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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推出9月开学季优惠活动之
后，海南橡胶“海橡健康生活馆”近期
又推出了“新家套餐”“沙发套餐”“迷
你套餐”等组合。但在产品销售方
面，海南橡胶市场部相关负责人李中
原仍感到吃力。

“由于乳胶产品对消费者而言并
非刚需，许多消费者对乳胶产品的优
势普遍存在认知不足的现象，加上店
铺流量较小，产品缺乏有效曝光量，
目前在线上购买海南橡胶乳胶产品
的人并不多。”李中原告诉记者。

那么，今后海南橡胶该如何打造
爆款乳胶产品？省现代农业检验检
测预警防控中心主任周秋平建议，首
先做好品牌策划，建立属于海南橡胶
的区域公共品牌，面向全国去扩大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其次，找准“卖
点”，让消费者将产品与自然、绿色、
健康联系到一起，比如在网页上展现
从原产地到加工、从胶水到乳胶产品
的生产过程等；最后，推出一些性价
比较高的产品，将其打造为爆款。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海口市将琼

山区三门坡镇和永兴镇生产的几个荔
枝品种集中起来，打造海口火山荔枝
品牌。今年海口火山荔枝订购会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传统采购商、电商、商
超来到现场进行签约。琼山区三门坡
镇的金绿果合作社也通过订购会在线
上销售了200万斤荔枝。

“今年荔枝包装盒上印上了海口
火山荔枝和‘红明红’品牌这些字样，
取得了很好的营销效果。”金绿果合
作社相关负责人王录理告诉记者。

“海垦企业要坚定不移走好自己

的品牌路，以政府主导的海口火山荔
枝为背书，把‘红明红’打造成海口火
山荔枝的名牌及爆款。”海垦红明荔
枝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表
示，集团围绕技术提升、品牌打造、销
售拓展、荔枝深加工和生态环保等五
大领域推进荔枝产业升级。通过集
团和省农科院果树所合作，联合攻关
早熟荔枝品种，待条件成熟后推广，
打造红明早熟荔枝品牌，抢占春节之
后的市场空档，打造网红农产品。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

从触网到畅销

海垦产品如何探寻网红密码？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 卢月佳

8月23日，记者见到“黄阿姨”粽
子的品牌创始人、定安黄阿姨食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张天翼，他手里拿着2
部手机，手机里运营着4个微信账
号，共拥有2万多个微信好友。

“万水千山‘粽’是情，少吃一口都
不行。”“刚出炉的粽子，新鲜看得
见。”……张天翼的微信朋友圈，经常
发“黄阿姨”粽子的广告。张天翼的粽
子生意始于2014年。那年，看到了定
安粽子商机的张天翼，创办定安黄阿
姨食品有限公司，并凭借在互联网行

业摸索了10余年积攒的人脉及经验，
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带货”卖粽子。

流量是打造爆款最基本的要
素。对于已拥有流量的张天翼而言，
在微信朋友圈售卖粽子更容易起
步。“一开始只是在朋友圈‘吆喝’，大
多是身边的亲戚朋友关照我的生意，
找我买一些粽子回去品尝，后来才开
起微店。”

记者了解到，定安粽子一般售价
是12元-15元/个不等，“黄阿姨”粽
子售价则固定为16元/个。而在相同

规格的粽子里，“黄阿姨”粽子里包着
5块肉、1个蛋，肉馅的量要比市面上
同类产品更足。加上原料的选取、品
质的把控，日渐留住了许多客人。

“‘黄阿姨’是我以母亲姓氏命名
的品牌，为的是让更多人尝到家的味
道。”为了增强产品竞争力，打响品
牌，张天翼还弘扬了粽子的文化内
涵，专门给“黄阿姨”粽子拍摄了微电
影，将品牌理念、原料选取、制作工艺
等内容用影像呈现在消费者面前，赢
得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

每年端午节期间，是“黄阿姨”粽
子基地最热闹的时候。一个个手工
制作的粽子，经过晾凉、真空包装，最
后印上“黄阿姨”品牌标签，销往全国
各地。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经营，“黄阿
姨”粽子从2014年首次“触网”只销
售4000余个粽子，发展到近年来每
年稳定销售10多万个粽子，已成功
打造成网红产品。不仅活跃在线上，
在海南一些早餐店、饭店和景区也能
看到它的身影。

