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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带动产业
提质增效，南金农场公司菠萝蜜产业
发展的变化看得见、摸得着。“去年，
南金农场公司菠萝蜜种植岗位平均
收入达8.57万元，部分岗位年收入超
过10万元。”南金农场公司总经理吴
第祥介绍说，自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以
来，农场公司菠萝蜜产量逐年增加，
2016 年的产量仅为 415 万斤，到

2018年，产量跃升至1336.26万斤。
在考核组走访农户的抽查考核过程
中，农户普遍反馈了较高的满意度。

“通过种植菠萝蜜，改变家里以
前的困难生活，日子越过越好了。”
南金农场公司五区三队职工王春连
承包种植了26亩菠萝蜜地，去年卖
出了8万多斤的果实，收入近10万
元，减轻了家里沉重的负担。在

2006年，她的丈夫被诊断出鼻咽癌，
高额的治疗费用成了这个家庭的重
要支出，在农场公司的帮助下，王春
连开始标准化种植菠萝蜜，几年来
都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收入，同时还
方便她照顾家庭，这样的安排让她
十分满意。

如今，“发展菠萝蜜等重点产业，
打造全国文明的生态观光农场”这一

目标，已成为全体南金人努力的方
向。李国庆表示，接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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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将标准化成
果转化为公司菠萝蜜产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把菠萝蜜产业打造成集互联
网+种质资源、种苗、种植、加工、研
发、营销为一体的新兴产业。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

国家菠萝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项目高分通过“国考”创出18项管理标准

南金靠什么“考”出高分？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裕元

炎炎夏日，记者走进南金
农场公司国家菠萝蜜生产标准
化示范区第一作业区内，一个
个长势良好、果肉丰满的菠萝
蜜果实挂满枝头。这片示范区
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考”——日
前，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考
核组对我省在建的国家标准化
示范区，按照专业考核细则进
行抽查评分，南金农场公司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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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了考核。

之所以称为“大考”，是因
为此次考核的“考官”和“考试
流程”很不一般。由国家粮食
和物资储备局标准质量管理办
公室、陕西省市场监管局等单
位相关负责人组成考核组，通
过听取汇报、审查资料、现场考
核、抽样调查、走访农户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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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垦农经

“经过半年多或1年的学习，原来
的文盲已至少认识几百个字，有的已
经可以写信、读报纸。”海垦博物馆高
级专家顾问林旭飞介绍，农垦的教育
事业正是从扫盲班开始，而当时的教
育方针是“育苗与育人同步”：橡胶苗
在成长，投身橡胶事业的人也要成长。

到了上世纪60年代，海南农垦在
扫盲教育取得较好成绩的基础上，还
利用夜校组织职工进行业余技术学

习，重视抓好对职工进行技术教育，以
保证生产质量，促进橡胶生产技术的
发展。组织职工参加专业训练学习，
理论与实际结合，发挥骨干作用。

原广东省热带作物学校（今海南
省农垦海口中等专业学校）教师、年过
8旬的方焯文告诉海南日报记者，根
据农垦事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同时
扩大职工子女升学就业的机会，正是
从这时期开始，海南农垦开办中等专

业学校，涉及热带作物栽培、财会、测
绘、农经、计划统计、植保、农机、橡胶
加工、畜牧兽医等，培养初级技术干
部，与农垦的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纵观历史来看，海南农垦的教育
几乎与海南农垦事业同步发展。如
今，垦区教育机构在改革大潮中虽已
移交地方管理，但是在海南教育发展
历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本报定城6月10日电）

垦博物

“考官们特别认真，反复核对相
关数字，还实地走访农户询问菠萝蜜
生产等情况。”南金农场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国庆告诉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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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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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管理标
准，进而形成示范区菠萝蜜生产标准

体系，给考核组留下了深刻印象。
事实上，该项目的高分“宝典”就

“藏”在这些制度、体系建设中。近年
来，该农场公司以菠萝蜜作为主产业，5
个作业区内共种植约8300亩菠萝蜜，
在种植管理过程中，均按照“四高”“五
统一”（即“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
效益”和“统一规划、统一种苗、统一管
理措施、统一运作模式，统一销售标

准”）的标准进行管理，建立了符合国家
菠萝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管理制度
和标准体系，目前已全部纳入国家菠萝
蜜生产标准化示范区建设范围。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建设
标准化示范区更是如此。”南金农场
公司旗下企业海南定安绿湖菠萝蜜
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王万吉说，南金
农场公司结合辖区内菠萝蜜生产基

