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力以赴，一刻都不耽误

立冬时节，海南天气渐凉。可
在宝联加工厂一间车间内，机器还
热得发烫。记者注意到，热压机上
叠着 20多根木头，2小时后，它们
将会成为一块重量超过 100 公斤
的层压板。

与这个车间紧挨着的，是生物高
分子改性精深加工项目车间。这里
的机器24小时运转，几个班组轮流
倒，橡胶木进窑、出窑，叉车来往不
断，工人忙碌地叠料。白天，车间温
度高达50℃，水管通往车间屋顶，洒
水降温，每小时喷淋20分钟……

“12 月底必须全部完成项目
任务，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宝
联加工厂层压班班长林国胜说，
当前工作量很大，工人们早上 7
时 30分上班，晚上11时下班已是
常态，但能参与国家项目建设，大
家都感觉很骄傲、很自豪，“特别
是当看到一批批成材出厂，被运
往北京时，我们就觉得自己所有
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项目推进过程中，集团需要不
断和冬奥会组委办、宝冶集团、监理
单位等沟通协调，每天大家的神经都
绷得很紧。”海垦林产财务总监蒲惠
波负责商务谈判与具体业务对接，基
于自身过硬的业务知识，她在冬奥会
项目谈判中为公司争取了更多的项
目收益。

记者了解到，为强化领导力，海
垦林产集团党委对宝联加工厂班子
成员进行了3次调整，不断提高基
层单位的管理水平。此外，集团还
制定了“高师带徒”策略，持续壮大
业务骨干力量；在宝联加工厂、北京
延庆冬奥会建设工地上，都能看到
领导班子蹲点一线，督导生产的身
影……

以奋斗成就梦想，以实干展现
担当。海垦林产集团正努力将冬奥
会中标项目建成样板工程、精品工
程，为更多海垦品牌产品登上国家
舞台搭建桥梁。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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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何珍

两条宽宽的履带在草地上“行
走”，一只长长的机械手臂灵活“伸
缩”……日前，在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
的橡胶林基地中，一台迷你“坦克”在林
间穿梭，展现着新一代割胶“黑科技”。

这是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联
合北京理工华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汇智能）研发的一机多

树式智能割胶机器人（以下简
称机器人），目前已投入实
地试验。

别看机器人一副呆头
呆脑的样子，它运行起来

可十分灵活。只见它
在林间前行，不一
会儿便准确地停
在一株贴着特殊
标签的橡胶树
前，伸出机械手
臂，用“指尖”在
树皮上缓缓摩
挲，划出一条匀

整的割线，让藏在树间的胶乳缓缓流
下。

此前，海南橡胶已与相关科研
机构共同研发一机一树式割胶机
器人，即一棵树固定配备一套割
胶装置。今年，海南橡胶则尝试
与华汇智能共同研发一机多树式
智能割胶机器人。

“这是我们研发的一机多树式智
能割胶机器人中的第二版，经过多次
实验和调试，它已经能够独立采胶。”
华汇智能产品总监孙尧介绍，海南橡
胶和该公司共同研发第二代割胶机
器人，是希望机器人能够实现自主移
动割胶，达到“一机割多树”的效果。

“我们从今年上半年开始提出设想，
并着手设计，依靠实验室多年技术积
累，仅用了两个多月便设计出第一版
机器人。”

虽然研发的时间不算太长，但要
让机器人走得稳、找得对、割得准，却
需要研发团队费一番功夫。孙尧回
忆，在设计之初，研发团队经过多次
实地走访调查以及访问等形式确定
机器人样式，提出要实现自主移动割

胶，机器人必须拥有移动能力，能够
自主定位和定点采胶。

“橡胶林地多是泥土地，路面泥
泞坑洼、高低不平，且土质松软，对于
机器人的行进适应能力和越障能力
要求极高。”孙尧透露，通过反复试
验，研发团队决定选用履带式底盘，
让机器人拥有一个稳固的“下盘”，从
而实现在胶林的复杂路面上“走”得
稳稳当当。

