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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合作社带动村民一
起学织黎锦，大伙农闲时间都在
看电视和打麻将，哪会想到要抱
团发展产业呢？”10月20日，在保
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
村，黎锦合作社的社长王丽香高
兴地说，去年9月，在金江农场公
司的帮扶下，村里成立起黎锦合
作社，通过原材料扶持、技术帮扶
和销路支持等形式，带动近50名
贫困户共同发展黎锦产业，让贫困
户在学得技术的同时，精神面貌也
焕然一新。

“合力发展产业，大家有斗志
了，也改掉了懒惰的坏习惯。”合作
社成立，最开心的当属70余岁的
贫困户董玉珍，“在合作社带动下，
我不仅把遗忘多年的黎锦编织技
能‘捡’起来了，还能和村里年轻一
辈共同传承黎锦技艺。”

如今，垦区各单位通过开展培
训，提高贫困户脱贫技能，激发其

脱贫斗志，并通过政策引导、教育
引导、典型引导等方式，树立勤劳
致富光荣脱贫导向，让贫困群众敢
想敢干、能干会干，加快补齐“精神
短板”。此外，技能的提升，还带动
贫困户思想的革新。

“跟着农场公司做产业，除了
拥有稳定收入脱贫之外，还能学到
不少新技能。”说起自己的脱贫感
想，南金农场公司职工彭海花说，
除了拥有稳定的收入外，让她骄傲
的是，摆脱贫困户身份后，她还多
了一重身份——新农人。

南金农场公司党委副书记张
伟东介绍，南金农场公司在带动
贫困户发展产业外，还长期邀请
农业、互联网和旅游等领域的专
家为他们授课培训。在这个过程
中，贫困户学会各种农业技术的
同时，还了解“互联网+”等理念，
增强市场意识和服务意识，成为现
代农业生产者。

发展什么扶贫产业？如何最大程
度发挥产业效能？如何以推动产业扶
贫项目为契机，推动产业扎根？这些
问题是在推进产业扶贫中，许多农场
公司首先需要考虑的。

荣光农场公司位于乐东，土地资
源丰富，光热充足，是发展热带高效
农业的“黄金宝地”。“既要有短平快
增收项目，又要有长远发展的增收产
业。”荣光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母连云表示，农场公司在推进产业扶
贫中，既要有开展黑山羊养殖等短平
快增收项目，确保贫困户快速脱贫，
又要有长远发展的增收产业，确保不
返贫。

此外，在产业建设中，荣光农场公
司还注意到长年来，产品缺标准、缺销
路等问题制约着产业发展。母连云透
露：“未来，我们还计划连接产销链条，
打通销路，促进当地生态农业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真正做到让产业扎根当
地，带动群众发展。”

在阳江农场公司，通过“农场公
司+贫困职工”经营模式，加大力度
扶持贫困职工种植咖啡；在龙江农场
公司，通过“农场公司+基地+贫困职
工”模式，引导职工种植红心橙……
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脱贫，已经成为垦区许多基层企
业的共识。

“过去，村庄基础设施落后，缺乏
污水处理设施，加上村民观念落后，随
处堆放垃圾、在村中饲养禽畜，造成村
中脏乱不堪、污水横流、恶臭熏天！”在
什龙村，回忆起以往的“苦”日子，王丽
香不禁皱起了眉头。她说，过去村里
垃圾遍地，有些地方堆砌了近两米高
的“垃圾山”，“搞卫生时，又脏又臭，苍
蝇蚊子围着人飞。”

随着海垦控股集团定点帮扶什龙
村工作的开展，王丽香脸上渐渐有了
笑容。

“发展村庄得先从整治村庄环境
开始。没有净美的家园，何来村民的
幸福感？”什龙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员王
家东自2018年9月驻村帮扶以来，见
证了什龙村的发展变化。

据了解，从2018年开始，海垦控

股集团陆续投入近300万元定点帮扶
什龙村，开展道路硬化工作和村庄美
化彩化工程，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及
全面完善村庄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
培育产业，根据村庄发展实际，通过成
立合作社以及入股企业等多种形式，
引入黎锦编织、特色养殖、种苗培育等
产业，以产业链串起乡村振兴路。

