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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垦区有销售农产品的诉求，若每
个农场公司及产业集团都各自为营
发展电商又耗费大量资源，且难成气
候。路在何方？

“农产品最终的发展目标是品
牌化，线上或线下销售都只是实
现目标的途径。”周秋平认为，与其
分别试水电商，搭建新平台，不如
集中资源成立一个垦区层面的电
商团队。由该团队牵头在天猫、

京东等流量较多的电商平台，建
立海垦农产品网店，垦区下属企
业可委托电商团队去实现多渠
道、多元化运营。团队具体细分
为多个小分队，专攻不同的电商
平台，将销售渠道打通，进一步打
响品牌。

正如周秋平所言，海垦当务之急
是将非标准化产品都规格化、品牌
化，再把分散在岛内各个市县的农产

品都串起来，实现“一个拳头向外”。
承担着解决垦区农产品贸易与流通
重任的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也正
在为之努力。

“最近我们在实地调研垦区内外
的农产品基地，掌握产量、规模、投产
时期等信息，争取尽快把上游的货源
供应稳定下来，同时积极拓展下游渠
道，形成完整的供应链体系。”8月8
日，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常务

副总经理顾庆中说。
在供应链体系中，海南海垦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充当了“中间商”的
角色，负责收集大量货源，按照一定
的规格进行分拣、包装，再把一箱箱
印有“海垦优品”字样的货物交到批
发商手里。同时，以“海垦优品”为
抓手打开终端零售市场，布局线上
销售。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海垦多家企业借助电商平台拓宽销售渠道，运营过程中仍存难题待破解

农产品“触网”容易畅销难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新学期新气象，优惠
迎萌新。”8月18日，海南
橡胶“海橡健康生活馆”微
信小程序已经推出了 9
月开学季的优惠活动，将
天然乳胶面抱枕、天然乳
胶靠垫、天然乳胶U型枕
作为“开学大礼包”进行组
合销售，并推出套餐价，有
意将这个组合打造成当季
爆款。

这不是“海橡健康生
活馆”首次推出优惠活
动，此前该店还结合七夕
情人节等节日的热点，分
别设定了不同的文案及折
扣力度，吸引消费者进店
购物，以增加店铺人气，树
立品牌形象。

伴随着品牌意识及市
场意识的增强，近年来，一
些企业在拓展线下销路的
同时，各自搭建微信小程
序、开微店，或是在天猫、
京东、拼多多等电商平台
上开店，线上销售农产品，
拓宽农产品销路，海垦下
属多家企业也纷纷“触
网”。然而，企业“触网”门
槛虽低，电商之路却并不
平坦。

8月17日，南金农场公司的果农
沈世存背着喷雾器，早早地来到他所
管理的30多亩菠萝蜜园里，给575株
菠萝蜜树打药、除虫。每隔10天左
右，南金农场公司旗下的海南诚果商
贸有限公司的采购团队就会到地头
采购一批菠萝蜜。

“这个月我刚卖给农场公司共
5000斤菠萝蜜，果农再也不愁被小
商贩压价，也不愁销路啦！”如今，沈
世存的工作就是把菠萝蜜管好，并供
应给农场公司。

从2010年开始鼓励职工发展菠
萝蜜产业至今，南金农场公司已有
6300亩菠萝蜜基地，菠萝蜜产业已
成为南金农场公司的支柱产业，农场
公司与职工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怎
样把地里大量的菠萝蜜卖出去，变成
了一道必答题。

为了拓宽销售渠道，2017年底，
南金农场公司便开始布局“线上+线
下”营销平台，成立3家销售公司负
责销售南金农产品。于是，主抓线上
销售的海南诚果商贸有限公司，先后

在“拼多多”平台上注册了南象水果
生鲜官方旗舰店、南金果果官方旗舰
店、七样红官方旗舰店。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打开
“拼多多”APP，找到南象水果生鲜官方
旗舰店，店内主打产品是菠萝蜜，并销售
百香果、凤梨、青柠檬等海南应季热带水
果，目前总销量已有8.3万件。“近期每天
接到的菠萝蜜订单都有700件-800
件，高峰期还可达到1000件订单。”南
金农场公司副总经理何日欢告诉记者。

