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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洋国
家热带农业公园
将充分利用园内
22 个温室大棚共
计 5.5万平方米的
种植基地，努力实
现夏季每日提供
10 吨优质叶菜的
目标

●海垦南繁
产业集团目前已
形成 3 万多亩冬
季瓜菜规模化种
植基地，种植包括
豇豆、茄子、苦瓜、
黄瓜等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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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盘点

海垦工会开展
琼剧下基层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宋宛阳）近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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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主办的“庆祝海南农垦创建68
周年”暨2020年琼剧下基层活动首场演出在海南
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上演。

当天，新编现代琼剧《喜气盈门》、经典琼剧《风
雪寒梅李三娘》两台剧目精彩上演。幕布拉开，音
乐响起，演员登台，演员们的精湛演技，悠扬唱腔，
获得观众认可，台下时不时传来阵阵热烈的掌声。

据了解，近期，琼剧下基层活动还将陆续走进
东太农场公司、东新农场公司、中坤农场公司、西达
农场公司、海南橡胶广坝分公司等垦区多家企业。

海垦扶贫爱心集市
8日开市
为期一个月

本报海口1月6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海南日报记者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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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集团将于1月8日起，在垦区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迎新春扶贫爱心集市”活动，不断推进消费扶
贫行动，积极助力打赢扶贫攻坚战。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参加海南省商业总会组织
开展的第三届“海南迎春农商品展销大会”（2020年
1月8日至12日）为起点，至2月8日结束。该集团
将组织旗下各子公司陆续开展“迎新春扶贫爱心集
市”系列活动，并动员广大干部职工通过单位年货团
购、订单式生产认购、个人爱心认购、协助购销对接、
自驾车“后备箱”公益旅游认购、电子商务助销等模
式，多措并举响应消费扶贫号召。

据介绍，该集团将把参加第三届“海南迎春农
商品展销大会”作为契机，成立活动筹备组，组织
旗下各子公司积极参加，展销茶叶、咖啡、胡椒、红
橙、荔枝干等垦区特色扶贫农副产品。

维护垦区正常橡胶生产秩序

屯昌成立
2支警保联控中队

本报讯（记者邓钰）1月2日，屯昌县公安局
与辖区海垦企业建立警保联控机制启动仪式暨中
坤中队揭牌仪式在海南农垦中坤农场有限公司举
行，当天为中坤农场公司警保联控中队、海南橡胶
中坤分公司警保联控中队揭牌。

据了解，警保联控即为各地警力与保安力量
的治安资源整合。双方合作建立警保联控机制，并
成立警保联控中队旨在解决当前该地社会治安防
控及垦区护林保胶力量匮乏问题，充分发挥群防群
治力量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2支中队成立后，将在屯昌警方指导下，进一
步统筹整合垦区保安资源和垦区护林保胶力量，
成为一支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协调配合的警保联
控护林保胶队伍，充分发挥警保联控齐抓共管的
优势，认真做好治安巡逻防控，应急处理突发事
件、抢险救灾、护林保胶工作，积极协调配合公安
机关打击辖区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盗伐毁坏橡胶
林木、盗窃橡胶原产品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和
垦区正常橡胶生产秩序。

海南橡胶成立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日前，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橡胶）于海口举行财务服务中心举行揭牌仪
式。这是海南农垦首个财务共享项目。

据了解，长期以来，海南橡胶在财务建设方面
存在下属企业众多、核算结算业务分散，财务人员
独立配置、能力参差不齐，财务数据管理标准难以
统一等问题。为此，该公司从2018年10月起成
立财务共享服务中心项目小组，开展前期规划和
调研，自2019年8月项目正式启动。经过历时一
年余的研发，海南橡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于2019
年12月31日正式上线运营。

该中心运行后，将为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精细
管理和风险管控提供平台支持，通过数据标准、业
务流程、内控制度和资金管控四大板块的统一管
理，实现财务信息质量、财务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
优化，并能进一步精简财务人员，提高工作效率，
推动财务无纸化办公及大数据建设。

东新农场公司配合
属地政府拆除11栋违建

本报万城1月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
晓玲）海南日报记者1月6日从海南农垦东新农
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新农场公司）获悉，该公
司全力配合万宁市防爆队、市综合执法局等部门
开展“两违”整治工作，对该公司辖区内11幢违法
建筑进行拆除，拆除面积近2万平方米。

据统计，自2017年3月以来，东新农场公司
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开展“两违”整治行动，目前已
拆除违法建筑177宗，违法建筑面积近51万平方
米，占地面积约300多亩。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拆违后复垦复
绿工作及农场公司产业发展规划，公司目前将致
力于组织职工平整和开垦拆违后的土地，打造百
香果种植等产业。

