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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的
琼崖红色书店内，读者正在挑选书籍。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摄

如何从种植端、加工端发力，进
一步加强品牌建设，提高垦区油茶产
品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去年，海垦控股集团出台《海南
农垦2018年度垦区内部产业资源整
合专项工作方案》，方案明确提出了
由海胶农业公司牵头，加快推进垦区
油茶整合，优化资源配置。

在产业整合工作方案提出后，海
胶农业公司牵头油茶整合工作，海胶
乐香油茶公司提出坚持统一种苗，统
一种植标准，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
一品牌，统一销售的“六统一”原则，
拟通过资产收购、承包、股份合作、

“专业公司+农场公司”“专业公司+
合作社”等方式实现产业整合。

“去年通过调查摸底后，我们与
种植面积较大的几家农场公司进行
了沟通协商。”海胶乐香油茶产业有
限公司总经理丁仕海介绍，目前正与
2家农场公司商谈《油茶产业整合协
议书》的相关条款。

据悉，海胶乐香油茶公司是在
2016年海南农垦“八八”战略项目招
商上，由澄迈乐香生态农业有限公
司与海南橡胶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背景下成立的。双方依托澄迈油
茶品牌优势和农垦土地资源，计划

在垦区建成10万亩油茶种植示范基
地以及“油茶+旅游”农旅融合示范
园区。

“目前公司已经拥有8330亩油
茶基地，迫切需要建设一家具有一
定规模的油茶加工厂，为油茶产业
提供保障。同时，还须加强品牌建
设，提高垦区油茶产品的影响力和
竞争力，并开发深加工产品，最终形
成下游产品的全产业链发展。”丁仕
海说。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
省林业厅出台油茶产业发展规划《海
南省油茶产业发展规划（2017—

2025）》提出要从良种培育、产品研发
以及品牌打造等多方面发力，促进我
省油茶产业发展。

“该规划的出台，使海南油茶产
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农垦
油茶种植产业的规模还会扩大。”李
晓波建议，海垦应当依托现有的规
模优势，进一步发挥龙头企业作用，
强化科技支撑，打造油茶科研、种
苗、种植、加工、销售、旅游全产业
链，走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
道路，将油茶产业真正打造成垦区
热带特色优势产业。

（本报嘉积6月24日电）

种植面积超过2万亩，但存在“一粗三低”问题

海垦油茶产业亟待“加压出油”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近年来山茶
油在市场上价格
好，这些油茶都是
我们的致富宝贝
啊！”6月24日，海
垦红昇农场公司东
红基地管理中心七
队的一片油茶基地
里茶树上长出了果
实，职工潘金汉正
忙着浇水、拔草。

近年来，当地
产的山茶油价格走
俏，成为农产品市
场“香饽饽”。海南
日报记者走访垦区
多家种植油茶的农
场公司发现，油茶
产业的发展推动职
工增收、企业增效，
但是油茶产业的发
展仍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特别是油茶
种植管理相对粗
放、产品加工能力
低、品牌知名度低、
产业化程度低等
“一粗三低”问题，
如果进一步解决，
垦区油茶产业将迎
来大发展。

近年来海垦调整种植业的产
业结构，海南农垦形成了一定规模
的油茶基地。翻开垦区油茶产业
版图，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垦区
油茶种植主要分布在琼海、澄迈、
屯昌、定安等市县境内的农场公
司和海胶基地分公司。相关数据
显示，垦区油茶种植面积超过 2
万亩。

位于屯昌县的中坤农场公司，
地形以丘陵为主，适宜发展油茶等
热带经济作物。该农场公司以60多
年树龄的老茶园和开垦新种植茶园
为基础，目前已种植油茶7720亩。

“中坤种植油茶历史悠久，我们还有
上百年的老茶树。”中坤农场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符气恒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

母瑞山农场公司油茶种植面积
达到4000亩。“一斤山茶油在市场上
能卖300到400元，还供不应求。”近
年来，本地山茶油被消费者追捧，让
母瑞山农场公司宝峰6队种植户杨
国良尝到了甜头。杨国良利用边角
地种植500株油茶，种植时间最久的
油茶超过15年，新种植的油茶不过
四五年，去年油茶籽榨油200多斤，
按照平均价格300元一斤算，收入6