打造爆款的形式多种多样，近
年来，随着电商的发展，海南各市县
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打造出不少农
产品爆款，在打开农产品销路或是
扩大品牌影响力方面都曾起到很大
促进作用。当然，在“摸着石头过
河”的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
失败案例。

如2016年，海南某地曾经在淘
宝参与“聚划算”活动，有意将圣女果

打造为爆款。但是，当年冷链系统不
成熟，加上在机场滞留2天，大量的
新鲜圣女果到达消费者手上已变成
烂果；2017年，海南某地曾在玉米收
获季在线上促销，主推当地的玉米，2
天内接到了10万斤的玉米订单。原
本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但由于当年
整个地区仅有6万斤玉米可供应，销
路打开之后，供应量却跟不上，给部
分消费者带来较差的购物体验。

爆款产品普遍具备供应量大、
性价比高、品质稳定等要素。反之，
体量小，无法实现大量而稳定地供
应；品控把关不严，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价格过高，产品性价比不符合消
费者心理预期等因素都是打造爆款
的梗阻。

那么，成为爆款的产品如何实现
“常青”？市场竞争，核心是产品质量
及服务水平。在“黄阿姨”粽子火了

之后，张天翼更加重视产品本身。“为
了改进粽子口感，我们通过线上线下
购买了全国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逐
一进行品尝，让研发师傅调出更符合
南方人口味的粽子。”张天翼说。

此外，定安黄阿姨食品有限公
司还不断完善供应链体系，完善仓
储物流、真空包装、杀菌等配套设
施，严把质量关，努力提高用户的购
买体验。

爆款粽子的诞生

打造爆款需谨慎

寻找海垦爆款之路

坚守胶林钻研学习

秋日的阳光，透过繁茂的橡胶树
枝叶，留下斑驳光影。从颁奖台回归
到工作岗位，陈少雄与承包的这片
1600多株橡胶树已打交道27年。在
这片胶林，他献出了自己的青春。

“是我运气太好了！”身体瘦而结
实，黝黑的皮肤，这个朴实的汉子谦虚
地说。

1992年，为谋生计，年仅18岁的
陈少雄从乐东佛罗镇来到山荣农场，
当上了一名割胶工。

“一切从零开始。”回忆起初学割
胶时的日子，陈少雄记得，小小胶刀在
自己手上不听使唤，割胶是深是浅浑
然不知。

为此，他不仅购买了几本割胶专业
书籍自学，还虚心向技术过硬的老胶工
学习。在陈少雄家中，他向海南日报记
者展示两本收藏已久的《割胶技术规
程》。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书的封面
已泛黄陈旧，随身翻开看到的一横一
线，都是他看不懂勾出来做的笔记。

海南橡胶山荣分公司技术总监、
割胶组组长吴乐宏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理论知识枯燥、难学，陈少雄会把
实践与理论结合起来，他带着实践中
遇到的问题学理论，他会经常跟着辅
导员去生产队验收割胶情况，通过观
察与他人比较，进一步取长补短。

“割胶不仅仅只是一份工作，我的生
活离不开橡胶树，它已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这番话，透露出他扎根胶园的决心。

精益求精苦练技术

当天忙完收割胶工作，陈少雄回
到家中脱去工作服，换上运动服又来
到家里的小院子“捣鼓”上了。他在自
家院子绑了树桩，几乎每天练习一到
两个小时。

“这是前阵子被台风吹折的树桩，
我就把它运回家进行割胶练习。”说
完，陈少雄指着地上叠放一堆着他练
习过的树桩。

从下刀、运刀，再到收刀；从手腕
弯曲的角度、到手臂控制的力度，再到
腰脚的配合度，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细
节，陈少雄自己都不记得练了多少
遍。“有时候叫他吃饭，半天都没反
应。”妻子陈绣兰打趣道。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陈少

雄的指导老师、山荣分公司割胶总辅
导员梁庆莲对这位徒弟赞不绝口。在
她看来，长期的勤学苦练使陈少雄的
割胶技艺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他练就了一套稳、准、轻、快的割
胶技术，做到割面光洁，割线流畅，深
浅适度。”梁庆莲说，割胶不伤树，还要
使产量达到最佳状态，这是很难达到
的境界，但陈少雄却达到了。