胶林里橡胶树密植，景象相差
无几，即使是人在不熟悉情况时都
很容易迷路。如何让机器人找得准
呢？

“橡胶林中参照系少，周边都是
外形相差无几的树木，机器人之所
以能找得准，靠的是一番巧劲。”孙
尧介绍，既然机器人难以识别树的
差异，研发团队便通过多传感器一
体的组合导航技术，让它找准每棵
橡胶树的位置，即在不同橡胶树上
张贴不同标签，由机器人通过识别
特殊标签，停在指定位置上。而且，
在执行割胶指令的时候，机器人还
能通过视觉伺服技术，让机械手臂

稳定、灵活地割取胶乳。“通过这种
技术，机器人还能适应不同树的切割
需求。”孙尧说。

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机多树式智能割胶机器人还有诸
多便捷性，比如，更便于胶林的无
人化管理，自主移动使得维护成本
更低，更便于能源补给；可扩展性
强，除了自主割胶以外，机器人还
可以被改装为自主喷药机器人、收
割机器人等。

“这台机器人还挺能干。”看到
机器人灵巧割胶的景象，现场多名
胶工表示，割胶讲究“稳、准、轻、
快”，希望能为研发团队提供自己多
年积累的技术经验，助力机器人的
进一步研发。

据了解，海南橡胶和华汇智能还
将根据第二版机器人的试验成果，调
整设计第三版一机多树式智能割胶
机器人，以达到材质便捷，成本降低
和实用性提高等效果，更利于量产。
届时，除割胶外，机器人可自主完成
收胶、喷药、除草等工作。

（本报金江11月11日电）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邓
钰）寒意渐浓，干劲不减。11月 11
日，位于海口市的海垦宏达商城项目
现场呈现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打桩机、挖掘机等各类机械正在基坑
里紧张作业，工人忙碌地穿梭其间
……

在海垦宏达商城项目指挥部，海南
日报记者注意到，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

项目推进表，推进节点和负责部门都被
详细标明，完成的会逐一“打勾”，工作
进度清晰明了。“我们要求建设进度周
周报，现场问题件件了。”海南农垦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实业
集团）总裁陈海介绍，为确保项目建设
进度，该公司要求每周总结项目进度，
并对项目进展情况进行分析和反思，以
更高效地布置下一阶段工作。同时，该

公司相关负责人定期组成协调组，到
项目工地召开现场会协调解决问题，
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据了解，海垦宏达商城项目由海
垦实业集团投资开发，海垦宏达实业
公司为建设主体。项目总占地面积达
190余亩，总建筑面积约46万平方
米，总投资约36亿元。项目分为3期
建设，涵盖花园式写字楼、高端住宅、

商业街、教育等多行业形态。
“海垦宏达商城项目自今年4月

开工，现阶段约完成一期全年工程总
量的 60%，二期全年工程总量的
40%。”陈海表示，为全面落实省委、
省政府“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工作部
署，项目各单位正凝心聚力、攻坚克
难，紧盯目标任务，对照时间节点，加
快建设进度。

据了解，从开工之初，海垦实业集
团就确定了项目包点负责制，由公司
主要领导项目建设的相应环节，从项
目立项、征地、建设、验收、办证等环节
从头跟到尾，从而更精准、高效地推进
项目建设。

陈海介绍，一期项目住宅楼争取
明年7月全面封顶，预计整体完工要
到2023年。

建设进度周周报 现场问题件件了

海垦宏达商城建设按下“快进键”

龙江农场公司近2000亩
白沙红橙将上市
今年产量约为250万公斤

本报牙叉11月11日电（记者邓钰）冬风起，
红橙甜。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所种
植的近2000亩白沙红橙近日将批量采收上市，预
计今年产量约为250万公斤。

据介绍，龙江农场公司自2003年起从广东省
廉江市引进优质红橙品种，并经过改良，培育种植
白沙红橙。白沙红橙以色泽金黄、皮薄而得名，具
有汁水充沛、甜酸适度、化渣率高等特点，以及品
质优、上市早、果实大、适应性强等优势。

种植过程中，龙江农场公司将“物联网”智慧
农业平台建设与白沙红橙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
白沙红橙“数字、监管、分栋、物流、仓储”全产业
链。龙江农场公司还积极践行“六统一”的科学种
植管理模式，并与地方政府深化合作，在农业品牌
化、产业化、数字化、标准化等方面加强建设，做大
做强红橙产业，实现垦地双赢。