万多元。
地处琼海市境内的红昇农场公

司，现有油茶4200多亩。“外省未经
论证的种苗进入种植，导致油茶种苗
质量出现问题。”红昇油茶产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忠明介绍，2012年农
场引进部分来自广西、江西等地的种
苗，但这些种苗“水土不服”，长势不
容乐观，目前公司更换了长势差的小
苗，稍微大一些的种苗则进行换冠技
术改良。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坤农场
公司。公司油茶基地相关负责人
陈泽武介绍，中坤老油茶林基本处

于野生状态，过去职工常年疏于打
理，管理呈现粗放式，没有按照经
济作物进行田间管理，导致树木生
长状况较差、结果量少、“大小年”
现象严重。

当前中坤以创建油茶标准化示
范基地为抓手，引进新技术、新标准
加强管理。“农场公司建立了专门的
油茶苗圃基地，筛选结果多、品质好、
树势健壮的优良‘母株’采集种子培
育油茶苗。”陈泽武说，为了加强职工
在油茶日常管理方面的能力，农场公
司多次对职工农户进行油茶标准化
管理培训。

尽管多地油茶种植具有一定的
规模，但是海南日报记者调查中发
现，垦区油茶加工仍属于家庭式作
坊，消费群体以熟人为主。杨国良介
绍，每年11月后，他摘下油茶籽，带
到附近翰林镇上的私人作坊加工，然
后贴上自家包装标签出售。

“传统的土灶热炒榨油工艺榨出
来的油茶更加鲜香，但是出油率低、
杂质多、不耐储存、品质不稳定。”杨
国良担忧地说，由于缺少食品质量标

准等证件，他家产的油茶无法进入到
市场流通，基本上都是被当地熟人或
微信朋友圈里的顾客购买。

去年7月，红昇农场公司重组成
立红昇油茶产业公司，通过进一步
整合资源，组织科学、专业化的种
植，并将产品的包装、销售、推广一
体化运作。然而，红昇农场公司总
经理高举廷称，由于没有自己的加
工厂，公司只能将集中收购的油茶
运到琼海一家企业进行加工，无法

掌握加工端，不利于企业的油茶产
业化运作。

为了在产品形象和推广上下功
夫，各个农场公司都注意到了品牌发
展的重要性，纷纷注册相关油茶品
牌，比如中坤农场公司“坤香红”油茶
品牌、红昇农场公司“旭日红升”等品
牌。然而，由于缺少推广，销售渠道
单一，导致消费者对垦区油茶产品认
知度不高，只能在微信朋友圈销售。
这容易导致部分不法商贩用假冒伪

劣产品充斥市场，欺骗顾客，出现一
些冒充海南山茶油出售，损害消费者
利益的现象。

海垦科学院集团科技事业部主
管、垦区油茶产业研究专家李晓波认
为，垦区油茶产业发展仍处在初级阶
段，油茶综合利用产业链尚未形成。

“油茶籽一身是宝，茶枯、茶壳和果皮
通过综合加工利用，可以制作成精
油、美容护肤品、医药和饲料等深加
工产品。”李晓波说。

作坊加工，缺乏品牌效应

实施产业整合，龙头企业带动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海垦工会向垦区征集
文艺晚会节目

本报海口6月24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宋宛阳）海南日报记者6月2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
获悉，该集团工会将于今年9月举办“庆祝新中国
成立70周年职工文艺晚会”，当前正在面向垦区
各基层工会征集文艺晚会节目。

据悉，此次文艺晚会主题为“不忘初心强
垦、牢记使命筑梦”，歌颂新中国成立 70年以
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海垦人的新风貌、新
风采。

此次节目征集时间为 6月 21日至 8月 15
日。征集包括歌曲、舞蹈、语言类等表演形式的
节目，要求节目积极向上，切合主题，体现农垦
精神。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将对各基层工会上报
的节目进行筛选和确定，若节目入选，将给予排
演和服装费用。

