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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垦”实干 见实效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 陆和

打开茶叶揉捻机，倒入一筐茶
青，盖上压盖并拨动揉捻机手柄，
揉捻盘开始一圈圈匀速转动。过
了一会儿，揉捻盘底部的茶青开
始由舒展状逐渐变成卷曲状，颜
色由翠绿变墨绿，散发出茶叶最
原始的清香。半小时后，茶青揉
捻工序完成。

6月13日，位于定安县的海南
母瑞山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母
瑞山茶业公司”）茶叶加工厂重新投
产运营，记者看到制茶工人正在揉
捻车间制茶。一旁平铺着当天上午
制成的几百斤红茶，等待发酵。

这个茶叶加工厂 1983 年建
设，生产的茶叶产品品质优良，绿
茶曾销往全国各地，红茶更是远销
国外。后来因为生产工艺落后、设
备陈旧，茶叶销量远不如前，茶农
收入低、企业效率低，很多茶农便
纷纷改种橡胶，1999年，该茶叶加
工厂停产。

2017年，按照海垦控股集团“产
业协同、资源整合”要求，具有技术、
人才、品牌优势的海垦茶业集团与

母瑞山农场公司合作组建母瑞山茶
业公司，开始走上母瑞山茶产业整
合的道路。

老茶厂在经过一年的改造升

级后，添置了2条绿（红）茶加工生
产线、1条名优茶加工生产线等制
茶设备。这套自动化水平较高的
新设备更省时、省力和专业：输送

带省去了原先每道工序之间人工
搬运原料的时间，可设置参数的仪
表仪器则比人工凭经验制茶更准
确……

“即便茶叶加工厂满负荷运转，
也就需要10多名工人，在相同的产
能下，人员数量比其他茶厂少2/3。”
海垦茶业集团生产部部长、母瑞山
茶业公司董事长张威告诉记者，母
瑞山茶业公司正逐步成为一个规模
化、现代化的茶企。

达成合作之后，母瑞山茶业公
司在500亩茶园的种植规模上，继
续开荒种植扩种茶园512亩，主要有
毛蟹、福鼎大白、英红九号、海南大
叶等茶叶品种。

茶园有了，早年发展茶产业时
的采茶种茶、茶园管理、制茶技术却
已不符合标准。为此，去年下半年，
海垦茶业集团生产技术部便开始培
训母瑞山地区的茶农如何规范采
茶、做好茶园管理；今年上半年，按
照海垦茶业集团的“五统一”标准，
通过先文字培训再上机培训的方式
来教会制茶工制茶。

张威笑着告诉记者，经估算，
茶叶加工厂投产后，年干毛茶产
量可达 10万斤，年销售收入可达
848 万 元 ，年 均 利 润 总 额 预 计
212.61万元，还可带动周边100多
人就业。

（本报定城6月17日电）

海垦茶业集团整合资源，组建母瑞山茶业公司做强茶产业

停产20年 老茶厂“复活”生产忙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学东

6月12日15时，烈日炎炎，在海
垦红昇农场公司万泉花果文化旅游
区的热带花果观光园项目现场，工
人们或在树下管理养护花草，或在
阴凉的建筑地砖上镶嵌铜条。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在不耽
误工期和保证工人作业安全的前提
下，我们调整工作时间并灵活安排
工作内容，稳步推进项目进展。”项
目现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垦区
2019年省重点项目，万泉花果文化
旅游区项目去年5月正式开工。

项目位于原东红农场场部及周
边生产队，起步区规划用地 3500
亩，主要分为热带花果观光园、世界
名优热带水果示范基地、花果世界
风情旅游度假小镇和万泉花果共享
农庄等四大主题。项目以“整体规
划，分步实施”的理念进行建设。

在项目现场，园林养护工人、来
自东红5队的职工郑万光告诉海南

日报记者，每天工作避开了高温时
段，有了更充足的午休时间，工作的
劲头更足了。

在热带花果观光园内已建好的游
客中心，黑瓦白墙、飞檐翘角的徽派建
筑掩映在槟榔林和绿树丛中，木栈道
从波光粼粼的水面上穿过，连接具有
江南庭院特色的水上餐厅，令人感受
到自然之景与建筑结合的古朴之美。

“我们邀请上海知名设计团队和
来自江苏的古建团队打磨，致力于打
造精品项目，争取今年12月底完成
热带花果观光园建设、招商及运营，
实现试开园。”红昇农场公司总经理
高举廷介绍，今年项目计划完成投资
1亿元，主要用于建设热带花果观光
园以及相关配套基础设施等。

在热带花果观光园内，红昇农场
公司与海南农垦科学院开展技术、管
理合作，目前已引进种植嘉宝果、巧
克力布丁果、木奶果、冰激凌柿子、澳
洲手指柠檬等近20种热带水果品
种，将陆续引进更多热带珍奇水果。

“项目将打造原创热带水果IP卡
通主题观光园，建设海岛剧场、气味教
室、海岛礼堂、丛林探险、机械迷宫和萌
宠剧场等游乐项目，满足儿童、年轻人
等各年龄段的游玩需求。”高举廷介绍。

