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自
2018年2月开业以来，聚力发展农
业主题特色旅游，知名度不断提
升。“十一”期间，游客可以走进农业
梦工厂玻璃温室大棚，体验种植乐
趣。同时，可以走进公园生态热带
新果园，尝尝尖蜜拉、妈咪果、巧克
力布丁果、澳洲手指柠檬、巴西樱
桃等78种名优热带水果。

据悉，“十一”黄金周期间，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内剧
场演出、雪山乐园等体验项目纷
纷推出线上优惠活动。值得一
提的是，今年8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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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客花费不到百元即可畅玩江
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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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棚种植体验等。

体验种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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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欧
英才）海垦控股集团近日召开产业发
展专题会，部署加快推进茶产业整合
及做大做强椰子产业工作。

据悉，海垦控股集团将通过对茶
产业资源、茶叶加工厂、茶叶品牌、茶
叶销售渠道等4个方面的整合，解决
海南茶产业“小、散、弱”的问题，充分
发挥茶叶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
带领海南茶产业实现转型升级、提质
增效，并从资金、人才、土地等方面，加

大对茶产业整合的支持力度。
椰子产业作为垦区优先发展的热

作产业，海垦控股集团将谋划全产业
链发展，重点做好种苗、科技、林下经
济、走出去和产业协同“五篇文章”。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表示，推进茶产业整合和做
大做强椰子产业，是海垦实施“八八”
战略，积极参与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做强做优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打造国家热带现代农

业基地的重要抓手。
为做好茶产业整合工作，海垦控

股集团将加强垦地合作，充分发挥农
垦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主动融入、积
极参与有关市县茶业发展，促进岛内
茶产业整合。海垦茶业集团将建立市
场化的经营管理机制，加强品牌建设，
提高品牌知名度，提升企业经营效益，
稳步推进各项整合工作。

海南作为全国椰子的主产区，椰
子产业发展处于上升期，发展空间很

大。目前，海垦集团已成立椰子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由海南橡胶牵头，海垦
科学院集团等相关企业积极参与，各
企业将发挥自身优势，通过专业化运
营，形成推动垦区椰子产业发展的合
力。今年9月初，海南橡胶集团启动
十万亩水果型矮种椰子种植项目，旨
在打造椰子产业全产业链，推动海南
椰子产业发展。

据介绍，推动椰子产业发展不仅
是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发展椰子、橡

胶、槟榔等“三棵树”产业的具体实践，
也是垦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客观需求。
据了解，全球80%的椰子种植集中在
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从产量上看，印
度尼西亚全球最高，为1772.2万吨；
菲律宾、印度分列第二、第三。海南是
中国椰子的主产地，占全国椰子种植
面积的99%。根据垦区2018年统计
年报，截至2018年底，垦区现有椰子
种植面积2.62万亩，收获面积为1.78
万亩，产量1037万个。

海垦部署推进垦区产业规模化发展

茶产业整合升级 椰子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2018年以
来，海垦控股集团把“两违”整治列为
2019年重点工作之一，垦地联动整治

“两违”工作有成效。
截至今年8月底，垦区下发图斑

疑似“两违”补办手续3155宗，拆除
502宗，综合处置率（补办手续和拆除
占图斑宗数的比率）宗数为9.6%；垦
区自查发现“两违”补办手续72宗，拆
除92宗，综合处置率宗数为5.2%。

2019年春季，海南农垦全面打响
垦区“两违”整治攻坚战。针对省生态
环境六大专项整治联合指挥办公室3

月1日下发的垦区疑似“两违”图斑信
息，海垦控股集团组织下属企业，利用
3个月时间，全面对垦区43707个疑
似“两违”图斑进行调查核实。

“海南农垦在保障职工利益的基础
上，坚持以尊重历史、分类处置、依法依
规为原则。”海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
岗位经理孔优生告诉记者，垦区严格按
照实施方案中明确的12种类别，先做
好“两违”基本情况分类，再进行处置。

8月5日，海垦控股集团印发了
《关于开展“两违”整治“五个一批”专
项行动方案》。方案提出到9月底存
量处置完成率50%，巡查发现并制止

新增“两违”，确保完成工作目标。
很快，垦区上下便重点开展“五个

一批”专项整治行动。即疑似“两违”
图斑补办手续销号一批，配合地方政
府打击、拆除一批，垦区内部巡查发现
制止一批，提起诉讼维权一批，纪委巡
察查处警示一批的工作任务。

东太农场公司配合琼海市石壁镇
政府、南俸居，依法对南俸基地分公司
辖区白路岭队、先锋队辖区内的两处
违法建筑予以拆除，拆除违建面积共
238平方米。中建农场公司积极配合
屯昌县综合执法局，依法拆除辖区内
七队、十七队、二十四队、二十六队等

地段的4宗违法建筑共820平方米。
9月10日，伴随着3台挖掘机的轰鸣
声，荣光农场公司配合乐东黎族自治
县政府，依法拆除该公司辖区内违法
建筑5500平方米。通过依法依规拆
除违法建筑，为海垦乐东热带花果世
界项目留足发展空间。