工信部“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公布

海垦农业
物联网平台入选

本报海口 6月 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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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获悉，在
工信部组织开展的“企业上云典型案例”征
集活动中，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海垦控股集
团农业物联网平台入选，是海南唯一入选的
案例。

据悉，本次征集活动已开展半年，经过案例
征集、案例申报、各级审核、专家评定等多个环节，
对案例进行严格把关，旨在及时掌握全国企业上
云进展情况，务实推进企业上云工作，引导企业加
快数字化转型步伐。

记者了解到，海垦控股集团农业物联网平
台结合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和SaaS服务等
技术，为智慧农业提供云端一体化解决方案。
传感设备实时采集作物生长环境的空气温度、
光照、土壤水分等数据，通过移动通讯网络将数
据传输至农业大数据平台，再由平台对数据进
行分析处理，从而为农业生产提供科学化、精准
化的决策指导。

此外，平台还可以自动生成不可篡改的产品
二维码，实现产品可追溯，从而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助力打造品牌农业。

简单喝好茶！

海垦茶业集团杯茶上市
本报海口 6月 24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陆和）近日，记者从
海垦茶业集团获悉，该集团旗下的海南农垦
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白沙茶业
公司）正式推出杯茶新品，共有袋装、罐装、
礼盒装等 3种款式，每款都有红茶、绿茶两种
口味。目前已在各大海南茶业专营店陆续
上线。

杯茶的设计极其简单便捷，冲泡不需要技巧，
适用于商务开会、朋友聚餐、招待客人、婚宴酒席
等场合。记者了解到，杯子选用中空杯，防烫效果
好，杯底放着少量茶叶，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玉米纤
维过滤网将茶叶固定在底部。往杯中倒入开水，
底部的茶叶遇水之后，慢慢在过滤网下舒展开来，
立马成色，出味很快。

此外，每个杯茶的杯身都印有海垦茶业集团
的标志以及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消费者可通过扫
码进一步了解海垦茶叶的基本信息。

“杯茶里的茶叶均采用原叶，无添加，属于一
级茶叶，杯茶所选用的全部材质都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海垦茶业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白沙
茶业公司专门成立一个部门做杯茶的推广工作，
并开展全员营销，经过半个月的市场推广，目前已
接到杯茶订单10万元。

琼崖红色书店
落户母瑞山

本报定城6月24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曾敏）近日，由定安县委宣传部和
海南新华书店联合打造的琼崖红色书店
落户母瑞山农场公司，书店将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弘扬红色
文化，邀请老军人和知名作家等到书店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阅读分享、学术研讨等
系列活动。

书店位于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旁，走进书店内部，整体装潢效果突出红
色基调，木制的书架显得清新整洁。

书店面积410平方米，分2个功能区，
前厅为阅览区，后厅设为接待服务区。

名优稀特水果抢“鲜”尝

桂林洋公园
全城寻找试吃达人

本报海口 6月 24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卢裕元）近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以下简称桂林洋公园）通过官方微信公
众号，发布了一则“寻人启事”——寻找城市里
的试吃达人。只需动动手指转发链接、评论集
赞，市民游客们便可以抢“鲜”品尝到桂林洋公
园即将上市的小西瓜、苹果苦瓜、甜瓜等特色
农产品。

“我们种植的品种与在市场上售卖的一般品
种不同。”桂林洋公园种植技术指导员陈文威介
绍，该园区精心筹划选种、育苗、管护等环节，力
求给游客和市民们带来不一样的田园风味。比
如，从台湾引进种植的苹果苦瓜，果形似苹果，
成熟后表皮白皙，果面晶莹剔透，口感脆甜多
汁，既可以当作水果直接食用，又可以作为蔬菜
煮食；西瓜新品是从北京引种培育种植，其果型
小、品质优、生长期短，种植效益高，单果重2.5
千克左右。