在引进热带珍稀水果的同时，
红昇农场公司积极开展项目区域土
地承包使用权回收工作，今年5月，
按照海垦控股集团启动“项目现场
推进月”活动部署，为做好项目地承

包使用权回收工作，该公司把回收
地段任务分解到8个工作小组，明确
任务在规定的时间节点内完成。

“我们将工作计划、工作目标层
层分解、级级落实，确保每一个项目
都有人负责、有人跟踪、有人协调、
有人解决实际问题。”红昇农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刁朗周表示。据
了解，截至目前已完成100多亩的
青苗补偿工作。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红昇农场
公司还将对热带花果进行科学选种，
先引种试种，再逐步扩大种植面积，形
成热带水果新品种引进与土地规模化
整合、产业集中导入的经营模式。

刁朗周表示，项目将建设成集
旅游观光、农业种植、科技示范、科
研教育等为一体的热带水果引种示
范项目，打造全省东部旅游新名
片。同时，积极融入琼东旅游线路，
进一步激活农场公司经营机制，带
动职工群众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本报嘉积6月17日电）

记者现场探访万泉花果文化旅游区热带花果观光园项目

一花一果一世界 农旅融合能生金

热带花果观光园内已建好的水上餐厅。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6月15日，在海垦金江农场公司附
近的槟榔谷景区的销售柜台内，10余
件黎锦手工产品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

“这些是公司黎锦联社社员的作品，最
高每件能卖到5000元以上。”该公司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陈凤兰介绍。

虽说黎锦产品卖得好，但产品缺
乏商标和品牌是“硬伤”，还难以形成

规模化、品牌化。对此，陈凤兰表示，
下一步，公司将尽快申请注册商标和
品牌，组建黎锦文化公司，以公司化
运作方式参与合作社收益分红，实现
黎锦的产业化、品牌化、规模化发展。

转企改制后的农垦企业，如何考
虑与合作社“合作共赢”，这成为了一
个新课题。

据了解，从海垦控股集团到各个
基地公司，都会给合作社一定数额的
资金扶持，或聘请农业专家送技术，
帮助合作社发展。如海南橡胶阳江
分公司提供一次性的扶持资金5万
元成立森财种养专业合作社，帮助其
平整道路、购买种苗等。

海南橡胶阳江分公司总经理裴

成明表示，公司会把加强胶工队伍管
理、发展非胶农业与扶持合作社发展
协同谋划，包括合作社的产业布局。

“从长远上看，垦区企业与合作
社如何合作共赢，促进职工群众增
收、企业提质增效，是垦区合作社发
展壮大的基础。”裴成明认为。

（本报金江6月17日电）

神泉集团1464平方米
违建被拆除

本报三亚6月17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陈茜）6月13日上午，伴随阵阵挖掘机轰鸣声，位
于海垦神泉集团东风分公司继光队的8栋1464
平方米违法建筑相继被拆除。

当天，神泉集团与三亚市海棠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大队、开发区工作站等50人到拆违现场监督
并维持秩序。神泉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依
法依规拆除违法建筑，对违建行为给予严惩，形成
有力震慑。

据悉，为确保国有土地不受侵害，减少“两违”
图斑，神泉集团建立了“两违”网格化分区管理机
制和巡查机制，按照“源头严防、露头就打”的要
求，对新增“两违”零容忍，严控“两违”增量。

拓宽困难女职工就业渠道

海垦月嫂就业扶贫
培训班开班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 （记者欧英才 通讯
员宋宛阳）“要是自己交钱去学月嫂，得花好几
千元，这次集团工会给了我们这个难得的免费
培训机会，我一定要争取顺利拿到职业资格证
书。”近日，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的海
垦月嫂（育婴员）就业扶贫培训班在海口开班，
来自海南橡胶龙江分公司的困难女职工徐玉珍
激动地说。

此次培训班由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联合海南
海岛宝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开展，来自垦区
10家单位20余名贫困女职工参加培训。据悉，
此次培训、实习为期28天，培训采用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包含新生儿喂养清洁、婴幼
儿常见疾病预防及护理、婴幼儿辅食添加原则等
培训内容。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学员培训结束后，将由
专业人员统一考核、统一发放上岗资格证，成为有
资质的专业月嫂。而通过考核的学员，海岛宝宝
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将给予提供上岗就业机会，提
升实际操作能力和经验。

“我为制度创新献一策”

海垦开展建议征集活动
本报海口6月17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关于制度创新，你有没有好的创新点子？
海南日报记者6月17日从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
化部获悉，为推进海南农垦制度创新，即日起，海
垦面向系统内的单位和职工开展制度创新“金点
子”建议征集活动，发挥广大干部职工的聪明才
智，为企业发展出谋献策。

此次征集活动主题是“我为制度创新献一
策”，活动时间为即日起至今年10月底。海垦控
股集团系统内的单位和员工，均可以个人或团体
的名义参加制度创新“金点子”建议活动。

所提建议有何要求？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化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所提制度创新建议需符合海
南自贸区自贸港政策，立足海南农垦资源禀赋，聚
焦海南农垦主业和产业基础，以解决实际问题、激
活内生动力为导向。