（本报保城10月21日电）

海南农垦老年人
柔力球竞赛举行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郑鹏）10月15日
晚上，由海南农垦老体协主办，八一总场公司协办
的海南农垦老年人柔力球竞赛，在八一总场公司
明湖湖畔拉开帷幕。来自海南农垦控股集团20
个农场公司及直属公司，共27支代表队的215名
柔力球爱好者参加了此次竞赛活动。

据了解，柔力球作为一项新兴的具有民族特
色的体育运动项目，将中国传统的太极元素和现
代体育健身理念完美融合。此次比赛分为6个套
路，如柔力球规定套路第二套、柔力球健身套路第
三套《花季雨季》和柔力球飞龙系列套路第二套
《阳光年华》等。6个套路均100分，参赛队伍可
以任选其中一套参加比赛。

通过一番激烈的角逐，共有10支代表队获得
优胜奖，16支代表队获得了优秀奖，1支代表队获
得了特别展示奖。

海橡健康与北京企业
合力组建华橡酒业公司
三方共同打造山兰酒强势品牌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何珍）海南山兰酒
将添一强势品牌！10月16日，海南海橡国际健
康文旅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橡健康）与北京
中藏金酿酒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藏金酿）、北
京中央金创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央金创）共同签约合作协议，三方将合力组建华橡
酒业有限公司，开发海南优质山兰酒资源，铺设营
销渠道，打造山兰酒强势品牌。

海南山兰酒风味独特，口感醇厚，深受消费者
喜爱。但山兰酒产品开发过程中面临着开发程度
低、市场化程度弱等难题。为破解海南山兰酒开
发难桎梏，三方此次合作旨在通过组建华橡酒业
有限公司深度开发和广泛推广海南山兰酒资源，
并将依托中藏金酿成熟的经销商网络、产品开发
和品牌规划能力，以“中华”商标对山兰酒产品进
行整体重新定位，运营中华山兰酒、中华酱、中华
五粮液等产品。

相关负责人表示，海橡健康拥有海南特色山
兰酒资源，中藏金酿拥有销售渠道及品牌优势，中
央金创拥有金融及资本运作优势，相信各方能够本
着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合作共赢的理念，共同整合
现有资源，实现打造海南省特色酒产业的目标。

海垦发挥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多元发展扶贫产业

产业“强引擎”助力 民富业美村兴旺

以产励人 技术扶持激发脱贫斗志 以产兴业 多元帮扶带动产业发展

以产育村 产业链串起乡村振兴路

■ 本报记者
邓钰

山 林 深

处，疏林之下，
一 个 个 蜂 箱

错落有致地散布
各处。
“我们村的野蜂

蜜在市场上很抢手呢。”
10月21日，在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的海胶集团加钗分公司新
伟片区琼中蜜缘养蜂合作社，贫困户
罗正天一边照料着蜜蜂，一边乐呵呵
地说，虽然他学养蜜蜂不久，可每个
蜂箱里已经能取出10多斤蜂蜜，自
己有信心能脱贫。

在蜜缘养蜂合作社，像罗正天这
样，依靠野蜂蜜脱贫增收的贫困户不
在少数。这得益于合作社理事长、新
伟16队队长梅学国通过蜂种、技术

和销路帮扶，带动贫困户共同发展起
这一“甜蜜”事业。

自20世纪90年代，梅学国便和
妻子文胜菊在生产队附近的山林中
建起一间简易棚，开始养“中华蜜蜂”
（以下简称中蜂）。梅学国买来相关
书籍自学，观察记录中蜂活动规律和
生长情况，逐渐掌握了养蜂技术。经
过20余年的发展，蜂箱从最初的几
十箱逐步增长至几千箱。靠养蜂，一
家人过上了宽裕的生活，更成为远近
闻名的养蜂“达人”。

2017年，当脱贫攻坚工作如火
如荼开展时，红毛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找到梅学国，希望他能够提供技术，
带动周边贫困户共同养蜂脱贫。原
来，政府当时为贫困户发放蜂种，希
望他们能够发展起养蜂产业。然而
由于缺乏技术，贫困户们养殖的蜂种
不是跑光，就是大量死亡，使得他们
十分沮丧。

