苗族群众为主的
生产队，只有几户黎族和汉族人群
众。陈菊英所住的茅草房位于橡胶林
间，到了夜晚，这片橡胶林只有她一
人。“茅草房内外通透，夜里经常有老
鼠在茅草房里跑来跑去，泥墙也有些
脱落。她一开始住不习惯，很害怕，但
她当时没有提起。”现年82岁、原2班
班长陈日才笑着说。

《故事垦博（知青篇）》中记载了陈
菊英当时的内心活动：“那么多知青，农
场只把我一个人派到长桥队里来，也许
是在我的档案里发现了我某些方面的
成熟，应该是信任。我不能怯懦！”

很快，陈菊英便开始与大家一起
种水稻、割胶以及开荒。对从未做过
农活的陈菊英来说，这些工作很辛苦，
但她从未误工。冬天插秧时，深水区
水位没过大腿，人被冻得像个木头；一
条6元钱的毛毯，陪她度过了一个又
一个寒冬……

除了要克服艰苦的环境条件，适
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陈菊英还要解
决语言不通的障碍。不论是老人还是
小孩，只要会说苗语的人，都成了陈菊

英的苗语老师。3个月以后，陈菊英
已经能够用苗语与他人进行对话，渐
渐地融入了长桥队。“我们给她取了个
昵称叫‘英姐’，男女老少都这么称呼
她，这样比较亲切。”陈日才说。

当起农场文化教员

据《国营中建农场志》记载：
“1969年4月组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
兵团，本场列序第六师第九序。”长桥
队更名为“八连”。

1970年，党支部号召大家一起
去砍木料，盖了一间近200平方米的
夜校。陈菊英负责教大家普通话、写
汉字、传达毛主席最新指示，八连开
始正儿八经地学文化。“那时全员都
要参加夜校，70多岁的老人也去，陈
日才的妻子背着孩子去学习。”陈菊
英说，大家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每学
会一句普通话，都会哈哈大笑，学习
热情高涨。

“这是英姐在夜校教我学文化。”
3月23日，曾是八连一员的苗族女子
蒋春安拿出珍藏多年的相册，看着照
片激动地说。照片里的蒋春安只有
10多岁。

在八连的6年知青生活里，陈菊
英回家的次数不超过5次。“那时候都

是过年有假期，和爸妈说好过年回家，
有时碰上宣传队要去周边的农场演
出，就回不成了。”陈菊英说。

“英姐是自家人”

如今，陈日才、蒋春安等人的普通
话已经很流利了。但这些年来，每次
陈菊英回到中建农场公司八队（原“八
连”），还是习惯用苗语和他们交流。

“陈菊英任职原海南农垦总局党
委副书记时，每次到中建出差都会去
看望同期的伙伴。”中建农场公司总经
理廖海龙告诉记者，她就如同回到自
己家一般，无需通过干部联系，而是直
接奔到各家各户，拥抱、拉家常。

尽管陈菊英调离八队许多年，也
一直与八队的人保持联络，老一辈会

到海口看望陈菊英，年轻一辈不少人
也认识陈菊英。

陈菊英在文章《我和长桥队》中，
这样描述长桥队对她的意义：“在长
桥村6年，尽管我们的生活艰苦，劳
动辛苦，但我们过得充实，我们的生
活充满大爱、充满阳光。长桥队，是
我人生的母腹，她供给我丰富的营
养，遗传给我优良的基因，使我在人
生的旅途，能挡风挡雨，学会谦卑，淡
泊名利，懂得感恩。”

陈菊英在这里接受再教育，学会
劳动，学会说苗语、唱苗歌；苗族群众
也学会普通话、写汉字。在这次“上山
下乡”中，这片土地实现了汉族与少数
民族的融合，民族平等意识印在了每
一位八队人的心里。

（本报屯城3月25日电）

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二十期榜单出炉

海垦取得“六连冠”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欧英才）3月23

日，海南爱心扶贫网第二十期榜单出炉，海南农垦
以604万元销售额连续六周揽获销量冠军。

目前，海南爱心扶贫网在售乌石农场公司的
百花蜂蜜、南金农场公司的菠萝蜜鸡、海垦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的母山咖啡、海垦畜牧集团的海岛福
猪等28种海垦特色扶贫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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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垦品牌亮相
海南品博会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杨光 曾敏）3月22日至
24日，2019海南国际品牌博览会（简
称品博会）在三亚举行，海垦控股集
团充分利用品博会平台，向全世界展
示了一批海南农垦金字品牌。

本次品博会，海垦品牌馆有10家
企业30多个品牌亮相，范围涉及天然
橡胶、南繁育制种、热带作物、热带水
果、旅游健康资源、商贸物流等。展馆
举行了一系列品牌特色推介活动，特
色节目展演、品牌logo手工画挑战赛
等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3月23日，在品博会举行的海
南年度品牌推介会上，海垦携旗下
海垦小灵狗、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母山咖啡等三大金字招牌作
为品牌代表进行全方位推介。