“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早我
好、人喜我种”，海南农垦人在打造
三大篮子过程中，已经形成这样的
共识，并通过每年组团考察，引进
最新技术和适应本地的新品种，再
回来指导职工种植，与北京、福建、
上海等地的大营销公司和大型商
超建立购销新渠道，并通过引进

“互联网+”创新“线上线下”同时
运作营销方式，拓展营销新路。

“海南农垦坚持以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建设三大篮
子的过程中，实现热带农副产品标

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和效益化建
设新突破，做优特色产业。”卢致洲
表示，海南农垦将进一步扶持合作
社和龙头企业发展，引导旗下企业
创建注册一批农副产品著名商标
和地理标志，努力实现农业效益最
大化。“通过标准化生产提品质，规
模化发展提体量，品牌化增效益，
企业才能拥有更多市场话语权。”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将通过
推行“品牌强垦”战略，调整产业结
构，调优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业科
技含量，提升农产品品质，增加农

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海南农垦
现有各类品牌（商标）148个。

产业兴旺，生活和美。越来
越多的垦区职工借助三大篮子的
建设，收获到了实实在在的效
益。据了解，接下来，海垦控股
集团将以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
区为重要平台，通过建设三大篮
子，引领农业的绿色发展和转型
升级，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力
促实现农业增效、农村增美、农
民增收。

（本报牙叉1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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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5日，在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立体种植大棚中，无水
栽培的青嫩叶菜长势良好，绿
意葱茏。“在科学管理下，大棚
里的叶菜15天左右便能出一
茬，产量完全跟得上需求。”该
大棚生产主管余美城说，园区
22个温室大棚共计5.5万平
方米的种植基地，培育新鲜优
质蔬菜。备战春节，海南农垦
“菜篮子”装得满，供得足。

春节临近，农副产品消费
迎来旺季。一批海南农垦特
色农产品争相上市，绿色的豇
豆、馥郁的红橙、辛香的胡椒、
黄澄澄的芒果……海南农垦
“菜篮子”“肉篮子”和“果篮
子”装得满满当当，任君挑选。

田间地头连着百姓餐桌，
直接关系群众民生获得感。
近年来，为配好“一篮菜”、稳
住“一头猪”、供好“一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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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领旗下企业大力发展热
带高效农业，让一项项推动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举措
不断落地见效，助推特色农副
产品保供稳价，给百姓餐桌带
来“看得见、吃得着”的新变
化，提升了舌尖上的幸福感。

家住定安县黄竹镇的78岁老
人莫明浩仍记得，在他小时候，年
夜饭餐桌上常见的菜式是芋头、番
薯、野菜和猪油拌饭，吃上一顿原
料丰盛、营养丰富的家宴，可以说
是奢望。

“但现在，不用等到过年，每天
吃的都是‘山珍海味’。”莫明浩说，
一年四季餐桌上蔬菜、水果和鲜肉
不断，其中不乏许多海垦农副产品
的身影：“海垦香”小站稻贡米软糯
弹牙、“白沙红”红橙清甜馥郁、“昌
农”胡椒辛香开胃……如今的好日
子，让他很是感慨。

这正是海南农垦倾力打造三
大篮子，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据了
解，2017年9月，省委、省政府要求
海南农垦学习上海光明食品集团
的经验，努力打造全省人民的“菜
篮子”“肉篮子”“果篮子”。

海垦控股集团企业管理部总
经理卢致洲介绍，两年多来，海
南农垦通过扩大生产规模，提升
生产技术，提高科研投入，多点
布局建设生产基地等手段，加快

统筹推进全省热带高效农业转型
升级，扛起保障海南蔬菜、肉类、
水果供应及平抑物价的社会责任
担当。

在编织“菜篮子”方面，桂林
洋热带农业公园以无土种植立体
栽培模式种植有机蔬菜。海南农
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也是海
南农垦“菜篮子”的重要编织者。
近年来，该集团注重高端农产品的
开发，先后引进和培育了优质多彩
南瓜、黑玉米新品种在南繁种子基
地试验种植并推广，目前已形成3
万多亩冬季瓜菜规模化种植基地，
种植包括豇豆、茄子、苦瓜、黄瓜等
瓜菜，成为垦区著名的冬季瓜菜生
产基地。

在“果篮子”建设方面，海南农
垦去年完成垦区39万亩芒果产业
资源整合，推进神泉芒果生鲜标准
化建设，搭建线上线下芒果交易平
台；荔枝产业产值、单价创新高，海
垦红明荔枝集团去年荔枝总产量
6000万斤，总产值达3.66亿元，同
比增加1.4亿元；同时全力推进热