得知这一情况，梅学国欣然接受
了提议，并以“合作社+贫困户”模
式，提供蜂种、技术和销路帮扶，带动
一帮新学徒共同养蜂。

“想让贫困户养好蜜蜂，就要培
养他们对养蜂的兴趣。”梅学国回忆，
最初，在走访贫困户时，总能看到许
多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比如有的贫
困户把蜂箱堆在一起养蜂，导致蜜蜂
互相打架，有的贫困户把蜂页隔得太
开，导致蜜蜂抱团紧缩……

“这都是因为贫困户们不了解
蜜蜂习性造成的。”梅学国认为，要
将养蜂当作一个有趣的游戏，引导
贫困户参与其中。为此，他通过在
线上、线下组织培训班，从蜜蜂的习
性、生理构造以蜂箱分箱等小细节
讲起，带着贫困户一点点了解养蜂
知识。许多贫困户还住在他家中，
跟着他手把手学习，大伙亲切地喊
他“梅老师”。

如今，琼中蜜缘养蜂合作社已累
计带动农场和地方共百余名贫困户
发展养蜂产业，脱贫增收。在他的指
导下，贫困户们纷纷学得技术，养殖
的蜜蜂在百花丛中“安居乐业”，几个
月后就能酿出纯正的蜂蜜，市场价格
不错，约为每斤100余元。

此外，颇有经济头脑的梅学国还
面向城市客户和游客推出“蜜蜂认
购”计划。每人付1000元每年的费
用，就能获得合作社蜂箱一年使用
权，每年保底获得10斤纯天然蜂蜜，
还可走入田间，亲身体验收割蜂蜜的
快乐。这一认购活动，不仅有效刺激
了蜂蜜的销量，更引得人们来到合作
社观光游览。

据了解，结合养蜂产业，海胶集
团加钗分公司还计划修起“蜂情”民
宿，规划了以此为主题的休闲游路
线，让甜蜜产业再升级。

（本报营根10月21日电）

琼中养蜂“达人”梅学国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

百花香里说“ ”年

东昌农场公司配合
属地政府拆除两宗违建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宝华 蒋永雷）10月21日上午，东昌农场公司积极
配合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政府，开展“两违”整治专
项行动，强制拆除位于东昌农场公司三队龙眼园区
域内，面积共400平方米的两宗违规建筑物。

拆违行动由大坡镇政府牵头组织，东昌农场
公司积极配合。双方出台了整治行动方案，并成
立了强制拆除行动应急指挥部和教育劝导、现场
防护、现场处置、宣传报道、医疗救护、善后处置等
5个工作组，明确了工作职责。

据悉，东昌农场公司将明确责任、狠抓落实，
与属地政府共建垦地“联合检查、联合告知、联合
约谈、联合整治”的联动协作工作机制对“两违”现
象“零容忍”，并继续加强垦地合作，保持高压态
势，彻底遏制新增“两违”，全面深化巩固整治违法
建筑三年攻坚行动成果。

■ 本报记者 邓钰

“今年光卖菠萝蜜就赚了几万元，
日子好过多了。”10月20日，在海南农垦
南金农场公司（以下简称南金农场公
司），职工宋世伍高兴地说，近年来，南金
农场公司发挥党建作用，调整产业结构，
带动职工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大力发展
菠萝蜜、蜜柚、沃柑种植，让四季果味飘
香脱贫路，为职工带来“甜蜜”生活。

“要没有农场带动，我哪能这么
快就过上好日子。”宋世伍曾是一名
建档立卡贫困户，过去由于种种原
因，始终找不到脱贫致富的路子。这
几年，在农场的带动下，他苦学技术，
管理百余株菠萝蜜树，已顺利脱贫。

“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找到
适合本地实际的产业至关重要。”南
金农场公司党委副书记张伟东介绍，
近年来，该公司谋求产业转型，发展
特色热带水果种植产业，并通过党建
作用带动员工共同发展。“在发展过
程中，党员干部主动带动种植，并学
习技术教授职工。此外，为防止收购
商压价收购，公司还制定了保底价进
行收购，有效激发了职工积极性。”

现在，南金农场公司菠萝蜜产业
已成规模，并通过提高果实品质，制
作统一包装，与返乡大学生、电商合
作进行网络营销等多种举措树立起
了“南金果果”品牌。

“春有荔枝甜，夏有莲雾香，秋冬蜜

柚鲜，四时‘蜜’香浓。不止是菠萝蜜，
农场还带动职工和周边村民种植了沃
柑、莲雾、榴莲蜜、红心芭乐等众多特
色水果，农场一年四季果味飘香。”张
伟东说，南金农场公司就如鲜果的天
堂，一年四季都有特色果品上市。

