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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通讯员 陈茜

从低矮平房到480平方米楼房，
从自行车到22万元汽车，从贫困户到
凭借种植芒果年收入30万元，海垦神
泉集团（原南田农场）响水分公司海
鸥队的退休职工李达辉感叹，“20多
年前不敢做的致富梦，竟成了现实。”

职工们还记得，1992年一场强台
风吹垮了手中的饭碗——橡胶树。同
年，南田农场党委决心“砍胶树，种芒
果”，摘掉“全国农垦十大困难企业”的
帽子，赶上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

海鸥队见证并参与这片热土的
蜕变。2018年，全队职工劳均收入
8.06万元。海鸥队党员活动中心大楼
上，“职工的幸福感就是党支部的成
就感”一行鲜红大字格外醒目。

培育芒果产业
党员当起“科技110”

站在刚盖好的200多平方米楼房
前，63岁的廖永华几度哽咽，“多亏党

组织的帮助，不然饭都吃不饱，更别
提住新房。”廖永华妻子患有精神病，
还有两个孩子要照顾。曾经，一家四
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瓦房内，经济状
况极端窘迫。

2005年，海鸥队党支部实施“党
员联系户”帮扶制度，由一名党员直
接挂钩负责3户困难职工，帮助其发
展芒果产业，从种植到收获给予全流
程政策、资金、技术支持。

廖永华是被帮扶的对象之一。
有一次芒果树遭遇炭疽病，叶片出现
褐色枯斑并皱缩扭曲、干枯脱落，花
穗变黑。面对这种情况，他一筹莫
展。他的帮扶责任人在上门传授技
术时发现了该情况，立即指导他使用
杀虫剂，使病情得到了有效遏制。
2009年，廖永华第一批芒果收获，当
年收入8000余元。

这是海鸥队发挥党组织优势带
动“后富”的一个例子。随叫随到的
30多名党员，因此被职工们亲切地称
为“南田科技110”。

借助党支部的力量，凭着勤劳
的双手和日益精湛的种植技术，如

今越来越多的职工家庭步入小
康。截至目前，海鸥队已有职工自
建“芒果楼”58栋（套），职工自购轿
车55辆。

解决生产难题
第一时间“问诊把脉”

接受采访过程中，海鸥队队长苏
高耀的手机不时传来微信消息，一个
成员近400人、名为“芒果技术互相交
流群”的微信群里，《芒果采后肥水管
理》《疏花疏果做得好，芒果高产高质
有保障！》等技术传授文章不时弹出。

抓住时代潮流，创新工作方法，
是海鸥队芒果产业兴旺的“密码”之
一。从前，面对纷繁复杂的生产难
题，芒果技术员往往要亲自跑到地里

“问诊把脉”，一天下来也跑不了几户
人家。如今,有了微信群，大家都把
出现问题的果树图片和视频发到群
里，问题得到了及时化解。

“只要一有职工发相关问题到群
里，立刻就会有技术员回答。”苏高耀
举例道，有一回，一名职工发现自家

芒果感染了芒果细菌性黑斑病，该病
可危害叶片、枝梢、果实等部位，对产
量的损失预计达30%至50%，“庆幸
的是，通过微信群，我们把问题解决
在初发阶段，保障了职工的利益。”

从亲自跑到田间地头再到线上
传授技术，海鸥队党支部依靠创新拔
穷根，提高职工芒果种植技术的“含
金量”。此外，党支部还积极组织职
工外出学习新技术，并邀请专家前来
开讲座，如今，一名又一名专家，正在
成为微信群的新成员。

建设“家文化”
架起党群“连心桥”

4月27日下午，海鸥队党员活动
中心的阅览室内，65岁的退休职工谭
爱珠正在看书，旁边还有职工在下
棋。“有了这个活动中心，我们感觉像
有了一个家。”谭爱珠感慨道。

