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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合作

旅游与农业、文体、教育等产业的深度融
合，不仅能丰富旅游业态，也让旅游产品更有
看点和亮点，催生出新的消费增长点，进一步
融入我省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近日，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海南省农垦
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定安南海分公司茶园
内，处处一片翠绿，茶树枝头早已冒出新绿，嫩
生生的叶芽分外惹人怜爱。这里不仅吸引了
一批批茶商，也引来了不少专程体验茶文化的
游客。

“我很喜欢到黄竹的茶园里转转、走走，非
常惬意。”来自山西的“候鸟”游客张兰说，每年
冬天，她和家人都要来海南小住，茶园游是一
家人每年冬季必不可少的活动。在茶园，他们
喜欢坐在品茗室里喝茶谈心，在田间地头跟着
工人们采茶，还喜欢到厂房观摩茶叶的制作过
程，兴致来了，还可以体验亲手炒茶的乐趣。

“茶业+旅游”已经成为海南农垦旅游的一
大特色。近年来，海垦茶业集团将加强和地方
政府合作，共享优质旅游资源，打造结合茶叶
种植、加工、销售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旅结
合生态产业链条，推进海南全域旅游建设，形
成“东西南联动，中部为本”的茶旅布局。

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南农垦
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咖啡产业园中，
咖啡文化体验中心正在紧锣密鼓的建设之
中。“我们希望打造‘咖啡+旅游’产业，将来在
这里，消费者不仅可以品咖啡、买咖啡，还能
亲手制作，了解咖啡文化，游览当地风光。”海
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周峥介绍。

“随着我国居民家庭收入稳步增长以及家
长教育理念的转变，‘旅游+教育’双结合的研
学产品将越来越受到用户的欢迎。”石向荣表
示，目前，该集团积极对接各地教育资源，加强
景观打造和课程设计，打造具有海南农垦特色
的品牌化研学基地。

据了解，目前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等景区已具有成熟研学产
品，成为受到市场认可的研学基地。

“在外旅游，夜晚出游是体验当地生活方
式的重要方式。比如，去重庆就要看洪崖洞夜
景，在西安就要去大唐不夜城体验长安夜色。”
旅游达人王薇说，如何抓住夜晚的旅游价值，
如何点亮海南垦区“夜经济”，成为垦区旅游产
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我们将打造系列夜游产品，抢滩‘夜经
济’。其中，演艺产品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石
向荣介绍，目前，光影秀等演出产品在海南市
场鲜见，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正在打
造水幕光影剧场。

据了解，海南农垦旅游产业的发展，将秉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旅游发
展全域化、旅游供给品质化、旅游业态多元化
发展，融入全省旅游大格局中，为国内外游客
贡献高水准的海南农垦旅游产品。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

南繁集团与松下电器
达成战略合作
在冷链物流等多领域建立长期合作

本报三亚1月2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
胜国 实习生吴桂涓）海南日报记者1月20日从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繁
集团）获悉，该公司与日本松下电器（中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松下电器）签订全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据了解，双方将在多领域建立长期合作，实
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尤其在冷链物
流、产品制造等领域开展深入交流合作。同时，
松下电器还将进一步推动南繁集团品牌化工作，
实现产业提质升级。

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的战略合作
将为南繁集团带来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进一步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扩展国内外市场的能力，
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本报那大1月20日电（记者邓
钰 实习生吴桂涓）海南日报记者1
月 20 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春节期间，海南农
垦各景区推出多个旅游优惠活动和
形式多样的特色旅游活动，欢迎各
地游客“说走就走”畅游海垦。

在儋州，莲花山氡泉温泉森林养
生文化景区已完成升级改造，目前已
试运营，游客可免费入园参观。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将举行春节祈福、主题
游园、新春市集等活动，丰富多样的
本地特色小吃、旅游纪念品、扶贫产
品为市民游客送上浓浓年味。

在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推出“迎鼠年 闹新春 公园惠”系
列活动，设置新春打卡框，游客可摆
出“噢呀啦”手势与卡通吉祥物合照，
凡现场发朋友圈、关注公众号的游客
都可参与幸运大转盘活动进行抽
奖。此外，园内还将开展“快闪游园
惊喜送福闹春”活动，正月初一至初
五每天上午11时和下午4时，在梦工
厂游客中心和西入口大榕树景观群
进行快闪活动，每日送出68份惊喜小
礼品，含“雪山之王”项目游玩券、剧
场演出票等。元宵节当天，园区将在
鲜花餐厅举行“合家包汤圆”活动，邀
请游客一起手工制作汤圆，共庆元宵
佳节。