梁庆莲说，通常技术优良的胶工
比技术一般的胶工多产出15%左右
的胶水。陈少雄承包的主要是中老龄
树，他一年一个树位胶水产量达到
100到120斤，而普通胶工为80斤。

一把胶刀一颗匠心

左手按稳胶刀，右手拿刀石，刀石
紧贴刀身，来回平磨……每天下午，陈
少雄开始专注地磨刀。这是他每天的
必备工作。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只有
磨好一把胶刀，才能既不伤树，又能提
高产量。”陈少雄认为，在割胶技能里，
磨刀最关键。

为了磨出刀口锋利、凿口平顺、刀
翼光滑、刀胸顺直的胶刀，每天他花1

个小时来磨刀。用不同的刀石，磨胶
刀不同的部位。

“打磨胶刀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
特别是打磨的力度是有讲究的，这得
需要自己摸索。”陈少雄说。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陈少雄手
上至今还有磨刀留下的伤疤，“手起
泡，甚至流血，都是很正常的，手流血
受伤，简单处理一下又接着练。”陈绣
兰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因为磨刀功夫好，不少本队或其
他队胶工找到他帮忙，每磨一把胶刀
都要半小时以上，但是他无偿帮助。

“阿雄不仅技术好，还非常热心，还会
经常与我们分享技术要领。”山荣分公
司9队胶工韦世皇说。

近年来，胶价持续低迷，胶工老龄
化和流失较为严重，在山荣分公司，胶
工平均年龄50岁，80后胶工更是凤
毛麟角。为了留住胶工，当地通过减
少单株割胶频次、增加割胶树位来提
高胶工割胶产量。获得荣誉之后，最
近陈少雄一直在思考如何把他掌握的
技术让更多胶工了解，提高割胶技术
水平，为天然橡胶产业的持续健康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本报抱由8月26日电）

“海垦杯”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割胶状元陈少雄：

磨刀不误割胶工 扎根胶林传匠心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近日，在位于乐东黎
族自治县的海南橡胶山荣
分公司6队一片胶林里，该
队胶工陈少雄和妻子正忙
着把胶碗里滴滴乳白的胶
水倒进胶桶，将胶水运往
附近的收胶站。

“少雄，祝贺你！为咱
们公司的胶工争了光！”这
些天，陈少雄获奖的消息在
山荣分公司各个生产队传
开了。在收胶站前，前来运
送胶水的胶工纷纷竖起大
拇指为他点赞。今年8月
海南省2019年“海垦杯”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上，
陈少雄从垦区1.78万名胶
工中脱颖而出，包揽了割胶
项目3个奖项第一名。

垦人物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海南日报记者8月26日从海垦控股集团
获悉，《海南农垦胡椒产业整合方案》近日出台。
根据方案，由海南海垦胡椒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与
东昌农场公司共同牵头，组建海南农垦胡椒产业
集团，推动垦区胡椒产业协同发展、资源整合，实
现海垦胡椒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据了解，成立后的海垦胡椒产业集团将统筹
垦区8万亩胡椒种植并成为产业链的基础，整合

“核心种植示范区（各农场核心种植基地）+种植
户+收购商+合作社”作为原料保障基地，以“胡椒
环保脱皮加工厂+深加工研发产品基地”建设为
抓手，打造国内国际知名胡椒品牌，打造成为集种
植、加工、仓储物流、贸易、科研、观光旅游于一体
的现代农业产业集团。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称，将在9月底
前完成海垦胡椒产业集团的组建。该集团总部
将设在东昌农场公司，在原东昌农场实行胡椒
产业集团与东昌农场公司两套班子两块牌子的
运营模式，即东昌农场公司仍然保留，只将其胡
椒经营管理业务板块剥离出来，归属海垦胡椒
产业集团。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2018年海南垦区胡椒
总产量约为9720吨。

“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启动

海垦题材电视剧
《我爱你，祖国》入选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尤梦瑜）庆祝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优
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于8月25日在青岛启
动。海南日报记者8月26日从省文联获悉，海南
农垦题材电视剧《我爱你，祖国》入选展播剧目。

