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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林产被认定为
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本报海口12月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燕）海南日报记者12月2日从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旗下控股子公司
海南农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林产）被认定为2019年海南省第一批“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

据了解，作为一家集橡胶木采伐、加工、生产
及销售于一体的木材企业，海垦林产自成立之初，
就致力于通过加强木材科技研发，提升海南岛橡
胶木附加值、提高行业准入门槛。2016年至今，
海垦林产已拥有“采用油棕油热改性木材的方法”
等4项发明专利、“一种多功能木材改性处理试验
装置”等4项实用新型专利以及“改性木材装饰墙
体（光影变化）”等3项外观设计专利。2018年，
海垦林产引进4条自动化生物高分子改性线，对
垦区橡胶木进行改性。

海垦林产相关负责人表示，高新技术企业认
证是企业科技研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标志，代表
了有关部门对海垦林产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发展
潜力的认可与肯定。下一步，海垦林产将进一步
完善科技研发体系，形成自主创新的系统化科研
机制，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集团向木材
行业内科技领军型企业发展，努力推进海南橡胶
木产业创新发展。

东昌农场公司万株椰苗
培育苗圃建成投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林声福）
日前，海南农垦东昌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昌
农场公司）的万株椰苗培育苗圃建成投用，旨在培
育新品种椰子种苗，满足发展产业需求。

据了解，该苗圃选址于东昌农场公司第三分
公司13队一侧的更新胶园，占地面积50亩，是东
昌农场公司500亩椰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配套
项目之一。目前，该苗圃已培育椰子种苗2万株，
为甜水椰、香水椰、红椰、金椰共4个品种，均为矮
化型椰子种苗，具有高产、早结、高效的优势。这
些种苗除满足椰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需求外，
还将对外销售，以扩大当地新品种椰子种植面积，
提高经济效益。

据介绍，东昌农场公司椰子标准化种植示范
基地于2019年3月启动。该项目规划建设用地
面积520亩，投资总额1497万多元，建设期限2
年，通过“公司＋职工”的模式实施，计划到2021
年3月完工。

海垦优质农产品将进
全国农垦直供超市销售

本报讯（记者邓钰）美丽农垦万里行走进海
南农垦启动仪式日前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举行。启动仪式上，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旗下海南好舒福乳
胶制品有限公司向农垦直供代表社授牌，确定双
方将达成长期合作关系。未来，好舒福系列乳胶
制品将进入农垦直供旗下超市，在全国范围内进
行销售。

据介绍，农垦直供代表社旗下有全国连锁健
康食品超市。通过此次合作，好舒福系列乳胶制
品等海垦优质产品将进入农垦直供旗下各大超
市，进一步扩大产品销路，提升产品市场认知度和
美誉度，进一步推动海南农垦优质产品走向全国。

启动仪式前，农垦直供代表社组织工作人员
和消费者在海南垦区开展了7天的考察活动，通
过走入海南农垦博物馆、海南橡胶金联橡胶加工
分公司等地，了解海垦故事，深入体验海垦之美，
提高对海垦优质产品的认可度。

此次活动由海南橡胶主办，旨在通过与消费
终端和消费者进行精准对接，深度挖掘并宣传推
广海南农垦特色产品，建立新型农垦绿色优质农
产品现代化营销渠道和体系。

海垦茶业集团
第88家专营店开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倩）日前，海南
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茶业集团）旗下第88家专营店在海口市丽晶
路开业。这意味着该集团的“百城千店”布局进一
步延伸拓展。

在专营店内，货架上整齐地展示着“白沙绿
茶”“白马骏红”“金鼎红茶”“南海红茶”“瑞军潭茶
叶”等海垦茶业集团旗下5大品牌的茶叶产品，每
一份茶品外包装上都印有统一的“HSF海垦茶
业”标识。

据介绍，海垦茶业集团是响应海垦集团“八
八”战略号召而组建的，组建后开始着手探索和推
进茶产业做大做强道路。“百城千店”计划就是为
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通过建立统一形象店，统一
标识的“海南农垦茶业集团专营店”销售旗下系列
产品，让消费者放心购买海垦茶叶，持续扩大海垦
茶叶在岛内外的市场影响力。

此外，海垦茶业集团采取多种举措进行品牌
推广，通过主动加入中国茶产业联盟，积极参与各
类茶事评比、博览会、展销会等，并在电商平台开设
海垦产品专区，推动海垦茶叶品牌的多元化推广。

大丰咖啡产业集团重新调配资源，完善生产链条，迈出品牌复苏与创新步伐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刘霞

在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职工们的
一天都从一杯咖啡开始。每天清晨，
职工们都爱喝上一杯浓郁的母山咖
啡，再配上几块糕点。