春来满眼绿，丛间蝶舞忙。
“走进新果园，看尖蜜

拉、妈咪果、巧克力布丁果等
新奇水果，踏上高山村的石
板路，看琼北特色民居，这趟
玩得好！”1月20日，在位于
海口市美兰区的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内，河南游客
王凡带着家人一起游览。他
说，平时习惯了钢筋水泥的
城市景观，这次走入农业公
园，饱览绿意盎然的农家景
致，别有一番滋味。

新春佳节将至，海南农
垦旗下各大景区迎来各地游
客。海水澎湃，奏响蓝色的
浪漫交响曲；稻田葱郁，吟唱
绿色的清爽小调；红色体验，
带你穿越回激情澎湃的革命
岁月……不同的旅游资源和
特色，造就了海南农垦丰富
多彩的旅游体验。

据了解，近年来，随着海
南农垦全域旅游工作的推
进，许多旅游新产品、新线路
和新业态相继出现，海南农
垦的旅游发展赢得越来越多
游客的认可。

■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吴桂涓
通讯员 郑鹏 胡建南

海垦多家企业
新春送温暖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吴桂涓）连日来，
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
股集团）组织旗下多家企业开展“新春送温暖”活
动，走访慰问困难党员、职工以及劳动模范等，为
他们送上新春问候和祝福。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海南省农垦科学
院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慰问组，走访慰问该
集团困难党员、困难职工、老干部、劳模等，并举
行老干部座谈会，与老干部们齐聚一堂，叙情
谊，话家常，听建议，谋发展。

在儋州市，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司党委
组织开展春节走访慰问活动，走访慰问离退休老
干部、劳动模范、困难党员、困难职工共133人，
为他们送上新春祝福和慰问金、慰问品等。

慰问过程中，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开展“新春送温暖”活动的同时，各相关单
位要切实保障好困难职工的基本生活，建立常态
化的帮扶机制，更加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让他们感受到集团党委的关怀和温暖；要带着感
情、带着责任，做好老干部、老党员工作，提升服
务质量和水平。

海垦控股集团
牵手天邦食品
共促畜牧水产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吴桂涓 通讯员
李骁可）1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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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邦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邦食品）在海口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八八战略”，充分发挥
双方资源、技术等优势，合作推进海南畜牧、水产
养殖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投资建设核心种猪场
和生猪全产业链管理体系；引入世界领先技术，
推动虾养殖产业生产、供应、加工和销售全产业
链的投资与运营管理体系建设；建立合作长效机
制，在人才、信息、技术、市场等各方面互补共赢。

据了解，天邦食品是集成饲料原料开发、动
物预防保健、标准化动物养殖技术和动物食品
加工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
该企业深耕市场多年，目前已形成种猪、设计建
设、饲料、疫苗、养殖、屠宰和肉食加工等全产业
链条。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将以平
等、稳定和共同发展和市场化为原则，通过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业务创新等形式，在生猪、水产
养殖产业中深入合作。此次合作能够充分发挥
双方土地、资源、技术、人才等方面优势，进一步
推动解决我省畜牧、水产养殖产业发展桎梏，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

乐东琼中分别成立
垦区警保联控队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吴桂涓）日前，乐
东黎族自治县公安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公安
局分别与辖区内的海南农垦企业联合建立警保
联控工作机制，成立警保联控队伍。

警保联控即各地警力与保安力量的治安资
源整合。两地警保联控成立后，将在警方指导
下，进一步统筹整合垦区保安资源和垦区护林
保胶力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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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介绍，自去年10月以来，白沙、屯昌、乐
东、琼中等地的公安局先后与辖区海垦企业启动
共建警保联控工作机制。

土地面积 1041.3 万亩，约
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五分之一，
海南农垦面积广袤，拥有山、海、
湖、温泉、热带雨林、红色革命根
据地、军垦文化等丰富的旅游资
源。多年来，各地农场公司对旅
游资源虽有所开发，但是较为分
散，层次不高，没有形成垦区旅
游开发“一盘棋”的格局。