带水果新品种引进工作。目前已
从云南、广东、福建等地引进43个
树种、79个品种的名优热带果树
及种苗18.5万多株。

蔬果飘香，牧歌飞扬。海南农
垦“肉篮子”建设同样动作频频，目
前主要通过推进生猪养殖、蛋鸡和
文昌鸡养殖以及对虾养殖三大产
业建设，力争使全省禽畜供应有保
障，安全上台阶。

如今，在垦区各大片区，各类
项目建设忙，工人们争在年前追赶
施工进度：位于海垦红光片区的
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工地，
各种工程机械隆隆作响，一辆辆水
泥泵车来回奔忙;在西联农场公司
新盈分公司的30万头生猪(一期)
项目工地，工人们或在搬运钢筋，
或在操作机械，或在验收材料，为
完成种猪场项目建设最后一个节
点任务目标，做最后的冲刺;位于
湛江的海垦蓝淼超离子水对虾养
殖项目现场，一排排养虾池内冒着
氧气泡，首批南美白对虾预计在今
年春节后出塘……

1月6日，在海口市美兰区，市
民朱琳给家中客人夹了一口青菜，
热情地招呼道：“快尝尝我家共享
菜园里摘的菜，又鲜又脆。”这两
年，她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私人订制”了一亩菜地。每个月，
都有新鲜蔬菜送货上门。

明明家门口就有农贸市场，为
何要舍近求远，从园区定制蔬菜?

“消费者看中的就是我们绿色、健
康的招牌。”余美城介绍，园区严格
按照有机农产品种植标准要求进
行田间管理，只浇灌有机肥，不过
度施加农药，并定期进行科学调
控，使作物在最适宜的环境中生
长，实现增产丰收。这样的做法得
到了消费者的认可，近两年，“私人
订制”需求旺盛，园区会根据不同
消费群体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产
品。“园区种植的蔬菜吃起来水分
多，口味甘甜，上市后顾客反响非
常好。”

如今老百姓对自己“餐桌”的
要求在提高，不仅要“吃得饱”更要

“吃得好”。如何吃得绿色，吃得健
康，是公众愈发关注的议题。

近年来，海南农垦在打造三大
篮子的过程中，着力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守住农业发展的“生命
线”，从田头到餐桌，严把生态关、
检测关、市场关、标准关和责任关
等五大关卡。

去年12月，海口市民李晓在
购买“白沙红”红橙时，惊讶地发
现，橙子上贴的不是商标，而是一
个二维码。通过扫描二维码，他可
以从手机里详细了解到百余公里
外，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海南农
垦龙江农场有限公司生产基地里，
红橙从种到收的全过程。

“随着消费者对舌尖品质要求
越来越高，我们意识到只有透明规
范的生产流程，才能回答消费者吃
得健康的问题。”海南农垦龙江农
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吉
明介绍，为种出一个放心好橙，该
公司不仅通过标准化手段管理种
植基地，还与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合作，为农产品植入
“科技芯”，建立全程可追溯系统，
使得生产的红橙达到了绿色有机
标准。

而在位于澄迈县的海南橡
胶红光分公司，不少职工在家休
息时，也可利用手机管理福橙种
植基地。他们只需按下手机上
的浇水按钮，基地的喷灌喷头便
会自动运作，还能随时监测土壤
和温度。

高科技“精准种植”，满足舌
尖期待，也富裕一方百姓。海南
橡胶红光分公司福橙种植基地
管理员王超海说，智慧农业系统
的使用，不仅能每小时浇灌 50
亩地，提升生产效率，而且产出
的橙子品相高，收购价格高于市
场价。

这样的实践出现在海南垦区
各个角落。智慧农业技术已被运
用在垦区荔枝、茶叶、红橙种植以
及禽畜养殖等多个项目中，以科技
助力农业提质增效。

增强供给 满足百姓舌尖期待

严把五关 用心守护舌尖安全

四化引领 海垦品牌“农”墨重彩

①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工作人员在温室里
查看水果生长情况。

②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无土栽培引来游客好奇观看。

③科研人员在海垦南繁育种基地里查
看玉米生长情况。

●海南农垦
已建成 22 个国家
级热带标准化示
范园，10个绿色食
品生产基地，60个
无公害农产品生
产基地

● 2019 年，
海垦红明荔枝集
团今年荔枝总产
量 6000 万斤，总
产值达 3.66亿元，
同比增加 1.4亿元

肉
篮
子

●临高红华
10 万头现代高效
仔猪场预计今年4
月完工并投产，可
带动周边 300 多
户农户实现稳定
增收

●遂溪蓝淼
超离子水对虾养
殖项目，一期于
2019 年 10 月投
产，并投放 660万
尾虾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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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俯瞰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农业梦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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