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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复工

转型方向明确 探索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生产

转型迫在眉睫 企业要“活”就得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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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百万头生猪产业，构建现代全产业链，探索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生产……

海南农垦生猪产业转型迈向

变、新、专——近日，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岭门村，海垦
西达农场公司养殖户余运日用，3个
字来描述这两年生猪产业的发展变
化。“养猪模式变了，从过去随处可
见的房前屋后散养变成集中饲养，
各种新技术用上了，猪圈都能自动
化管理，养猪技术也越来越专业。”

过去，余运日是生猪散养个体
户。2018年10月起，他放弃原有养

殖方式，与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畜牧集团）
签订生猪养殖合同后，便与其他养
殖户一同依照企业猪苗、饲料、兽
药、技术指导及销路”五统一”标准，
开始规模化集中饲养。

放眼海南垦区，曾经这类“小、
散、弱”的生猪养殖经营主体并不少
见，即小规模养殖，分布区域较为零
散，养殖户单打独斗势头弱。但在

一定程度上，小意味着抗风险能力
差，散则管理成本高，销路难统一，
弱则资金基础弱，没有市场话语权
和议价权。

然而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下属
企业海垦畜牧集团以“五统一”为主
要抓手，盘点产业基础，整合产业资
源，逐步实现垦区生猪养殖规模化、
集约化、无害化、生态化，促进垦区
生猪产业协同发展。

改变为何如此迫不及待？
“一场非洲猪瘟疫的来袭，让产

业深度洗牌，企业遭受一定打击的
同时，也愈发让人意识到，企业要

‘活’就要有求‘变’的勇气。”海垦畜
牧集团董事长王兰认为，这是挑战
也是机遇，从长远发展来看，企业必
须紧跟市场导向，把握利好政策，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摆脱行业“小散
弱”局限，实现高质量发展。

海南橡胶推出
橡胶保理产品
协助客户实现金融增值和现货价值管理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施朋洋）近日，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东橡投
资控股（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橡公司）推出
首款橡胶保理产品“胶易融”，推动橡胶产业与金
融产业结合发展。

据悉，“胶易融”依据橡胶产业在买卖双方供
应链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应收账款，由东橡公司旗
下中万福商业保理公司提供正向或反向保理业
务，实现物流与资金流的双向服务，从而协助客户
实现金融增值和现货价值管理的双重目的。

天地东昌公司全力保障复工复产

工人有序返岗复工
确保订单及时供应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宝华）3月9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海南天地
东昌公司的凤梨基地，工人正忙着采摘凤梨。连
日来，该基地50余名工人有序返岗复工，确保订
单及时供应。

据介绍，天地东昌公司是东昌农场公司旗下企
业，截至2019年底，天地东昌公司种植凤梨面积达
到1321亩。该基地今年收获面积达388亩，预计总
产量将突破200万斤。天地东昌公司从年前开始接
到大量凤梨订单，销量十分稳定，目前正是采摘高峰
期，每天订单量达到4万斤左右，实现“开门红”。

海垦茶业集团向
我省5医院赠茶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陆和 罗玉兴）近
日，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
海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三亚中心医院、儋州
市人民医院、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医院，捐赠白
沙绿茶、白马骏红、金鼎红茶共计266箱，市场价
格逾28万元，以此表达对一线医护人员的敬意
与支持。

海垦南繁推进保供稳价，畅通产品销路

海垦小站稻 香飘各商超
本报三亚3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

胜国）海南日报记者3月9日从海南农垦南繁产
业集团（以下简称海垦南繁集团）获悉，该集团旗
下“海垦香”小站稻系列大米产品陆续上架全省多
个大型商超。

据了解，为推进保供稳价工作，畅通农副产品
销路，海垦南繁集团与省内各大商超积极对接。
目前，“海垦香”小站稻系列大米产品已在海口29
家旺佳旺超市以及25家五田家农产品连锁超市
上架。该集团还在各市县近百家商超铺设销售网
络，后期将陆续进驻。

我省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旅游实践
教育基地名单发布

海垦4基地入选
本报讯（记者邓钰 赵优 通讯员邢增慧）近

日，省教育厅、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联合发布
第二批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名单，海
垦旗下4个研学基地入选。