接到订单后，采购团队便到菠萝

蜜园里采果并运往海口仓库，再由海
口统一发货。就这样，沈世存与其他
果农的菠萝蜜搭乘着电商“快车”，送
到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手上。

海垦下属多家企业纷纷“触
网”。今年2月，荣光农场公司搭建
的“荣光农享”微信小程序上线，就为
该公司的芒果、龙眼、香蕉、火龙果等
产品增添了一条稳定、便捷的销售渠
道；今年6月，“海橡健康生活馆”上
线，消费者仅需动动手指，就可选购
来自海南橡胶的乳胶产品。

积极“触网”开拓渠道

“大多数电商平台都支持免费开
店，触网门槛较低，搭建微信小程
序的成本也仅在1万元左右。”海垦
茶业集团职工王雷告诉记者。早在
2015 年，海垦茶业集团便在微店
注册了“海垦茶业集团直营店”；
2016年，又在天猫注册了“白沙食品
旗舰店”。

而海垦茶业集团负责电商运营
工作的只有王雷一人。记者点进这
些店铺，页面设计简单，既缺少令人
印象深刻的创意文案，也没有优惠活
动，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只实现

了将产品从线下“搬”到线上。
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荣光农场

公司搭建的“荣光农享”微信小程序
上。没有专业的电商团队，仅由荣光
农场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兼职运营“荣
光农享”，在该农场公司自产的芒果、
龙眼等农产品过季后，目前店铺里仅
售卖不同规格的红心火龙果。

电商运营缺资金、缺乏专业人
才、品牌效益未形成……触网容易，
难在运营。“垦区下属企业纷纷尝试
触网，却很少有人真正精通电商行业
的‘游戏规则’，这个综合性较强的行

业需要由专业团队操作才能走得更
远。”省现代农业检验检测预警防控
中心主任周秋平受访时表示，发展电
商，首先思路要清晰。

好比茶叶、咖啡、乳胶产品等标
准化产品，可直接运用互联网在市场
营销、产品推介、增强品牌知名度及
认可度等方面下大功夫；而水果等非
标准化产品先克服产品的季节性问
题、规模化问题，确保已形成完整的
供应链体系之后，再去考虑发展电
商，企业才能少走一些弯路。此外，
网店的水果过于单一，面向的消费群

体就越少，进而影响网店的产品竞争
力，引流能力也较弱。

“要想做好线上销售，要配备专
门的运营团队，还要投放广告增加网
店曝光度，前期投资成本高。”何日欢
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海南诚果商贸有
限公司每月都要支付20万元给“拼
多多”平台用作店铺推广费，另外还
有员工薪酬、物流运费、包装费等一
大笔开销。经过几年的筹备及一年
半的实践，海南诚果商贸有限公司在

“拼多多”平台上的网店才开始步入
正轨。

“触网”容易运营难

走向“一个拳头向外”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他太累了。”这是记者近日在采
访他的亲朋、同事时，听到最多的一句
话。他是海垦龙江农场公司财务部原
部长陈军，走得毫无声响，年仅48岁。

今年6月4日凌晨2时，正在哺乳的
杨妙霞听到房门开锁声——丈夫下班回
家了。睡下不到几个小时，陈军一早就
自己开车赶往海口，办理公司业务。中
午1时多，杨妙霞接到电话，一个晴天霹
雳的消息传来：“陈军突发疾病，不行了。”

24年来埋头服务海垦龙江这片
土地，平凡如水。但他办公桌上堆叠
的一沓沓报表和账本，抽屉内的10多
本学习笔记本，都在无言诉说着他为
财务工作付出的心血。在奔向“知天
命”的年纪，陈军倒在了岗位上，他对
这份工作还有太多牵挂，他对自己的
小家还有太多不舍。

生命的最后一天

6月3日14时许，龙江农场公司

财务部工作人员张伟微推开办公室
的门，看到陈军又在椅子上睡午觉。
听到声响，陈军一个激灵醒来，苦笑
两声：“中午忙到1点多，回家怕吵醒
孩子，就在办公室睡下了。”