今年8月初，万宁市率先成立了
“两违”整治和生态保护垦地联动工作
领导小组，并印发了《万宁市“两违”整
治和生态保护垦地联合行动方案》。
该领导小组根据区域共划分5个联合
工作组，各司其职，并且实行三级网格
工作制；对组员实行包干责任制，层层

签订“两违”管控和生态保护目标责任
书；建立了信息报送制度以及督查问
责制，做到每天巡查，每周两次报送。

“万宁模式”为垦地携手开展“两
违”整治提供了样本。随后，三亚、陵
水、琼中、东方、文昌等市县也纷纷加
快建立垦地联合工作协调机制，形成
工作合力，将“联合检查、联合告知、联
合约谈、联合整治”落到实处。

为跟进垦地联合机制建立情况，
8月25日至9月3日，海垦控股集团
还安排6人分别到省六大办六个督导
组，配合参与全省“两违”整治2019年
第四次督查工作。

垦地联动整治“两违”有成效
截至今年8月底，拆除“两违”594宗

“十一”出游，海垦

海南农垦将举办职工登高挑战赛

高楼上演“垂直马拉松”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杨光）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该
集团将于9月25日举办“登峰新海垦·致敬七十
年”2019年第三届登高挑战赛。

本次比赛将在海垦控股集团总部各部门及垦
区各下属单位干部职工范围内开展。比赛共设
男、女ABC组6个组别，比赛地点为海垦国际金
融中心。每组前6名均可获得奖励。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登高爬楼比赛素有“垂
直马拉松”之称，这种新颖的健身方式在如今快节
奏的大城市中越来越受欢迎。

该项赛事由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直属机关党
委、集团企业文化部及直属机关工会联合举办。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比赛旨
在展示海垦干部职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进一
步增强垦区职工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第三届海购会闭幕

海垦企业签订
5000余万元意向订单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员苏顺）近日，记者从海垦商
贸物流产业集团获悉，在日前举办的2019年第三
届海南名特优产品采购大会（以下简称“海购会”）
上，海垦集团旗下9家企业20多种优质特色产品
参展，吸引了许多企业和市民前来购买。多家企
业与海垦集团下属企业现场达成了合作意向，签
订了5000余万元意向订单。

在本次海购会上，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紧抓
机遇，主动出击，积极与多家采购商对接洽谈，最终
分别与海南惠饮实业股份公司、中石化易捷销售有
限公司达成意向采购协议，采购金额达1100万元。

同时，海南一企业与东昌农场公司现场签订
了相关合作协议，3年向该农场公司采购近4000
万元的产品，产品包括白胡椒、黑胡椒、冻干胡椒
和胡椒礼盒等。东昌农场公司总经理助理王录英
告诉记者，通过参加活动，农场公司拓宽了销售渠
道，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了“东昌胡椒”品牌。今年，
东昌农场公司新型环保胡椒初加工厂投入运营，
一年能加工生产近800吨胡椒产品。

海垦印发《存续农场公益性资产管
理暂行办法》

加强农场公司制改革
资产管理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李骁可）海南日报记者9月23日从海垦控股集团
获悉，近日该集团印发《存续农场公益性资产管理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进一步加强海南农
垦农场公司制改革资产管理工作，规范农场公司
制改革过程中资产划转行为。

据悉，农场公益性资产是指具有公共服务职
能仍需保留在农场的资产，范围包括：公益林、沟
渠、未分割到户的居民住宅用地、农场承建的公
租房、文化场所、食堂、停车场、胶园道路及职工
住房的配套设施、未能移交的社会性资产和未能
划转给海南农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不良
资产等。

《办法》指出，公益性资产的管理应坚持“统一
领导、归口管理、合理使用、依法处置”的原则。公
益性资产权属为海垦控股集团，海垦控股集团所属
各农场公司（产业集团）是各存续农场公益性资产
管理的主体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各存续农场的公益
性资产的管理体系建设，规范各农场的公益性资产
管理流程，做好公益性资产的实物资产的管理和维
护，以及会计核算、审计评估和处置等工作。

《办法》中规定，公益性资产的实际使用人和
受益人为农场公司，公益性资产的日常管理和养
护比照农场公司的经营性资产进行管理。所有公
益性资产的后续维护保养和改扩建费用，均由农
场公司承担并支付。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单位应加
强公益性资产的监督检查，坚持内部审计监督和
外部审计监督相结合原则，审计部门应督促相关
部门落实公益性资产各项管理制度。

海南橡胶与东盟企业
经贸发展委员会
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推动橡胶产业深度合作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何珍）近日，海
南橡胶集团（以下简称海南橡胶）与东盟中小企业
经济贸易发展委员会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将
在设立大宗农产品交易中心、建立现代农业示范
区、发展仓储冷链物流、布局乳胶制品产业、开展高
效农业贸易及人文合作交流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以橡
胶、茶叶、椰子、胡椒、咖啡等为主的热带现代农业
及高效农业领域的园区共建、科技研发与创新、商
贸物流、人员交流与培训等领域的合作。推动中
泰橡胶产业的全面合作，提高橡胶制品的研发和
制造能力。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海南橡胶
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盟国家都陆
续开展了投资活动和相关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了
海南橡胶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双方将
不断挖掘贸易增长潜力，实现共同发展。

