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6日，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举办
“红明红”荔枝产销对接活动。当天，该
集团与来自全国各地的16家优质客商
签订600多万斤的“红明红”荔枝订单。

据了解，为做好今年荔枝营销工
作，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分别成立宣传
组、营销组、结算组、综合组、治安组等

5个专门工作服务小组，并主动对接全
国各地的市场，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抓好
荔枝销售。

“近年来荔枝收购价格波动不稳定，
为避免出现丰收但销售陷入困境、荔枝
价格低迷的情况，集团主动出击，与国内
较大的电商平台和各大超市对接，减少

传统营销环节，开拓终端市场。”红明荔
枝产业集团总裁周家亮介绍。

据了解，线下方面，该集团通过各种
渠道引来60来家收购商，在红明地区设
立了58个收购点收购荔枝，先后与北京
中垦科技有限公司、福建上果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上海联华等各大营销公司和

超市，就荔枝营销业务达成合作意向。
同时，荔枝销售还坐上“互联网快

车”，该集团与相关大数据平台合作建立
红明荔枝线上商城。该公司成立的红明
红水果产销专业合作社初步试水荔枝深
加工产品市场，所生产的荔枝干还在海
南爱心扶贫网销售。

发力营销 主动对接终端市场

在“红明红”荔枝源源不断上市的同
时，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旗下荔海共享农
庄也热闹起来。

5月12日，家住三门坡镇的陈晓穗
带着几位朋友在荔海共享农庄体验了一
回荔枝采摘乐。“看到果园里荔枝挂满枝
头，大家都很兴奋。”陈晓穗告诉记者，农
庄不仅设施齐全，提供池边垂钓、特色民
宿、农家餐饮等旅游观光服务，进园还有

工作人员负责讲解，十分贴心，比在小果
园采摘的体验更好。

记者了解到，5月4日至13日，荔海
共享农庄共接待游客1200多人次。

荔海共享农庄自去年5月试营业以
来，发展体验式农家乐旅游产业，多业
态、多形式提升荔枝产业的效益，并引进
农业物联网采集系统和商务系统，打造
电子监控和农产品质量追溯为一体的科

技集成示范园。
这是红明荔枝产业集团立足荔枝资

源禀赋，推动农旅结合，寻求产业转型升
级的一项举措。“以荔海共享农庄为抓
手，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王波表
示，通过引导游客“入园采摘”，荔海共享
农庄以“红明红”荔枝种植为主要产业，
集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生态养生等休闲
活动为一体，着力打造“农旅”相结合的

生态园。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红明荔枝产业

集团将继续以促进企业发展和职工增收
为重点，以突出农旅结合为发展导向，不
断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将海垦荔枝产业
打造成具有国内外竞争力的农业品牌产
业，为海垦打造国家热带特色农业示范
区作出新贡献。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农旅结合 不断延伸产业链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红明
荔枝产业集团，拥有3万多亩的海南最
大的连片荔枝生产基地。5月12日，海
南日报记者在红明地区看到，采购荔枝
的客商、车辆猛增，一箱箱的妃子笑荔枝
经过打包、装箱发往省外。

“受去年暖冬天气影响，广东、广西
等荔枝主产区开花整体情况不理想，多
地座果率均有所下降。”多名客商告诉
记者，在今年荔枝产量整体低迷的情况

下，红明地区主要种植的妃子笑荔枝实
现丰产稳产，因此荔枝价格也比常年大
幅度上涨。

“自5月上旬进入荔枝采摘季后，每
天有100多万斤红明荔枝发往全国各地，
平均收购价在六七元一斤。截至5月11
日，红明地区已经销售荔枝1260万斤。”
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
介绍，预计今年“红明红”荔枝的总产量可
达6000万斤，与去年持平，实现稳产。

为何“红明红”荔枝能实现稳产？王
波介绍，面对气候、环境等不利因素，集
团通过与科研单位合作，发挥科技兴农
作用，从科技上大力支持红明荔枝产业
集团的产业发展。凭借科学先进的管理
技术，当地荔枝座果率达到90%。

记者了解到，早在荔枝生长阶段，红
明荔枝产业集团就联合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做好2019年荔枝成花情况调查及管
理措施制定工作。针对成花和座果情

况，不仅出台了具体生产管理指导意见，
还印成资料发给果农。去年12月，红明
荔枝产业集团还邀请国家荔枝龙眼产业
体系百位专家进行经验交流，并举办三
期技术培训班。

该集团职工种植户李美雄说，得益
于公司加大技术指导服务，他家的35亩
荔枝一直采取科学种植、科学管理的方
法，基本达到了商品果的标准，预计今年
产量能达到6万斤。

强化技术 力促荔枝稳产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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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多措并举，助推稳产优价、高效增值

红明红 俏货俏

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
项目签约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精制成品茶400吨