家是什么？家是能够给予人们
温暖和归属感的地方。谭爱珠清晰
地记得，曾经，因为缺少活动场地，职
工们在空闲时只能在阴凉的树底下

拉家常，或者在茶店里消磨时光，而
党员们开理论学习会议都得跑到队
长家里。

如何发挥基层党建阵地的功能作
用，把人心凝聚起来？去年，在神泉集
团的资金支持下，海鸥队建设了330
平方米的党员活动中心，有了党员学
习室、职工阅览室、健身器材等设备。
如今，这里已成为海鸥队、桂山队、响
南队、海口队的党员之家、职工之家，
是200多名职工与周边5000多名群
众重要的文娱活动阵地。

“党支部着力把党员活动中心打
造成党组织和党员活动平台、学习园
地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让改革发
展成果惠及全体职工。”海鸥队党支
部书记李达章表示。

又到芒果飘香时，海鸥队3000多
亩芒果林硕果累累。在海垦神泉集
团党委的领导下，海鸥队党支部铺就
一条奋进之路，正带着200多户职工
飞向幸福家园，为海南农垦努力实现

“两个率先”（率先基本实现农业现代
化、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一份
力量。 （本报三亚4月29日电）

海垦神泉集团海鸥队以党建促发展惠民生，职工幸福感增强——

鼓了腰包 暖了心窝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欧英才）“五一”小长假即将来临，你是否已经安排好游玩计划？不妨到海南农垦各个旅游景区以及鲜为人知的农垦秘境，领略鲜奇美景。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桂林洋农业公园、儋州八一石花水洞、澄迈九乐宫温泉山庄等十分适合游玩体验。此外，垦区内的海南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南田温泉

旅游度假区、毛公山景区等都做好充足准备，推出各项优惠特色活动，迎接八方游客。

本报三亚4月29日电（记者欧
英才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
敏 通讯员吴运霞）“3，2，1，Action
(开始)！”高亢欢乐的民乐响起，黎家
阿哥阿妹手搭手，跳起竹竿舞……日
前，海南首部农垦题材大戏、献礼新中
国成立70周年电视剧——《我爱你，
祖国》，正在海垦神泉集团好汉坡国际

度假酒店紧张摄制。该剧预计5
月10日杀青。

海南日报记者来到现
场探班。“正在拍摄的是
剧作第二阶段后期探母
山温泉酒店开业时的
剧情。在艺术表现手
段上，我们把黎族竹竿
舞文化融入其中。”《我
爱你，祖国》执行制片人
陈海帆介绍，此片段以

全国劳模、农垦改革先行
者彭隆荣为原型（剧中人物

为陈继胜），重点讲述其勇砍农
场橡胶进行大力阔斧的产业结构调

整，种植芒果发展旅游产业，在改革开
放大潮下勇当排头兵的历史。

当日上午7点，剧组便已在酒店
完成布景设计、道具摆放、机器调试等
工作。连日来海南高温，天气炎热，许
多工作人员和演员早已汗流浃背。部
分演员穿着厚西装，在休息空隙还要
不停地补妆。

“我饰演陈继胜，他个人坚持不
懈、敢想敢干的奋斗历程深深感染了
我。”《我爱你，祖国》第二阶段主演章
贺说，非常荣幸能够扮演为国家奋斗
不息的建设者，真实的历史细节极具
感染力，希望通过自己的真诚和激情，
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角色。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一个上午
过去，为了剧中短短两分钟的镜头，演
员反复拍摄了6次，小到一个表情、一
个站位都要精益求精；近景、中景、特
写，每个场景都要兼顾。监视器前，总
导演王功目不转睛地盯着。

“这部剧集中展现了农垦从海南
解放初期、改革开放到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所经历的70年沧桑历程，讲述海
南农垦三代建设者的橡胶情缘。他们
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精神很打动
我。”王功介绍，这将是一部精品主旋
律电视剧，相信会受到观众的喜爱。

编剧游伟告诉记者，《我爱你，祖
国》的剧本经历10年打磨，期间不断挖
掘、深化和提炼，反复征求意见、研讨座
谈，最终得以成型。剧本讲述了海南农
垦人与新中国一起成长的奋斗史，把农
垦精神以影像方式固化为国家记忆。