值得关注的是，为让红橙远销，龙江农场公
司将于11月15日举行白沙红橙品牌发布活动
和产销对接会，邀请各地客商及消费者参与。
届时，龙江农场公司将发布白沙红橙全新品牌
形象，并开展现场采购对接活动，助推海南国际
旅游消费年活动开展和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建设。

海垦·桃花源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尹小斐）11月8

日，海垦·桃花源项目（原三亚高校科研片区综合
配套项目）开工仪式在三亚市吉阳区举行。

据介绍，海垦·桃花源项目是海南农垦重点
项目、三亚市“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项目之
一，建设总面积约28.6万平方米，项目投资概算
约32.7亿元，建设期为2019年至2022年，分为
3期推进。项目建设分为A、B、C、D等 4个地
块，其中A区项目将建设4栋17层至19层高的
商住楼，建筑面积约5.5万平方米，投资概算约
7亿元。

据了解，项目建设过程中，海南农垦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和海南农垦亚龙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将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品味的原则，
严把工程质量关，加快施工进度，把项目建设成
为质量优良、设施完善、住户满意的精品小区。
项目建成后将为三亚市吉阳区进一步完善城市
功能、提升城区品味、改善人居环境。

东昌农场公司
530吨胡椒销往省外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正值胡椒
成熟时。日前，在海南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东昌农场公司）白石溪地区的一处胡椒收
购点，工人忙着将成熟的胡椒包装、装车，销往全
国各大城市。据了解，此次装车外销的胡椒产品
总量达530多吨，是当地今年销往省外的第4批
胡椒。

据了解，东昌农场公司职工素有种植胡椒的
传统。多年来，该公司不断改良胡椒种植、加工技
术，以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思路发展胡椒产
业，目前已拥有2.8万亩标准化胡椒种植基地，种
植户规模扩大到2800多户，年产胡椒约3200吨，
成为我国胡椒产品重要产地。

东昌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东昌农场
公司将继续推进胡椒产业发展，谋划打造有机
胡椒等更具市场竞争力的高端产品，拉长胡椒
产业链，在发展深加工的基础上，积极推广“商
标富农”政策，提升东昌胡椒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同时进一步挖掘胡椒产业附加值，大力推
广胡椒文化，从而带动旅游业、加工制造业等相
关产业发展。

海南橡胶一机多树式智能割胶机器人投入试验，提升采胶自动化水平

林间小机器 割胶“黑科技”

海垦49家二级企业将
自主选聘经理层管理人员

本报海口11月11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
报记者11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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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现
已印发《关于在集团二级企业分类授权经营的通
知》，将授予二级企业董事会对本企业经理层管理
人员（以下简称经理层）相应的选聘、业绩考核和
薪酬分配等自主权，启动市场化选聘工作。

据了解，现阶段，海垦集团主要针对战略管控
型和运营管控型企业的经理层选聘进行动态授权
管理，其中战略管控型企业有6家，运营管控型企
业共43家。

《通知》指出，此次二级企业经理层的选聘，
一般通过市场化方式对外公开招聘，或由集团人
力资源部牵头，参加省有关部门组织的招才引智
专场招聘会，并将符合条件的人选，向二级企业
推荐。

其中，经理层副职的选聘，必须在集团规定的
职数内进行，原则上上市公司经理层副职的职数
为 5人，其他二级企业经理层副职的职数为 3
人。如有特殊情况，实行一事一报。

根据《通知》，获授权的企业若考核不合格，
或企业经海垦控股集团确认，连续3年亏损或
减亏效果不明显，海垦控股集团将收回对该企
业的自行选聘权。

据介绍，此举旨在让海垦二级企业通过自主
选聘经理层，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人才、配置人才、
使用人才，打造一支有激情、能干事、敢担当的海
垦精英团队。

海垦林产集团第一榀胶合梁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建设现场焊接成功。 梁丰源 摄

海垦林产集团全力以赴推进冬奥会中标项目建设

从“海垦制造”迈向“海垦精造”