本报营根5月13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陆和）近日，海垦茶业集团
与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管委会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进行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项目签
约，双方将携手打造海南现代化、精细化的茶产业
平台。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60亩，总建筑
面积5.3万平方米，包括现代化茶叶加工区、综合
商务办公区以及仓储配套区等。建设期3年，分3
期进行开发建设，预计2021年建成投产。项目建
成后，可年产精制成品茶400吨，以及其他附属茶
叶深加工产品。

海南中部（琼中）绿色产业园区管委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任李海阳表示，该项目是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和该产业园区的重点招商引资项目。项
目成功实施之后，必将有力推动琼中茶叶加工业
和科技农业的发展。

海垦茶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蔡锦源介
绍，目前海垦茶业集团已积极引进中国茶科所
专家团队，作为该项目在规划方面的技术服务
机构。该项目将集茶叶精制加工、深加工、茶叶
研究、工业观光等为一体，为海南茶产业的发展
注入新动能。

金垦赛博进入
省民营中小企业培育库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王菲）近日，记者从海垦商
贸物流产业集团旗下的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赛博）获悉，海南省民营中
小企业成长培育工程2019年度第一批入库企业
名单已公示，金垦赛博名列其中。今后企业的发
展将获得更多支持。

此次金垦赛博等130家企业纳入海南省民营
中小企业成长培育工程培育库。海南省中小企业
服务中心将为这些企业统一发放入库培育证书，
并从服务券、政策、投融资、专项行动、企业上云、
人才培养、专题宣传、搭建企业家俱乐部等8大方
面给予企业培育支持。

据悉，海南省民营中小企业成长培育工程旨
在打造、提升、培育一批具有增长潜力的民营中小
企业，进一步引导和鼓励企业加快转型升级，规范
企业经营管理，减轻企业负担，推进企业可持续发
展，引导民营中小企业走向“专精特新”发展之路。

南金职工获
菠萝蜜产业首笔分红

本报定城5月13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职工入股菠萝蜜产业得到了首笔
分红。近日，记者从南金农场公司获悉，该农场公
司旗下的海南定安绿湖菠萝蜜有限公司拿出8.1
万元给入股菠萝蜜产业的职工进行分红。

“公司盈利了也要让入股的职工享受到利益，
履行与广大股东的约定。”南金农场公司副总经理
何日欢告诉记者，职工这次拿到手的分红并不多，
但今后的分红数额将会逐年递增。

为了激励广大职工投入到菠萝蜜产业中，前
期管理时，南金农场公司做到“五统一”种植管理，
即统一规划种植、统一种苗、统一技术标准、统一
操作规程、统一投入肥料与农药等生产资料，企业
出资打造菠萝蜜规模产业，职工通过务工增加收
入。果树进入产果期后，农场公司推行混合所有
制经济体制，推行“公司+职工”发展模式，职工向
农场公司缴纳40%的平均收入（按种植株数计
算）后，就可以自主种植管理、发展经济。

据了解，南金农场公司从2011年开始种植菠
萝蜜，推进就业创业基地建设，促进企业增效职工
增收。2017年2月，南金农场公司菠萝蜜产业获

“国家菠萝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认证。2018年生
产菠萝蜜1336.26万斤，总收入1603.51万元，创
业职工平均收入8.57万元，同比增加1.2万元。

南金国家菠萝蜜生产示范区
通过国标考核

本报定城5月13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张昌龙 唐电坤）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南金农场公
司获悉，由该农场公司建设的国家菠萝蜜生产标
准化示范区项目以90分的高分顺利通过国家标
准化管理委员会考核组考核。

此次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考核组按照专业
考核细则进行抽查评分，考核组深入南金农场公
司，采取听取汇报、审查资料、现场考核、抽样调
查、走访农户等形式，对照《示范区项目抽查考核
表》逐项进行考核，并按100分制进行评分，最终
打出了90分。

此次抽查考核中，考核组认为该农场公司国
家菠萝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围绕“四大基地、
两大中心”整体规划布局，构建起了农产品质量保
证和检测体系，制定了18项企业标准，构建了示范
区菠萝蜜生产标准体系。考核组对该项目标准化
示范辐射带动作用逐年提升、探索形成“公司+农
户+标准化+信息化”的示范推广模式等予以肯定。

南金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国庆表示，
下一步农场公司将会加强对国家菠萝蜜生产标准
化示范区的后续管理，并努力将标准化成果转换成
为公司菠萝蜜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进一步延伸菠
萝蜜产业链，发挥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据悉，国家标准化示范区建设是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组织相关地区、
机构开展的标准化示范活动。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李关平

当看到海南农垦博物馆内展出的
“长江牌”16mm电影放映机时，曾在
海南农垦担任电影放映员的汕头知青
余向平脑海中浮现出一帧帧画面：放
电影那天，人们从四邻八村赶过来，挤
在农场的篮球场上看电影，从舞台上
看下去黑压压一片……