在这里，一段咖啡往事静静
沉淀。 1959 年，原海垦大丰农
场，开始引进罗布斯塔咖啡种植，
1988 年开始选育种，选育出比传
统种植的罗布斯塔产量高 2 至 3

倍的高产品种，经过数轮筛选，
从 200 余个品种中选出“大丰一
号”“大丰二号”两个质量极佳的
高产品种，并打造琼丰品牌，向
市场推出。

“可以说，琼丰咖啡的‘出生’极
具科技含量，一经推出便畅销市
场。”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技术员符德
旺颇为惋惜地说，然而20世纪末，

由于人工、种植成本的提高，咖啡种
植经济效益急剧下滑，加上品牌发
展理念停滞不前，琼丰咖啡错失发
展机会，一时间销声匿迹。

回忆起这段往事，在咖啡厂工
作了30年左右的符德旺，心里总憋
着一股劲儿。但好在，近年来随着
农垦改革轰轰烈烈推进，琼丰咖啡
品牌价值被再一次发现，更名为母

山咖啡，再次进军市场。
时隔多年后再度恢复生产，对

于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而言并非心
血来潮。事实上，该集团一直保留
着优质咖啡种苗和技术队伍 。

“2017年投产后，我们的咖啡很快
就受到了市场的关注，在琼中当地
更是刮起了一股喝母山咖啡的怀
旧风。”符德旺说。

从琼丰到母山 品牌价值再次被挖掘

从种子到杯子 标准化思维打造产品
符德旺说，品牌重生，不变的是

高质量的产品，变化的是品牌打造的
理念。

如今，在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标
准化思维已经深入人心，从种植管
理、咖啡豆烘焙、咖啡烹制都有一套
严格的流程标准。“咖啡是高品质饮
用品，必须要保证口感的稳定，这就

需要整个生产流程都要有严格、详细
的生产标准。”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周峥介绍，目前该集
团不断扩大种植规模，计划打造
5000亩标准化咖啡种植基地。

在稳定产品质量的同时，母山咖
啡还在市场上找准定位，专攻中高端
咖啡市场。“坚持生产高品质咖啡豆，

便注定了母山咖啡的生产成本难以
压缩，与其‘自降身价’，投入低价竞
争，不如专注产品，靠质量打出一片
天。”周峥介绍，近年来，母山咖啡坚
持标准化生产，从种植到收购、加工、
销售等环节，层层把控，形成规范化、
生态化的管理模式。同时，品牌定位
为：从种子到杯子，打造全产业链，做

自然、健康生活方式的提供者。
“过去，我们只卖咖啡豆，现在我

们卖的是一系列产品。”符德旺说，大
丰咖啡产业集团对咖啡产品的包装、
口味进行研发，以产品质量赢取市
场，并陆续投入1400余万元，更新生
产设备和厂房，研发出包括速溶、挂
耳等18种咖啡产品。

从产品到文化 线上线下同步营销
酒香也怕巷子深。母山咖啡目

前在消费者中知晓率并不高，打响
品牌谈何容易？大丰咖啡产业集团
开启了线上、线下同步营销的道路。

据了解，去年以来，母山咖啡
相继进驻三亚国际免税城海南印
象、“酷鲜生”日月广场店、南海博
物馆商城等共32家商超、3家酒店
及 2家咖啡店，通过全岛布局，提

高产品销量及知名度。
此外，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还与

海南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该公司线下100
家门店为母山咖啡开辟专门区
域，用于代理咖啡销售及推广，并
协助母山咖啡进驻海南各大旅游
景区。目前，母山咖啡已进驻海
南逍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线下

31家门店。
品牌打造的核心不仅是产品，

也是对文化的挖掘和传播。11月
底，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在海口举
办了一场咖啡精英挑战赛，要求
咖啡师采用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所
产的咖啡豆作为原材料进行冲
泡。经过冲煮的咖啡集丰富的奶
油、巧克力、榛果及特有淡淡麦茶

香为一体，让现场专家连连称赞。
“虽是比赛，亮点却是咖啡文

化！”周峥表示，未来，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将进一步完善母山咖啡的种
植、加工、销售等规范标准，同时通
过人才培训、引进赛事等途径不断
扩大母山咖啡影响力，整体提升母
山咖啡的品牌竞争力。

（本报营根12月2日电）

12月2日，琼中黎族苗族
自治县黎母山下海南农垦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生
产车间里，几名职工双手翻飞
不停细选咖啡豆。一粒粒咖啡
豆，在经过洗豆、脱皮、晾晒和烘
焙等系列工序后，将包装成一袋
袋咖啡，贴上“母山”牌标签，出
现在海口、三亚等地市场上。