据悉，《我爱你，祖国》自3月15
日在临高县红华农场公司举行开机仪
式以来，一直处在紧张的拍摄当中。
该剧分A、B组同时进行拍摄，预计5
月10日杀青。

记者了解到，该剧在拍摄的同时，
后期制作也在同步进行，预计6月底
至7月初完成全剧成片送审，年内央
视播出。《我爱你，祖国》由省委宣传
部、省文联、海垦控股集团、海南橡胶、
艾沃影业（海南）有限公司和北京中视
和金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海垦旅游集团百日大招商
第二批10个项目签约

本报那大4月29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王河杯） 4月26日上午，
海垦旅游集团与10家合作方在儋州集中签订合
作协议。这也是海垦旅游集团在海南百日大招商
（项目）活动中的第二批签约，截至目前，该集团共
与20家合作方建立合作关系，共签约19个项目。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10个项目分别是：低密
度装配式建筑EPC总包咨询服务暨合作创建“全
国低密度装配式建筑应用示范园区”；海上旅游项
目；开展项目信息共享、项目资源推荐、项目投资、
股权投资等多领域的合作；海南省全域房车营地
布局；多咪系列产品；开发使用网络商户微站技术
系统；开展旅游产业贸易、咨询及智慧景区建设、
旅游服务；安装石墨烯太阳能环保型保洁箱；旅游
基础设施投资开发建设；打造海南国际旅游消费
中心“海南购（海南go）”线上平台。

此次签约的10家合作方分别为：宝力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宁波北极龙船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海南
农垦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海南省云宿旅游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滨港多咪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海南爱哪哪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海南格瑞文旅
有限公司、江苏名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华映传媒有限公司。

利用资源打造新优势产业

海胶首家天然乳胶寝具
直营店开业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谷家福）4月28日上午，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南橡
胶）首家天然乳胶寝具直营店在海口市琼山区大
东阳家具广场正式开业，“好舒福”品牌产品吸引
了大量市民前往参观选购。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好舒福”
品牌产品在大东阳家具广场和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司均有售卖，将很快在京东、天猫、微商城
开设线上门店。

据了解，此家直营店是海南橡胶与江苏爱德
福乳胶制品有限公司强强联合的“结晶”。双方
合资成立海南农垦好舒福天然乳胶制品有限公
司，既有助于海南橡胶延长产业链，提升原料附
加值，实施“大浓乳”战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又
能借助国企品牌效应，为绿色、健康、环保的天然
乳胶制品走出去扩宽道路。

据介绍，“好舒福”品牌产品天然乳胶含量
100%。海南橡胶在原料采集的初始环节就严格
把关，使用无氨浓乳，产品经过系列技术加工后，
具有防螨、抑菌、抗过敏等功效，已经通过国际睡
眠产品协会（ISPA）、欧盟授权调查并评估认证环
境安全的独立机构ECO等权威机构的品质认证。

海垦资源交易网
上线首批公务车资产
意味该平台成功转型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张伟生）记者从海垦控股集
团旗下的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悉，
由该公司运营的海垦资源交易网（http：//www.
hsfzy.cn/）已上线首批公务车资产，非土地资产
的上线意味着该平台成功转型。

进入海垦资源交易网，页面新增了公务车竞
拍板块，可以直观看到竞拍车辆的资产信息、现场
勘查联系人、资产图片及相关证件等内容。13辆
公务车的竞拍时间均为5月20日上午10时，竞
价周期1天，起拍价1000元-6000元不等，加价
幅度也因车型而有高低之分。

据了解，这些车辆均是原海南省农垦总局移
交给海垦控股集团的闲置车辆，经海垦控股集团审
批，对车辆进行公开竞拍交易，车辆手续齐全。本
次为车辆竞拍，不包含车牌号，如竞得车辆，海垦控
股集团将配合中标者办理过户等相关手续。