与此同时，凡是涉及海南农垦顶层设计、体制
机制、产业发展、未来发展新趋势和农垦改革方面
以及容错纠错机制的制度创新等，均可作为建议
的内容。

本次征集建议分电子邮箱、书面投稿2种方式，
职工可填写制度创新“金点子”建议申报表后交所在
单位，由所在单位统一提交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化
部，或可直接发送至邮箱312795381@qq.com。
2019年10月31日前提交完毕。

据悉，按照建议的“三性”（先进性、可行性、效
益性），海垦将对申报的“金点子”建议进行筛选考
核，通过专家评审并进行采纳表彰，设优秀组织
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等4个奖项。活动中
评出的“金点子”建议，海垦将组织开展制度创新
建议“回头看”，适时调整使用“金点子”建议。

临终委托家人交纳特殊党费

毛公山农场公司这位
退休老党员不忘初心

本报海口 6月 17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钟颢 夏贞吉）记者 6月 17日从海垦
集团党委组织部获悉，毛公山农场公司保国服
务中心党支部退休党员杨文福，临终前交纳的
1000元特殊党费已按照程序，上交给党组织。

“有了党才有了我的一切，有了党就有了幸福
的生活，我永远不会忘记党。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特向党组织交一次特
殊党费。”5月16日，已是癌症晚期的杨文福委托
家人，向党组织交纳1000元特殊党费，并附上了
一封自己的手写信。

去年11月，杨文福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
发现患上胆囊癌。6月4日，杨文福因病离世，享
年63岁。杨文福于1973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名有着46年党龄的基层党员，对党的事业
无限忠诚和热爱。他当过电工放过牛，种过槟榔
开过荒，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踏踏实实工作，实
实在在为群众办事。退休后，他依然积极参加组
织活动，主动交纳党费，履行党员义务，永葆一名
共产党员的光荣本色。

关注垦区打击“两违”

垦区200多家合作社产值累计3亿多元，帮助1.4万人次就业——

握指成拳 自营经济鼓起职工“钱袋子”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李关平

“如今，橡胶价格低迷，
幸好合作社提供了一份兼
职，每月能增收近3000元，
我靠双手劳动就能实现脱贫
啦。”6月17日，在海南橡胶
红光分公司四季佳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基地内，职工王红
霞正在给红心番石榴果树施
肥，树上挂着的累累果实，是
她脱贫致富的希望。

近年来，垦区一些农业
专业合作社发展势头良好，
成为带领职工群众脱贫增收
的重要载体。据海垦控股集
团工会统计，截至目前，垦区
有200多家合作社，产值累
计3亿多元，共帮助1.4万人
次就业。

连日来持续高温天气，在合作社
果园里工作的王红霞，衣服常常被汗
水浸透，但她仍坚持修剪番石榴果树
枝条。

这份工作对王红霞很重要。割
胶收入低，丈夫因长年身体不好而不
能劳作，王红霞一家六口住在不足60

平方米的平房内，生活捉襟见肘。
2016年，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四季
佳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作为贫困
户，她被优先聘为园区管理工，负责
管理福橙、荔枝等果树共150亩，月
收入近3000元。

“晚上割胶，白天去合作社工作，虽

然累点，但日子有盼头，值得！”去年，王
红霞搬进了危房改造后的新房子，添置
新家电用的就是在合作社挣的钱。

据了解，合作社成为稳定胶工队
伍、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平台。以海
南橡胶为例，目前，该公司成立了
199家合作社，占了整个垦区的绝大

部分，共有5000多名胶工坚守岗位，
在合作社就业脱贫增收。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乡村振兴添人力、添产业，海南
农垦每年投入100万元以上扶持合作
社发展，并创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为
合作社积极争取政府扶持资金。

6月16日，记者见到符元福时，
50岁的他正认真默背驾驶证考试的
科目四试题。如果5年前有人叫他
考驾驶证，他一定会瞪大眼睛回答：

“没钱买车，考那玩意干啥？”
符元福是海南橡胶红林分公司

的职工，上有两老，下有两小。2015

年，符元福自带40亩芒果产业加入
该分公司金飞阳种植专业合作社。

“从前大家各自为营，这一带芒果品
质参差不齐，每到收获季就被压价，
吃哑巴亏。”

2015年底，在海南橡胶和分公
司的资金支持下，以“企业+合作社+

职工”的发展模式成立金飞阳种植
专业合作社，50户社员加入，芒果种
植面积达1072亩。符元福就是其中
之一。

有了合作社，职工们像找到了
“组织”：合作社组织专家来田间地头
传授技术，组团去和农资服务公司谈

化肥、农药批发价，团结起来统一销
售价……大家抱团发展，干劲十足。

2019年，该合作社芒果销售产
值超 1000 万元，社员增至 87 户。
2019年，符元福的芒果园因为管理
好产量高，而且销售价格也好，产值
超40万元。

家门口就业有盼头

抱团取暖闯市场

如何合作共赢成为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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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3日,在母瑞山茶业公司茶叶加工厂，工人正在制茶。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