近年来，海垦积极实施品牌强
垦战略，以品牌建设推动传统农业
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据了解，垦
区现有各类品牌（商标）148个，并
先后举办了两届海南农垦品牌商标
新闻发布会，向全社会重点推介了
35个优质品牌。

海垦南繁集团推进
3759亩南繁用地流转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通讯员蒙胜国 记者
欧英才）海南日报记者3月25日从海垦南繁产业
集团获悉，该集团近日启动了土地开发整理项目
（一期）流转土地工作，推进南繁科研用地流转。

据悉，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一期）流转土地是
海垦南繁集团开展南繁科技城周边科研用地土地
流转工作的组成部分，本次新增基本农田3759
亩，涉及南繁集团下辖的红旗队、红明队、红华队、
南华队、前哨队、前进队、南海队等七个单位的职
工槟榔园、芒果园，以及反季节瓜菜等用地。

目前，海垦南繁集团已对这3759亩的流转
土地地面附属物、农业设施、青苗补偿制订了补
偿标准。土地流转后，职工将获得土地流转费，
每年每亩固定2500元（含供地补贴），租期15
年，一年一付。

据了解，为配套支持南繁科技城建设战略布
局，满足科研单位用地需求，2018年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广泛统计各省南繁用地需求，制定南繁科
技城周边配套农用地用地计划，并依据南繁用地
计划，制定周边农地收储计划，超额完成6000亩
南繁科研用地流转任务。

海胶首次承接
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项目
投资约1.39亿元 预计2020年底完工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谷家福）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橡胶”）近日发布公
告称，公司将投资约1.39亿元用于环保型脱蛋白
恒粘度天然橡胶产业化应用项目。国家工信部已
将该项目列为重点支持项目。海南橡胶中标该项
目系我省首次承接国家工业强基工程项目。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的顺利实施将满足国防
专用天然橡胶材料的国产化替代供应，带领我国
天然橡胶材料生产技术迈入世界先进行列，同时
有助于公司提升核心竞争力，优化产品结构，走差
异化、技术创新发展之路，满足企业自身转型升级
的发展需求。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是为了解决中国国防关
键高性能材料完全依赖进口天然橡胶的问题。
项目的实施主体为海南橡胶的全资子公司——
海南省先进天然橡胶复合材料工程研究中心有
限公司。

据了解，此次投入的资金将用于1.5万吨/年
（折干）浓乳生产线、3000吨环保型脱蛋白恒黏度天
然橡胶全自动化生产线、5000吨/年水线恒粘胶、1
万吨干线恒粘胶、1000吨晾白片胶生产线、生产线
配套附属设施等项目建设。项目施工预计将在
2019年10月完成，经过一段时间的调试生产及试
运行，全部工程将在2020年12月正式完成。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
去年扭亏为盈
净利润1878万元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张慧）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垦商贸物流集团获
悉，2018年该集团全力推进新项目，引进新产业，
全年总收入达12.4亿元，同比增长467.2%；净利
润1878万元，同比扭亏增盈8316万元。

据了解，去年海垦商贸物流集团通过拓宽渠
道，统筹建设，稳步推进主业发展。其中，贸易板
块以渠道建设为抓手，推进海垦农产品整合销售，
提升“海垦优品”品牌知名度。仓储物流板块以医
药物流为平台，提质增效，与“海垦小灵狗”品牌协
同推进新能源车物流配送业务，最大限度发挥和
挖掘产业效益。

此外，信息化板块以金垦赛博科技公司为平
台，以提升自身建设为抓手，加强研发力度。农业
大数据平台系统在垦区龙江、神泉、茶叶落地推
广，并广受安徽农垦等岛外客商的青睐，2018年
荣获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同时，该集团全面拓展新项目，发展新产业。
大力推动大宗商品、天然橡胶、咖啡交易所及热带
农产品交易中心建设；牵头发展新能源产业，助力
构建绿色海岛；培育海洋牧场产业，发展生态海洋
经济。2018年12月18日，该集团正式成立了全
国首家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增强国际热带
农产品交易中心、定价中心、价格指数发布中心在
全球的话语权，此举还被列为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第一批制度创新案例。

“2019年，我们将把新产业发展作为切入点，
以此发挥驱动作用，实现购、销、储、运及金融、信
息服务业务协同，同时还要担负起促进垦区农产
品销售和品牌培育的职责，全力打造垦区电商产
业平台。”海垦商贸物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教农场职工学文化知识，与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

“英姐”：与长桥队共成长的岁月

优势独特 一年上市期10个月

效益为先 “抱团”促进产业化

补齐短板 解决保鲜难题

为加强海垦西联农场公司区域内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防护作用及保护周边红树林资源，近日，海垦
西联农场公司对该湿地公园红树林外来树种进行清理，并补种红海榄、白骨壤、秋茄等本地树种。

日前，记者在该湿地公园看到，三个水闸引入涨潮后的海水，为红树苗的成长提供有利条件。退潮时，则可以看
到不少黑脸琵鹭悠闲地觅食和休憩，彰显着大自然的勃勃生机。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图/通讯员 罗理想

新盈红树林公园：

补绿护生态，白鹭戏水间

陈菊英在长桥队时用的皮箱和毛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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