在海南，母山咖啡目前的
知名度或许不算高，但它的前
身琼丰咖啡，是许多海南人记
忆中的咖啡佳品。凭借口感香
醇、回味甘长的特点，琼丰咖啡
曾于20世纪90年代蜚声岛内
外。令人惋惜的是，琼丰咖啡
此后并未乘势而上，而是逐渐
归于沉寂。

如何让脚下广阔的咖啡园
焕发新生？依托农垦改革浪
潮，海南农垦2017年成立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并将琼丰咖啡
更名为母山咖啡，再次进军咖
啡市场。

大丰咖啡产业集团重新调
配资源，扩大咖啡种植规模，完
善生产链条，重新打造母山咖
啡品牌，将咖啡产业与当地乡
村旅游等有机融合，迈出品牌
复苏与创新的步伐。

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职工在挑选咖啡豆。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邓钰

阵阵蒸汽缭绕，悠悠茶香沁人
心脾。

12月1日，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茶业集团）琼中乌石白马岭分公司
（以下简称白马岭分公司）的生产车
间里，职工将烘干的茶叶塞入蒸茶
机，蒸制5分钟后，倒入棉布袋中，
放至一旁的压饼机中压制成密实的
茶饼。

“茶叶压成饼散热后，还得放入
烘焙机烘干24小时左右，茶饼才算
初步制作完成。”说起白茶饼制作，白
马岭分公司职工符小琴如数家珍，

“做了几十年绿茶、红茶，这两年才开
始尝试做白茶。大伙边学边做，干劲
十足。”

“我们已经有了白马骏红红茶、
白马雾珠绿茶等当家产品，但近年
来，为了提升市场竞争力，公司不断
探索推出新茶产品。”白马岭分公司
厂长饶忠军介绍，2017年以来，该公
司引种福鼎大白，近期成功推出白马
骏玺白茶饼，产品一经面世便受到消
费者欢迎。

白茶诞生背后，演绎的是海垦
茶业集团依靠敏锐的市场嗅觉，大
胆推陈出新闯市场的决心和行动。

“长期以来，海垦茶业集团推出
的多为红茶、绿茶类茶产品，深受消

费者认可。但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
激烈，消费者口味不断变化，集团现
有茶产品内存在同质竞争、内耗严
重、市场份额难以增长等难题。”海
垦茶业集团副总裁陈凯介绍，再加
上近年来消费者饮茶习惯和口味不
断变化，传统的红茶、绿茶供大于
求，而白茶、黄茶和黑茶等新兴茶产
品需求则增长迅速，市场空间极
大。“这就意味着，如果想要做专做
深茶业市场，抢占市场份额，就必须
调整产品结构，推出符合市场需求
的茶产品。”

然而，推出新产品的过程并非
一蹴而就。据了解，海南种植的茶
树以云南大叶和海南大叶为主，结

构较为单一，难以满足新茶制作需
求，且各茶厂习惯于制作红茶、绿茶
产品，缺乏制作其他茶产品的经验
和技术。

为此，海垦茶业集团成立后对系
统内现有的茶树品种和茶叶产品进
行梳理，并组织技术队伍到云南、广
西和福建等地考察，大胆引种福鼎大
白、福云六号等适合海南种植的茶树
品种，并根据不同茶叶的品质、特性
和文化背景以及市场需求，对旗下茶
产品重新进行定位、设计、包装和推
销，保证了产品的差异化。

“在这过程中，我们还特别注意
技术人才的培养。”海垦茶业集团生
产技术部部长王丹青介绍，在引种茶

树品种的同时，该集团加强与科研机
构合作，并多次组织职工到外地茶厂
取经，学习新技术，不断提升茶叶产
品的技术含量。

据统计，该集团如今已推出140
余款各具特色的茶产品，进一步完善
茶产品结构，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
势。下一步，该集团将不断适应茶叶
消费市场的变化推陈出新，扩大茶饮
的市场覆盖率和占有率，并重点研究
传统市场与新兴市场在饮茶习惯、口
味等消费需求上的差异，有针对性地
选择着力点和茶叶推广合作伙伴，开
辟新的茶叶消费市场，为茶经济注入
发展新活力。

（本报营根12月2日电）

茶蒸好后，将蒸软的茶叶倒入特制的布袋中轻揉定形。压制白茶饼时，首先将散茶塞入蒸桶中，随后放在蒸茶机上蒸
煮，使散茶在蒸汽作用下变柔软。

茶饼压好后，放在一边散热，待茶饼冷却后装入烘干机。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白茶： 进来的新商机引引

新品培育

销路扩大

布局延展

海垦茶业集团凭借敏锐的市场嗅觉，引进新品种，打开新的消费市场

母山咖啡： 出来的新品牌变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