按照工作计划，6月4日至5日，
他要到海口办4件事情：注销公司其
中一个银行账户；去海垦控股集团总
部拿已经签订好的社会性资产移交
四方协议；报送2019年三类人员经费
拨款核定资料；查阅2014年至2017
年公司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搓了搓惺忪的双眼，陈军搬来近
两年的《财务会计凭证》，足有半米
高，用来核对电脑上的数字是否与纸
质凭证一致。黑色、蓝色、红色，密密
麻麻不同颜色的数字看得人头晕目
眩，可陈军不敢掉以轻心，每核对完
一行数字就做好标记。

办公室有人走进来，是邦溪管理
站要报销办公经费。陈军把费用报
销表接过来仔细审核：“你这个发票
金额加起来才189.32元，你却报190
元，多报了0.68元，不行，你得重新填

报销表，重新走流程。”
来人求情说：“不过是多了0.68

元，我自己掏钱补上行不行，重新走
流程太麻烦了。”

“必须按财务规章制度办事，多
一分、少一分都不行。”听完陈军的这
句话，来人只得悻悻地走了：“这个陈
部长真是……”

坚持原则、认真严谨，是单位绝
大多数同事对陈军的印象。只有财
务部的同事知道，这份工作有多难。
白天，他们经常要配合其他部门做好
查询数据和资料的工作，只有夜幕降
临后，才得以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出
账、填报表、做业务。

守护好国有资产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陈军是土
生土长的龙江人，珠碧江边长大的
他，对这片土地怀有最真挚的爱。

今年5月底，有一个项目施工方
来到财务部办公室，见到陈军就说：

“陈部长，通融通融，尽早给我们拨项

目进度款吧。”陈军请施工方坐下来，
翻出其承包的职工住房配套设施项
目的付款审批表，从容地笑了笑说：

“这项目还没验收通过呢，请再等等，
我们会加快处理的。”

几番言语后，陈军依然不为所动，
施工方只得走了：“审得这么严格，对
你有什么好处？”这样的事情，在财务
部办公室实在太常见了。目前，龙江
农场公司有数十个工程项目，涉及数
千万元资金，财务部是款项转出的“最
后一关”，若每个项目都“通融通融”，
必将造成国有资产的巨大损失。

作为财务部部长，陈军手中掌握
着一定的财权。可小到分厘间的纸
张，大到几百万元的工程，在款项审
批上，他始终绷紧纪律这根弦，他常
说，每一笔账，都要经得起税务、审
计、纪委等单位的审查。

在陈军的带领下，财务部每人都
练就了一副“铁面”。农场公司财务
部副部长王琼介绍，拨付工程款前，
财务部要确定项目的支出是否与进
度相符合，联合相关部门到实地验收

项目，查看手续是否完整。特别是财
政资金项目拨付款项，一定要严格把
好风险防控关。“军哥常嘱咐我们，不
管对方是多大的老板，多大的官，都
要走正规程序，没情面可讲。”

“陈军忠于岗位、热爱工作，是党
和人民的好干部。”对于陈军的离去，
龙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吉
明很是痛心。守护好国有资产，是陈
军从业来的信念。这份信念，也支撑
他走过了最困难的时光。

2017年，邦溪农场和龙江农场合
并，重组成立了龙江农场公司，下辖
龙江、金波、卫星等7个管理站，要对
辖区内的房屋、车辆、道路等资产，进
行盘点和区分。此前并无先例可循，
理顺账目不容易。

在困难面前，陈军没有畏惧。历
时半年多，他带着同事，走遍场部每
间房子、每条道路，甚至每个牛棚、每
间厕所，全面摸清“家底”。经实地摸
查和测算，收回农场空置或被占用的
固定资产面积达2.3万平方米。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

“铁面管家”用心守护国有资产
——追记海垦龙江农场公司财务部原部长陈军

中建农场公司拆除
820平方米违法建筑

本报屯城8月19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余晓梅）近日，海垦中建农场公司积极配合屯昌县
综合行政执法局，对该公司七队、十七队、二十四
队、二十六队的4宗违法建筑进行依法拆除，面积
为820平方米。