“目前已经有上百人参与了此次活动，礼品
也将陆续发送到获奖者的手中。”桂林洋公园下
属企业海南梦农热带农业旅游投资有限公司营
销经理李泊雨介绍，接下来公司还将开展更多优
惠活动，推广更多名优稀特果蔬品种，提升企业
形象和宣传力度。

垦实干 见实效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本报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 蒙胜国

6月24日5时，3200亩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专区建设地内，50多台挖掘
机、400多名工人陆续出工。6月的三
亚天气炎热，许多人却穿着长袖衣服，
防止烈日晒伤皮肤，每天工作至19时
才收工。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从
2017年启动至今，已完成项目可研报
告、土地清理、职工安置等工作，并于
今年6月全面开工，快马加鞭朝着“南
繁硅谷”的梦想前进。

“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有关部门和
属地政府强力支持，海垦人也必将全

力以赴保证项目按时、按质完工，让
‘南繁硅谷”的梦想在这里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徐强富表示。

站在项目工地，举目可见鹅蛋岭、
双峰岭，因处在远郊，距离最近的乡镇
也要10多公里，荒山野岭中开发项
目，条件艰苦。

“水电都供不上，相比于其他工地，
生活条件太苦，刚开始的时候，工人走
了一拨又一拨。”项目承包方广西建工
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汪京成感慨，缺少
工人，项目建设就是“纸上谈兵”。

当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得知该情
况后，主动上门服务，帮助解决生产
难题。园区内原有的2台变压器电
容量不够，就迅速联系市供电局、区
供电所，再增设一台500千伏的变压
器。这下，在太阳直射下的70多间板

房内，终于能用上空调了，手机也能正
常充上电，工人晚上能与家人视频通
话了。

连月的干旱，没有市政供水系统
的工地变得尤为缺水，一口水井打到
285米深，抽出来的仍是稀泥。怎么
办？海垦南繁产业集团找到西部供水
厂，请求配合和支持项目建设，很快就
得到答复：可以到崖州区市政管网接
水点接水。一辆水罐车每天来到工
地，运输近50吨水，400多名工人在
仲夏时节能畅快地洗澡了。

听着不远处的机器轰鸣声，看见
工人正在忙碌地砌护坡，汪京成笑着
说：“有了稳定的水电供应，工人队伍
总算稳定下来了。”

项目现场负责人周瀚权介绍，项
目建设实行“一个项目一个牵头领导、
一个责任单位、一套实施方案、一套班

子推进、一抓到底交账”的“六个一”制
度，全力以赴推动项目落地见效。

在寸土寸金的三亚市拿出项目用
地3200亩，不是一个小数字。干事有
想法，处事有章法，遇事有办法。南繁
集团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也积极妥
善安置职工。

一年时间，项目地涉及的75户职
工土地附着物赔偿方案制定完毕。今
年5月，看着最后一名职工在协议书上
摁下指印，职工安置工作小组副组长陈
其波笑得很欣慰：“走破多少双鞋子都
值了！”

赔偿范围是搬迁补偿中最为费
心、费力的工作。300多个日夜，无论
在烈日下，还是在寒风中，海垦南繁集
团聘请的专业测量队绕着南雅四队和
五队一遍遍确认数据。

每一次测量时，职工都在现场，双

方确认数据无误后，就用红油漆在地
上画线，圈定土地附着物赔偿范围。
工作组有6个人常驻项目地，跟着测
量队走，最终算出青苗补偿涉及598
亩土地。

项目建设不能断了职工“活路”，
也决不能让职工在农用地被征用后，
拿着青苗补偿费“坐吃山空”。海垦南
繁产业集团领导班子决定：在项目地
周边区域，划出同等的598亩土地置
换给职工。如今，驱车走过这片土地，
芒果等果树苗已定植完毕。

“公司发展好了，我们才能过上好
日子，土地、房子、作物都有赔偿，一点
都没亏待我们。”南雅四队搬迁户严海
民高兴地说。目前，职工安置房也已
动工建设。职工们少了后顾之忧，

“气”顺了，项目建设没了阻力。
（本报三亚6月24日电）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服务重点项目建设出实招

职工安置有章法 服务项目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