“十一”黄金周即将到来，您是否已经安排好游玩计划？海南农垦各个旅游景区邀您前来，领略鲜奇美
景。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垦区各大景区都做好充足准备，纷纷推出特色旅游产品，迎接八方游客。

树木断枝 变废为宝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下属农工贸公

司为提高资源利用率，投入150多万元，
购置大型粉碎机、挖掘机、装载机，为企
业创收开新路。图为9月23日，该公司
两台粉碎机把南繁育种用地上清除出来
的树木断枝进行粉碎，然后销往广东一
家发电厂。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南田、蓝洋温泉

远离车马喧嚣，在氤氲的
雾气中闭目养神，随着天气转
凉，泡温泉成为这个季节最惬
意的事情之一。海垦拥有丰
富的温泉资源，位于三亚神泉
集团（原南田农场）的南田温
泉，拥有“神州第一泉”的美
誉，属低温温热矿水，平均水
温在57℃左右，南田温泉水中
含有硫化氢、氮偏硅酸、氟等
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位于儋州海垦旅游集团
（原蓝洋农场）的蓝洋温泉同样
不能错过。蓝洋温泉位于儋州
市蓝洋农场地热田，实时监测
平均含氡量为660BQ/L。2017
年，蓝洋温泉被世界纪录协会
授予“世界上含氡量最大的热
氡泉”证书。据了解，氡（Rn）是
一种惰性气体，易溶于水，当地
下水流经含铀岩石时，含有氡
气的水即成为氡泉。氡对人体
具有保健养生作用。

舒服惬意泡温泉

母瑞山红色旅游区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在这样一个庄重的节日
里，怀揣着对祖国的敬意踏足
红色景点，传承红色精神，成
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

位于定安县的海垦母瑞
山红色旅游区，是琼崖革命二
十三年红旗不倒的“摇篮”。
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陈列着海南军民坚持 23 年革
命斗争的大量历史资料和珍
贵文物，是海南红色旅游的重
要 景 点 和 革 命 传 统 教 育 基
地。除此之外，母瑞山上有红
军潭、红军机械厂、马鞍岭阻
击战场等遗址。

此外，母瑞山还有良世
湖、南牛岭瀑布等自然风景，
四周风光旖旎、环境优美，是
休闲养生、户外运动的好去
处。如果要过夜的游客，可以
入住母瑞 7 队美丽乡村民宿，
还可品尝到当地的特色美食。

重温红色记忆

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位于八一总场公司境内
的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是国
家 3A 级景区，今年以来已接
待游客 8 万多人次。公园里
的石花水洞形成于 140 万年
前，大自然的神奇力量造就
了 一 个 异 彩 斑 斓 的 地 下 世
界——生长在洞壁的文石石
花 银 丝 玉 缕 、晶 莹 剔 透 ；钟
乳 石 如 玉 琢 冰 雕 ，惟 妙 惟
肖 ；怪 石 错 综 林 立 、诡 异 神
秘 ；地 下 河 上 轻 舟 漫 游 、曲
径通幽。

“十一”期间，石花水洞
景区内还将推出喊泉、“步步
惊心”、旱地滑雪、儿童滑索
四大游艺项目。同时还可尝
到 风 味 独 特 的 儋 州 特 色 小
吃，比如米烂、碱水馍、芝麻
馍、板蓝根馍、糯米糍、水果
杯、清补凉等。

异彩斑斓神奇洞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位于西联农场公司新盈
片区的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红树林种类繁多。公园
的地理位置和独特地貌、高温
高湿的气候特征和潮汐特征
为红树林和与之相适应的野
生动植物提供了多种生境，决
定了其具有丰富的生态系统
多样性、物种多样性、遗传多
样性和自然景观多样性。得
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每年都
会吸引大批候鸟越冬。进入9
月以后，不少候鸟飞到这里栖
息，吸引了大量观鸟爱好者。

目前湿地公园已经记录到
141种野生鸟类，其中包括属国
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黑脸琶鹭、
黄嘴白鹭以及勺嘴鹬等珍稀濒
危鸟类。建议游客带上望远
镜，能更加拉近与鸟儿之间的
距离。

正是观鸟好时节

海垦毛公山景区

位于乐东黎族自治县毛公
山农场公司（原保国农场）场部
侧800米处的海垦毛公山景区，
在琼乐高速开通后，吸引了更
多游客。2018年，毛公山农场
公司联合海垦建工集团启动毛
公山景区升级改造工作，全面
升级景区软硬件设施，景区环
境、景点特色、景区设施均得到
了改善与提升。

毛公山山体结构雄浑，群
峰起伏，堆青叠翠，山下的雅亮
河与南文河清澈见底，河滩布
满五彩奇石。

景区内“四馆一地”（中国少
数民族文化博览馆、海南美丽乡
村博览馆、海南农垦发展博览
馆、海南毛公山红色文化纪念
馆、中国毛体书法海南创作基
地）成为许多游客打卡之地。

“四馆一地”亮点多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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