据了解，中建农场公司与地方政府通过建立
联动机制，坚持以“消化存量、严控增量”为目标，
采取有效措施，扎实推进“两违”专项整治工作，取
得初步成效。

八一总场公司清理
违法用地6793平方米

本报那大8月19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郑鹏）海南日报记者8月19日从海垦八一总场公
司获悉，近日，八一总场公司与儋州市雅星镇政府
联合组成的行政综合执法大队在该公司开展打击

“两违”，共清理违法用地6793平方米，违法建筑
350平方米。

据悉，行政综合执法大队20名执法队员，
依法依规，共同清理了侵占该公司项目红线范
围用地的3个违法地点。执法人员一方面耐心
宣传讲解打击“两违”的政策，表明对“两违”零
容忍的态度；一方面态度坚决，排除干扰，执行
拆违行动。

八一总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将保持
对“两违”高压的整治力度，持续重拳出击，严厉整
治“两违”乱象，落实“杜绝增量，减少存量”的工作
目标。做到发现一宗就处置一宗，把“两违”行为
扼杀在萌芽状态，进一步规范辖区用地和建设的
秩序。

关注垦区“两违”整治

海垦举办培训班
规范企业董事会建设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刘帆）近日，海
垦控股集团董事会办公室在海口举办董事会规范
化建设培训班，近百名垦区二级企业董事会相关
负责人参加培训。

培训中，海垦控股集团董事会相关负责人结
合当前该集团正在开展的分类授权和董事会规范
化建设试点工作，分析当前垦区二级企业董事会
规范化建设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对二级企业
董事会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和改进建议，
指出各二级企业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在实际工作中“找差距、抓落实”，不断完
善法人治理结构，进一步规范董事会建设，加快推
进产业发展。

各二级企业参加培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
训非常及时，对如何进行董事会规范化建设有了
更加清晰的认识，接下来会将培训成果运用到具
体工作中，按要求规范企业董事会建设，进一步推
动企业产业发展。

原红光农场知青12年坚持捐资助学

52名学子领到
11万元奖助学金

本报金江8月19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王超）近日，海垦草畜产业公司（原红光农场）举行
李广生助学基金发放仪式，52名职工子女共获得
爱心人士原红光农场知青李广生资助的11.57万
元奖助学金。

此次受到资助的52名职工子女中，包含9名
困难大学生受到资助9万元，43名红光地区优秀
中小学生获得奖励2.57万元。

据了解，今年是李广生奖助学基金发放仪式
的第12年。12年来，基金会累计资助困难大学
生36人次，奖励中小学生319人次，奖助资金达
130万元。

“江东风景线联票”对外发布

不到百元即可畅玩江东
本报海口8月19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雅楠）记者8月19日从有关部门获悉，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东寨港红树林旅游区、
海口天鹅湖动物基地3家景区和逍遥集团联合推
出的“江东风景线联票”正式对外发布，联手打造
海口江东新区靓丽旅游名片。游客花费不到百元
即可畅玩江东。

为了充分发挥江东风景线的优势，让游客更
深更好地了解江东风景线的美景，迎合散客旅游
需求，此次专门发行的“江东风景线联票”，包含了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观光车票、新果园观光、
大棚种植体验，天鹅湖动物基地门票，东寨港红树
林旅游区观光游船票。

据了解，联票整合了江东新区的优质景区，产
品内容丰富多样，可玩性强；以江东新区为中心，
出行、游玩非常方便；同时，为游客提供了省心、高
效、有趣的短途旅行体验，解决了游客“去哪玩，怎
么玩”的问题。

据悉，江东风景线不仅推出了价值98元一张
的联票优惠，还在产品发布会现场推出66.6元限
量500张抢购票，只需66.6元便可玩遍江东三大
景区。

漫步海口高山村，“村在园里、
家在景中”的景象仿佛一幅画卷徐
徐打开。

高山村位于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内，建村于唐末宋初，至今已
有千年历史，是海口历史文化名
村。在这里可以体验栈桥漫步、湖
边垂钓，感受高山村独特的民俗、纯
朴的民风。
文/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图/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公司

海口历史文化名村高山村

村在园里
家在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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