据悉，此次展播活动共遴选86部剧目，供全
国各级电视台尤其是各省级卫视自8月起选购
播出。

电视剧《我爱你，祖国》是海南向新中国成
立70周年献礼的一部农垦题材电视剧，该剧集中
展现了海南从建省初期、改革开放到建设自由贸
易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历程，
讲述了三代海南农垦人在橡胶树下践行国家战
略、海南岛上奏响奉献之歌的生动故事。该剧由
省委宣传部、省文联、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艾沃影业（海南）有限公司、北京中视和金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百悦星光（宁波）文化传媒有
限公司联合出品，省影视家协会、艾沃影业（海南）
有限公司、浙江艾沃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

以产业带动乡村振兴

海南保国热带田园公司
与4贫困村成立合资公司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近日，海南保塔生态农
业公司揭牌成立。该公司是由海南保国热带田
园公司与志仲镇4个贫困村（志强村、望老村、奋
赛村、塔丰村）合资成立，双方将以产业带动乡
村振兴，助力推进当地脱贫攻坚工作。

海南保国热带田园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
次合作将充分利用周边农村闲余和低效低产土
地，发展农业种植养殖及农产品初加工产业，进一
步提升种植养殖水平，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
产体系、经营体系，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据悉，海南保国热带田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年，是海垦控股集团旗下的三级子公司，负
责海垦共享农庄（保国）田园综合体项目的开发与
运营。当前，该公司正积极探索共享农庄、田园综
合体新模式、新理念、新途径。

海垦将组建胡椒产业集团

聚“椒”发展

海垦筹资72万余元资助
190名贫困大学生

本报海口8月26日讯（记者欧英才）海南日
报记者8月26日从海垦控股集团2019年“金秋助
学”助学金发放仪式上获悉，该集团今年筹集助学
金72.4万元，这笔资金用于资助垦区190名困难
职工家庭大学生。

据悉，“金秋助学”活动已成为海垦控股集团
工会帮扶困难职工的品牌工程。海南农垦自2005
年开展“金秋助学”活动以来，累计筹集资金4800
万元，帮助2.73万名困难职工子女圆了大学梦。

海垦举办
主题教育宣讲报告会

本报那大8月26日电（记者欧英才）8月26
日，海垦控股集团“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第三场宣讲报告会在八一总场公司举行，由该
集团主题教育领导小组成立的“初心·海垦”宣
讲小分队，通过宣讲海南农垦创业历史及典型创
业人物事迹，使党员干部对“应该守住什么样的
初心”“应该担当什么样的使命”等重大问题加
深了解。

据悉，8月22日、23日，宣讲报告会已相继
在海垦控股集团总部、乌石农场公司举行。

海垦控股集团企业文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活动进一步推进了海南农垦“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的创新性、多样化，接下来宣讲报
告会还将走进海垦神泉集团。

近日，位于海垦南金农
场公司8300亩菠萝蜜基地
喜获丰收。从 2011 年起，
南金农场公司大力调整产
业结构，通过发展菠萝蜜产
业带动企业增效、职工增
收，以创建“四大基地、两个
中心”为目标（种苗基地、种
植基地、加工基地、旅游休
闲观光基地、菠萝蜜产品交
易中心、研发中心），打造海
南最大的集生产、加工、销
售、旅游观光于一体的菠萝
蜜水果示范基地。

文/本报记者 欧英才
图/南金农场公司提供

菠萝蜜喜获丰收

从一个手工作
坊，到年销售 10多
万个粽子，是“触网”
让“黄阿姨”粽子畅
销起来。如今，位于
定安县母瑞山农场
公司的“黄阿姨”粽
子基地，“黄阿姨”粽
子全年生产在售。

产品从“触网”
到畅销，甚至成为爆
款，这里藏着各家的
“网红密码”。

近年来，海垦一
些企业纷纷试水电
商营销。海南橡胶
“海橡健康生活馆”
微信小程序卖乳胶
产品；南金农场公司
“拼多多”平台上卖
水果；海垦茶业集团
在微店和天猫上卖
海垦茶叶；海垦红明
荔枝产业集团的“红
明红”荔枝今年也搭
上了电商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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