“中标北京2022年
冬奥会‘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遮阳棚木梁工
程Ⅲ标段’项目，中标金
额 1673 万 元……”日
前，消息传来，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子公司海垦林
产集团（以下简称海垦
林产）上下一片欢呼。

喜悦源自拼搏。近
一年来，海垦林产和众
多竞争对手博弈，不断
加快产品科研创新；集
团领导班子轮流到工厂
驻扎，督促施工；工人们
不知疲倦地加快改造生
产车间，建设一条条自
动化生产线……最终，
海垦林产集团凭借过硬
的技术和品质，一举中
标冬奥会建设项目。近
日，在北京延庆国家雪
车雪橇中心，海垦林产
第一榀胶合梁焊接成
功，更标志着该集团冬
奥会项目正式进入施工
安装阶段。

据了解，海垦林产
的橡胶木得以应用到雪
车雪橇防翻滚项目，大
型赤松胶合梁得以应用
到遮阳棚项目，得益于
集团的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该集团正加足马
力，全体员工连轴转，全
力以赴备战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确保按时按
质完成项目任务。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通讯员 梁丰源

作为国家项目，冬奥会筹备工作
意义重大，选材用料标准极高。然
而，多年来，海垦林产一直以橡胶木
粗加工为主业，如何让海垦林产制造
的橡胶木从室内走向室外，从海南走
向北京，是集团面临的重要课题。

“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全长1.9
公里，垂直落差127米，遮阳棚必须要
保护滑道制冰不被融化。”国家木材
与木制品性能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室
主任戚士龙介绍，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赛道遮阳棚采用大跨度钢木结构桁

架顶棚设计，实现了中国古典木结构
与现代钢结构的完美结合，是中国木
结构建筑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
原材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为在激烈竞争中胜出，海垦林
产集团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引进国
家“千人计划”专家王寅及其研发团
队，借助先进技术对橡胶木进行生
物高分子改性，改性后的木材经权威
机构认证，具有防火、阻燃、防白蚁等特
性，这也成为海垦林产橡胶木进入冬奥
会项目的“破门砖”。

随后，海垦林产投资2000多万
元，改造生产车间，引进先进生产设
备，成功申报木结构工程施工一级资
质；成立重大项目工作组，公司总部
领导班子驻扎宝联加工厂，把工作前
移到业务口……

有了人力、智力、财力的坚强保
障，该项目得以迅速铺开，诸多技术难
题被一一攻克。目前，“国家雪车雪橇
中心赛道防翻滚装置——改性橡胶木
装饰材料”项目已进入认质认价、提前
安装程序。

在海垦林产宝联加工厂生产车
间，记者看到一榀长达15米、重约3
吨、价值逾15万元的赤松木梁。宝联
加工厂总经理龚向荣说，这榀木梁将
被镶嵌在钢铁框架结构内，大小误差
不能超过2毫米，否则就会作废。

毫厘之间见匠心。只见技术工
人拿起量角器、尺子、水平线等工具，
根据施工图纸要求，在一块巨大板材
上打角度、测量、画线，经过五、六遍
反复确认后，才动工切割木梁。

“一共要生产80多榀木梁，每榀

木梁的尺寸都不一样，十分考验工人
的技术。”海垦林产集团副总经理叶
克平介绍，在多次打样、反复测试后，
相关产品最终达到了冬奥会项目的
技术要求和质量标准。

冬奥会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但海
垦林产集团并未因此减少工艺流程。

以防翻滚材料为例，该种材料设
计了16种大小不一的规格，每次生
产，都需要重新设置一遍生产参数，
没有捷径可走。在挑战面前，宝联加
工厂全力以赴应对，生物高分子改

性、一次四面刨、打齿、指接、二次四
面刨、层压、压刨……各条生产线干
得热火朝天，对每一榀木梁、每一块
板材的质量力争做到精益求精。

“把好质量关，才能为公司长远
发展打下坚实基础。”海垦林产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朱双龙表示，在海
南建设自贸区、自贸港的重大机遇
面前，集团要加快企业转型，调整产
品结构，向高端深加工行业迈进，提
高橡胶木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
实现公司良性发展。

转型升级，炼出“冬奥品质”

精益求精，确保质效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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