据统计，目前南金农场公司已种
植菠萝蜜6300多亩，年产量可达约
960万斤，共有211个岗位、187名承
包人员参与其中。同时，该公司种植
了蜜柚2300亩、莲雾630亩、火龙果
170亩、红心芭乐270亩……热带水
果种植规模效益已初步显现，并带动
地方和农场百余户贫困户脱贫。

但特色种植产业“初尝甜头”背
后，南金农场公司还有更深层次的谋

划——探索热带水果深加工产业，为
特色种植产业发展添“蜜”意。

南极农场公司正在积极提升产
品深加工和贮运技术水平，希望能打
造集生产、冷藏、加工、物流、销售等
为一体的热带水果产业链。“通过精
深加工，可以提升果品的附加值。”张
伟东介绍，2016年下半年，南金公司
与海南本土公司合作成立了海南南
绿果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绿
果），目前推出菠萝蜜、蜜柚等鲜果加
工产品，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条。

“日子越来越好了，大家有目共
睹。”在宋世伍看来，现在，南金农场
的村民们正一笔一画绘就“富美”生
活图景。 （本报定城10月21日电）

东昌农场公司
扎实推进花卉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林声福）
近日，东昌农场公司认真贯彻落实海垦控股集团
《开展花香海南大行动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采取
切实措施，扎实推进花卉产业发展。

为了保证发展花卉产业种苗需求，东昌农场
公司在第一、第三分公司创办花卉种苗培育基地，
选择常年或季节性开花的优良品种进行培育，品
种有三角梅、鸡蛋花、凤凰木、大叶紫薇、红花风铃
木、黄花风铃木、红花木棉、小叶紫薇等8类。目
前，仅培育三角梅种苗就达82336株，为加快工程
进度起到了积极作用。

该项目规划种植面积1000亩，计划投资总额
631万元，分期实施，按照“品牌化、标准化”建设
要求，打造花卉产业优势品牌。该工程将于2019
年年底前全面完工。南金农场公司发展特色种植产业带动职工脱贫

四季果香添“ ”意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黎锦合作社，贫困户交流黎锦技艺。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在琼中蜜缘养蜂
合作社，梅学国（左）指
导社员查看蜜蜂成长
情况。

本报记者 邓钰 摄

■ 本报记者 邓钰

“养起黄牛，种上紫米，还入股发展养猪产业，去年光分红
就拿了4800元……过着这样的好日子，我们也脱贫啦！”10
月19日，谈起自己的脱贫经历，西达农场公司西达基地分公
司新村队的职工黄贻武怎么也收不住脸上的笑容。

产业兴旺，生活和美，黄贻武的经历并非个例。据了解，
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以来，垦区脱贫攻坚工作坚持以产业发
展为支撑，多措并举切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垦地融合因
地制宜共同发展多元扶贫产业，以“农场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专业公司+贫困户”等模式带动贫困户脱贫增收的同时，
助力乡村振兴，实现民富业美村兴旺。

据统计，打响脱贫攻坚战以来，截至2018年年底，垦区已
有3129户11594人实现脱贫，通过创业就业走上了致富路。

海垦控股集团位列
2019海南百强企业榜第4

本报海口10月21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报
记者10月21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获悉，在日前发布的

“2019海南省企业100强”榜单中，该集团和海南省
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位列第4名和第73名。

据了解，日前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
家协会在桂林洋热带农业公园，联合举办“2019
海南省企业100强发布会”。这是海南企联连续
14年向社会发布海南省企业100强榜单，并同步
推出《海南省企业发展报告》。

据介绍，海南省企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
会参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以2018年企业营业收
入为入围标准，坚持企业自愿参与原则，对报名参
与企业的申报表进行审核、统计、汇总后，将2018
年营业收入前100名的企业确定为“2019海南省
企业100强”。

已种植菠萝蜜 6300多亩

目前南金农场公司

共有211个岗位
187名承包人员参与其中

年产量可达约 960万斤

还种植了

蜜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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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龙果
170亩

红心芭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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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孙发强

蜂

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