金垦赛博公司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海垦资源交易网在提供垦区土地流转交
易业务的基础上，已陆续上线其他业务。该平台
严格按照《海垦控股集团固定资产管理办法》进行
操作，如此一来，有利于规范海南农垦土地、房产、
机动车、集装箱等资产的管理及流转秩序，促进垦
区资产在“太阳”底下进行公开、公平、公正地交
易，实现垦区资产效益最大化。

加强产学研合作

海垦与海大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海口4月29日讯（记者欧英才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余美君）近日，海垦控股集团
与海南大学在海口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加强产学研合作，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推动人才
交流和干部培养，合作申报和承担重大科研项目，
加强技术咨询、培训和农业科技信息交流。

据悉，双方将共同建立长期友好的战略合作
关系，以科学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化、优秀人才
培养等为合作重点，支持海南大学创建世界一流
学科和建设国内一流大学；加快推进海南热带高
效农业建设步伐，将海南农垦打造成为海南经济
新的增长极和国家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区。

海南大学党委书记武耀廷表示，海南大学将
充分发挥在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
的优势，与海垦控股集团在农业资源开发、产业经
营等方面实现互补。

近日，海垦东昌农场公
司职工开始采摘胡椒。据了
解，今年当地胡椒采摘比以
往提前近两个月。东昌农场
公司有全国最大的胡椒生产
基地，面积达2.25万亩，年
产胡椒3200多吨，有3300
多胡椒种植户。

通讯员 林宝华 摄

东昌胡椒
收获早

海南日报记者探班电视剧《我爱你，祖国》拍摄现场：

两分钟的镜头反复拍6次

位于海口市郊的海垦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自去年2月开业以来，已成为海口市民
短途游的人气景区。景区内农业梦工厂、鲜花
餐厅、高山村等景点“吸粉”无数。海南日报记
者了解到，“五一”期间，公园将推出“种菜大作
战”等活动，游客可以走进农业梦工厂玻璃温
室大棚，体验种植乐趣。同时，公园内剧场演
出、雪山乐园等体验项目纷纷推出线上优惠。

探索山水秘境 领略新奇美景

“五一”出游 海垦这些地方等你来打卡

桂林洋农业公园
如果你想体验穿越时空，感受武侠奇幻

嘉年华，不妨来到儋州八一石花水洞地质公
园。公园推出由多个团队设计打造的“穿越
嘉年华”大型活动，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还可以穿上古装服饰，撑
起油纸伞，在桃花树下弹古筝，在水溶洞内
荡秋千等，同时还有魔法粘粘墙、飞镖扎气
球、套圈、纸网捞鱼、投壶等游戏互动。

儋州八一石花水洞
位于澄迈县西达农场公

司境内的九乐宫温泉山庄地
处南渡江上游，靠近澄迈加
龙坪热带雨林区，这里被群
山环抱，山庄内的温泉日喷
水量达 5460 立方米，水温达
57.1 摄氏度，含氟量高，是理
想的沐浴医疗热矿水。

澄迈九乐宫温泉山庄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荣光农场

公司境内的红水河谷也是一片不折
不扣的秘境。这里地处猕猴岭脚下
和佳西自然生态保护区内，因流淌着
红色河水而得名。10公里长的河道
曲折狭长，散布着大大小小、形态各
异的奇石，由于这条河水含铁量丰
富，河水呈红色，因此得名“红水河”。

乐东红水河谷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的海垦长征农场境内的万泉河
石臼群是罕见的地质奇观，群石
表面光滑，窍孔纷多，卧在河床
上，一股股细流穿梭于群石间，
狭路汇聚处湍急不已，激起欢腾
的浪花。当你亲临其境，会为大
自然的鬼斧神工而感叹不已。

琼中万泉河石臼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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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剧总导演王功(左一)在拍摄现场指导演员。
➡该剧第一阶段主演凌潇肃(左)、啜妮在拍摄现

场研读剧本。 《我爱你，祖国》剧组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