地实际情况，出台了《菠萝蜜国家农
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
《<海南省国营南海农场国家菠萝蜜
生产标准化示范区>操作管理和实施
细则》等相关文件，有效制定了生产
标准化示范区标准体系的六大体系
18项标准，明确了项目实施的任务目
标、目的意义，以及示范区建设计划
进度等相关事项。

不仅如此，南金农场公司还成立了
示范区领导小组及技术小组，以企业主
要负责人牵头，推动各项措施落实到
位。该农场公司还以海南省农业科学
院、海南大学、海垦科学院集团等高校
及科研机构作为技术后盾，长期聘请相

关专家进行技术培训和指导，为国家标
准化示范区建设提供智慧力量。

海南大学教授李绍鹏与南金农
场公司达成合作共识以来，一有空就
从海口驱车到南金农场公司菠萝蜜
基地查看果实生长情况、指导管理技

术。这几乎成了他的工作常态。他
还牵头组成了专家评审组，负责指
导、审核、修订菠萝蜜生产标准体系，
配合农场公司将其印刷成册，并发放
到各管理人员和岗位职工手中。

在此基础上，农场公司还把主要

操作标准等印制成宣传框上墙，帮助
职工及农户对建设生产标准化示范
区有更多的了解和认识；邀请海南省
农业科学院范鸿雁、胡福初等专家，
举办了“示范区标准体系建设”“菠萝
蜜高产栽培技术”等专题培训会。

有标准才有示范

有示范才有带动

有带动才有发展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海垦大规模开展扫盲运动

夜校煤油灯点亮职工求学路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许振东 陈开彬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有一张内容为“文化夜校”的照片令
人印象深刻：照片中一群年轻人从背后的茅草屋里走出来，
茅草屋门口“文化夜校”的牌子十分显眼。一伙人脸上的笑
容传递着获得知识的乐趣。

据《海南省志·农垦志》记载标明，这是中瑞农场（今母瑞
山农场公司）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扫盲中的一个场景。

新中国成立后，为破解文盲率高的问题，一场轰轰烈烈
的扫除文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时候刚刚创建的海
南农垦，结合农垦职工多来自农村，文盲或半文盲多的情况，
也开展大规模扫除文盲的工作，一场关于学习知识的星星之
火迅速在海垦大地上燎原。

根据海垦博物馆提供的线索，海南
日报记者联系上了照片的提供者——
原中瑞农场宣传科长李海球。李海球
介绍，这张照片是上世纪80年代，他从
档案图片里翻拍的，并提供给了当时的
农垦总局。照片的拍摄地点，是原中瑞
农场苗族队南岭6队。

而照片前排右一的那位身着苗族

服饰、提着汽灯的女孩黄运波如今就
住在南岭4队。

6月6日，从母瑞山农场公司场部
驱车行驶十几公里，海南日报记者在
公司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来到了南岭
4队的一栋普通民居。临近端午，民
居内飘来粽叶的香气，一名头戴苗族
头饰的老人正在和家人包粽子。

看到海南日报记者出示的照片，
老人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激动地说：

“我就是黄运波，这个提着汽灯的女孩
就是我。”

黄运波记得，当时她还不到20
岁，夜校刚刚下课自己正准备回家。
照片中和她结伴而行的名叫王玉香，
后来嫁到了南岭1队。

提着汽灯的苗族女孩

1956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出《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指
出：扫除文盲是我国文化领域的一场
大革命，也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中
的一项极为重大的政治任务，要大张
旗鼓地开展扫盲运动。

此时，扫盲班遍布工厂、农村、部
队、街道，人们以高涨的热情投入到学
习文化的浪潮中。据《海南省志·农垦
志》记载：为贯彻中央“关于扫除文盲”
的决定，农场设立“文化教育委员会”或
扫盲小组进行领导，生产队普遍开办夜

校，配备文化教员，组织进行业余学习。
“白天我们都忙着种胶、压青等管

理工作，到了晚上全队胶工就集中在
一块学习识字，接触文化。”黄运波说，
班里的胶工几乎都不识字，教员是农
场派来相对有文化的人，而且有好几
个，她还记得2个教员的名字，一个叫
陈明宇，一个叫王世军。

“大家的学习积极性极高，经常早
早吃完晚饭，就去夜校点上煤油灯。”黄
运波说，扫盲班开设了一年，每晚上课
时间为1小时或2小时，上课内容主要

为识字，还会细读《愚公移山》《纪念白
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

黄运波说，上了扫盲班后，自己不
仅学会写自己的名字，而且也能看简
单的书籍报纸了。更重要的是，自己
接触了文化，打开知识文化的大门，懂
得的道理也越来越多。

据农垦相关文物资料记载：l956
年，当年全局有职工3.17万人，参加
文化学习的有2.16万人，其中参加扫
盲班学习的有1.46万人，占职工总数
的46.1％。