今年68岁余向平1968年来到海
南农垦，转眼间，50年过去了，他眼前
的电影放映机漆面斑驳，早已淡出历
史舞台，但它留给几代“垦荒牛”的记
忆依然鲜活，“那是艰苦乏味岁月里最
大的乐趣和难得的精神食粮，是我们
苦中作乐的见证。”

电影
垦区工人渴求已久的梦

电影，在上世纪70年代，是人们
渴求已久的梦。

余向平所在的原东方农场（现
东太农场公司）有 2300 多名职工。
当时，垦荒生活艰苦，人们的精神生

活同样苦闷乏味。偌大一个农场，
只有一个刚刚建立的有线广播站，
在早上、中午和傍晚播放几首革命
歌曲。尽管上级组织想办法成立男
女篮球队、文艺宣传队，连队建立文
化室等，但这仍难以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求。

这个时候，电影的出现，无疑极大
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1973年至
1980年，余向平担任电影放映员。他
清楚记得，农场共有16个连队，按照
轮流放映原则送戏下队，每个连队每
月只能看上一场电影，而且经常出现
派不出运输车、影片断档、天气不好等
情况，使不少边远连队每月都看不上
一场电影。

这也是当时整个海南农垦的现实
情况。即便如此，人们仍对电影情有
独钟，观影当晚生产队犹如过节一样
热闹非凡。

观影
艰苦生活中的大趣味

“今晚有电影看！篮球场上架起
了白色银幕！”尽管没有广播宣传，没
有电话通知，但即将放电影的消息总
会传遍四方。许多人早早“担凳子，霸
前排”，满怀期待地等待电影的放映。

“那是现在年轻一辈无法体会到
的快乐。”今年71岁的广州知青张国
仪1968年来到原东太农场开荒护林，
说起青年时期的观影经历，难掩脸上
的兴奋。

夕阳西下，大人们放工回到家随
意煮点稀饭，稀里哗啦地喝完后，匆忙
收拾一番便带上小板凳赶往篮球场。
小孩子们这会最为积极，任父母怎么
呼唤都不肯回家吃晚饭，死守着前排
座位。从相邻连队和村庄走个把钟头
山路赶来的人只能站在球场台阶上
看。人们在球场上一边摇着蒲扇，一
边嗑瓜子拉家常，邻里的互动变得尤
为密切。当看到电影队的汽车车灯在
远处山路闪烁，全部人都忍不住欢欣
雀跃起来。

“哒哒哒……”胶带在电影放映机
的带动下转动，幕布上出现黑白电影
画面，人群瞬间安静下来。他们无法
理解电影放映机背后的深奥原理，但
都明白正是这台小机器，制造了他们
美好的集体记忆，给原本枯燥的生活
增添了许多趣味。

影响
让苦日子也有了甜味

“好几次，看完电影后已是凌晨

两点，我们来不及休息就去割胶
了。但却不觉得苦累，反而充满力
量。”张国仪记得，每逢此时，他与队
友们在去橡胶林的路上总是异常兴
奋，似乎一瞬间就忘记了独自离家
的惆怅、农场生活的闭塞、割胶工作
的苦累。

张国仪说：“《地道战》《铁道游击
队》《渡江侦察记》等一部部电影，激发
出了人们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生产工作
积极性。”

尽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电
影放映机有时会在长途运输过程中遭

遇碰撞而总是发生故障，影片也经常
是放了又放的老片子，但电影放映依
然场场爆满。

“精神愉悦，苦日子也有了甜味。”
张国仪说。

随着电视机、DVD机的出现和普
及，上世纪90年代初，电影放映机最
终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份苦中作乐的
情怀却没有消失。海南日报记者了解
到，时至今日，海南橡胶八一、加钗、新
中等分公司仍坚持每年举办“送文化
下基层”活动，将各类演出送到职工家
门口。 （本报海口5月13日讯）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南农垦送电影下基层，丰富了垦区精神文化生活

电影放映 艰苦垦荒岁月中的一点“甜”

垦观察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 卢月佳

“我家的20亩荔
枝今年稳产，荔枝平均
收购价格每斤6元至
7 元，实现丰产又丰
收。”5月 13日，海垦
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原
红明农场）职工王安冰
的荔枝园里一派丰收
的景象，谈起今年的收
成，他乐得合不拢嘴。

眼下正是海南荔
枝集中上市的季节。
从5月上旬起，包括王
安冰在内的红明地区
的荔枝种植户迎来了
全年最忙碌的时间
段。在今年荔枝产量
整体低迷的情况下，红
明荔枝产业集团通过
强化生产技术，发力线
上线下营销，促进农旅
结合，推动“红明红”荔
枝产业高效增值。

垦博物

海南农垦博物馆内展出的“长江牌”16mm电影放映机。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摄

红明荔枝产业集
团职工采摘荔枝。

通讯员 王小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