为了打破发展桎梏、系统化
开发旅游资源、品牌化打造旅游
产业，2018年1月，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出资8
亿元成立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旅游集
团），统筹垦区旅游资源开发，打
造海南农垦旅游名片。

“我们将深挖蓝色海洋、蓝
色生态和红色人文‘三色’资源，
重点发展‘海、陆、空、演、养’五
大旅游新业态，创新产品，提升
服务，全面激活海垦旅游产业潜
力，打造旅游目的地，促进海垦
旅游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海
垦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
向荣说。

据了解，海垦旅游集团正着
手进行重点旅游景区建设，使莲
花山氡泉温泉森林养生文化景
区、石花水洞地质公园、保亭植
物园、红水河等项目尽快形成产
出；做好海垦共享农庄和田园综
合体建设，将共享农庄打造为海
垦旅游的重要产品和卖点，成为
农业与旅游整合发展的载体和
平台；做好海垦自驾车房车营地
建设，在区位条件较好的农场公
司布局建设风格各异的自驾车
房车营地，串联成线，形成一条
有农垦特色的海岛自驾车旅游
线路。

要留得住游客，还要让游客走了之
后忘不了，关键在于要让他们玩得好。
换言之，就是要持续为游客提供有趣
味、有内涵的旅游项目和服务。

近年来，海南农垦在深挖旅游资源
的基础上，迎合市场热点和产业发展趋
势，通过更新基础设施、提升旅游服务、
丰富旅游体验，让游客们从“头回客”变
成“回头客”。

“以前到红色景点参观，看看展、听
听课就结束了，内容很单调，没啥可玩
的。”近日，曾多次来到定安母瑞山革命
根据地纪念园游玩的游客李欣说，现在
景区内新增了“重走红军路”以及游览
美丽乡村等实景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身
感受当时革命战士如何在深山老林中
艰苦生活的状态，丰富了旅游体验的层
次感。

这得益于近年来定安县政府与海
南农垦母瑞山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母瑞山农场公司）的合作，双方携手更
新基础设施，将革命根据地纪念园与周
边环境进行整体改善，组织农场公司职
工打造特色民宿，完善周边配套设施，
形成了完整的旅游布局。

“白天，可以在纪念园听讲解员声
情并茂地讲述红色故事。晚上，大家入
住当地民宿，饱尝槟榔鸡、五色饭等地
道农家美食，别有一番风味。”李欣说，
他还穿起红军服，脚踩帆布鞋，随着讲
解员徒步穿越红军潭、马鞍岭等地，重
走了一回革命路。

母瑞山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叶小平表示，当地还将规划更多的特色
体验项目，比如让游客身着红军服吃革
命餐、模拟战场训练等。“我们还将把当
地生态文化、民族文化和茶文化融入旅
游业态建设中去，让游客在一个地方体
验多种风情。”

“你看这风车花海，多漂亮呀！”1
月19日，在位于儋州市的石花水洞地
质公园，数万支七彩风车迎风旋转，风
车彩虹桥、风车长廊、风车花海……令
人目不暇接。来自海口的“90后”游客
吴惠娟拉着同伴在各处景观前不停自
拍“打卡”，玩得不亦乐乎。

“之前以为来地质公园只能看看溶
洞，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东西玩。”吴惠娟
是第一次来到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她认
为这里比想象中的新奇有趣多了，“光
是风车景观就够我拍很多张美照发朋
友圈了，何况还有许愿树和爱情长廊和
滑索探险项目呢。”

“这两年，公司更新了许多景区设
施，增加了很多互动性强、体验性强的
游览项目。”海南农垦八一总场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永华介绍，近年
来，该公司和地方政府加强合作，积极
举办各类旅游宣传活动，增加多种游览
项目，针对年轻游客需求，设置“网红”
打卡点。据悉，一座以装配式建筑建设
的游客中心即将完工投用，届时将为游
客提供更贴心更专业的旅游服务。

垦民生

海垦景区春节旅游活动多

新春市集尝小吃
快闪游园有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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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海南儋州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游客在风车组成的彩色花海前拍照留影。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儋州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文
化景区改造完成，目前已试运营。

⬆海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游客感受冬日绿意。

➡在儋州莲花山氡泉森林养生
文化景区，花丛掩映下的文化长廊。

挖掘“三色”旅游资源，开拓多元业态，丰富旅游体验

多彩海垦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