育苗与育人同步

白天劳作晚上学习

⬆农垦博物馆中的文化夜校图片。右二为
黄运波。本报记者 欧英才 翻拍

⬅年近七旬的黄运波。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快来投票吧！
农垦最具人气美文美食等你来选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近日，记者从《中国农垦》杂志获
悉，由《中国农垦》编辑部推出的“舌尖上的农垦·
最具人气美文美食奖”投票评选活动已开启，广大
网民可在30篇文章中选择10篇并投票。其中，
有来自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刘霞写的《寻味母山咖啡》。

据介绍，本次参与投票的30篇文章均选自
《中国农垦》编辑部此前举办的“舌尖上的农垦”征
稿活动。作品从不同的角度，生动呈现了农垦农
产品优良的产地生态环境、先进的生产管理水平、
严格的质量控制和各具特色的风味，折射出各个
农垦企业为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优质、安全、美
味产品，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据悉，该投票评选活动将依据得票数量从高
到低选出“舌尖上的农垦·最具人气美文美食
奖”。投票时间为6月6日至6月17日24：00，
关注“中国农垦杂志”微信公众号即可进行投票。

深圳海鹏胜诉葵涌鸡场租赁纠纷案

避免国有资产
损失200多万元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袁宇君）近日，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下属深
圳市海鹏实业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鹏”）获悉，
历时15年的该集团葵涌鸡场租赁纠纷案，近日经
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胜
诉，避免国有资产损失200多万元。

据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03年以来，
一名承租户强占深圳海鹏葵涌鸡场1630.54平方
米鸡舍。深圳海鹏于2017年将该承租户告上法
庭后，由于事件知情人已不在原岗位，取证难度较
大，证据不充分，一审法院以有口头协议产生纠纷
为由，将诉讼请求驳回。

一审败诉后，海垦控股集团有关部门深入指
导深圳海鹏采取应对措施，以风险代理方式委托
了富有经验的律师团队，多次访问当事人还原事
实，并多地走访调查取证，充分收集有利证据，顺
利将完整证据材料上交二审法院。

今年4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深
圳海鹏公司葵涌鸡场租赁纠纷一案作出二审（终
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并判被告人应于判决生
效之日起30天内将葵涌鸡场返还给深圳海鹏，支
付深圳海鹏租金25.3万元，并支付一、二审案件
受理费。

海垦农特产品亮相
上海食博会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杨志强）6月5日至6月7
日，2019年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食品博览会
（以下简称“上海食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
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携海垦农特产品亮相，以
增强海垦品牌影响力，促进海垦与食品行业的交
流与合作。

“海纳百业，垦以至诚。”记者了解到，海垦
展馆位于一楼中央大厅，展馆面积为 72平方
米。展馆内展示着母山咖啡、海垦茶叶、新中柠
檬、海垦和牛、南金菠萝蜜等海垦农特产品。海
垦工作人员向客商、市民推介自家产品，并现场
冲泡咖啡、茶叶等，以供大家品鉴，引来人们驻
足询问。

据介绍，本届上海食博会由中国食品工业协
会主办，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500多家展商
参加，展出面积共20000多平方米。同期还将开
展20余场精彩活动及表演。

真是“荔”害！
今年红明荔枝卖了3.6亿元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王浚宇）海南荔枝采摘接近尾声。海南日报记者
6月10日从海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获悉，今年红
明荔枝总产量达6000万斤，总产值3.6亿元，创历
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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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加大技术指导服务，主
要种植的妃子笑荔枝实现稳产，收购价格也比常
年大幅度上涨。荔枝收购平均单价每斤6元，价
格比去年涨了一倍。

据了解，该集团通过各种渠道引来全国各
地收购商，在红明地区设立了83个摊点收购荔
枝，先后与北京中垦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联华等
各大营销公司和超市签订购销上千吨荔枝协
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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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垦老体协乒乓球队
参加全国赛事获佳绩

本报海口6月10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钟颢）日前，在湖北黄石市举行的2019年
全国老年人乒乓球交流活动中，海垦老体协乒乓
球队代表我省参赛，在混合团体小组循环赛中积
6分，荣获小组第三名，创造了我省在该项比赛中
的最好成绩。

据了解，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7支
代表队近300人参加。

有飞行情结的游客有没有
想过能住进一家像飞机的酒店
里？海垦旅游集团积极创新发
展思路，努力打造领先、创新型
景区景点。图为该集团位于儋
州南部的莲花山景区正在建设
中的飞机酒店，该机“机身”由水
泥浇筑，长38米、内中心宽3.5
米、内中心高2.6米，计划在上
面设置4间-5间套房。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图/王河杯

飞机酒店
“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