据了解，2019年下半年，省教育厅、省旅文厅
联合组织海南省第二批省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实
践教育基地申报和评选工作，共有19个研学基地
入选，其中有海南农垦旗下4个基地，分别为省桂
林洋热带农业公园、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儋州蓝洋
研学旅行实践教育基地和海南农垦博物馆。

海垦党群捐款218万元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海南日报记者3月9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该集团积极开展“我为支
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献爱心”主题党日活动，集团
1278个党支部带动近3万名党员干部群众踊跃
捐款献爱心，本月以来筹集善款218.67万元。

海垦推进17个项目复工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3月9日，海南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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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集团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生产，紧锣密鼓推进复
工复产工作，确保旗下17个项目本月内复工。

据了解，自2月起，海垦控股集团通过发放复
工补助、专车接送复工人员，优先保障防疫物资等
举措有序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工作，旗下22
个重点项目已于2月复工，正推进17个项目建
设，确保3月底前复工复产。该集团在册员工5
万余人，目前返岗率达到95%以上。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陆和

晨起采茶忙，悠悠茶歌山间传扬。
“时节不等人，采茶可不能耽

搁。”日前，在定安县母瑞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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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瑞山茶
业公司的茶园已是一片翠绿，成排
的茶树沿山坡等高线绕山而上，茶
树抽芽，嫩叶格外怜人。职工们肩
挎茶篓，穿梭在茶树间悉心采摘，双
手翻飞间，清香细嫩的茶芽便已利
落地落入茶篓里。

“茶追求一个鲜字，茶时一到我们
就复工了。”母瑞山茶业公司职工邓秋
燕介绍，虽然新冠肺炎疫情一定程度
上给工作生活造成了不便，但在集团
的有序组织下，职工们复工复产干劲
满满。“为了采下最鲜嫩的茶青，职工
们每天天蒙蒙亮就准备出门，采茶时
连续几个小时埋头在田间。”

“由于春茶采摘受时节和天气影
响较大，我们必须及早谋划，以保证不
因疫情影响生产。”海垦茶业集团总经
理吴海江介绍，海垦茶业集团从2月
起便制定复工方案、操作流程标准，摸

清人员动向，配齐防疫物资，多举措落
实“一抗三保”工作。

“本地职工就近错峰采茶，所有上
岗人员测体温戴口罩做好防护，确保
防疫与生产有序推进。”母瑞山茶业公
司总经理邓元坚介绍，为了确保茶农
采茶安全，公司配备了口罩、消毒酒
精、红外测温仪等防疫物资。职工每
天采茶前都要测量体温，进行酒精消
毒。此外，职工还各自从家里带来饭
菜，午饭时间，他们就在茶园内分散吃
饭，降低交叉感染的风险。

得益于严密的防控措施，海垦茶

业集团旗下5家茶业分公司早已全面
复工，有序做好茶叶的采摘和生产工
作，保障茶叶产量。

“3盒白沙绿茶，动动手指在网上
下单，很快就能送上门。”3月9日，居
住在海口市琼山区下坎东路的市民黄
文得知海垦茶业集团开设了官方微
店，马上下单，一解“茶瘾”。

此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海
垦茶业集团部分专营店在春节后无法
正常开门营业。针对这一情况，该集
团线上线下双发力，推进茶叶销售工
作，在线下积极对接经销商，做好备货

服务，同时做好线上销售业务，在淘
宝、微店等线上销售平台，积极开展促
销宣传，并做好配送工作，做到疫情期
间“停店不停售”。

“做好电商引流，配送也至关重
要。”吴海江介绍，该基地对接好物流
渠道的同时，对于省内范围较大的订
单，组织人员专车配送，确保茶叶能迅
速送到消费者手中。

截至目前，海垦茶业集团今年2
月的线上销售额共计78万元，比去年
同期的线上营业额增加58万元。

（本报定城3月9日电）

海垦茶业集团多举措做好“一抗三保”工作

茶园生绿金 春景催人勤

3月 9日，海南农垦
南金农场有限公司菠萝蜜
种植基地，该公司职工正
管护菠萝蜜。

南金农场公司在位于
定安县黄竹镇，近年来，该
公司积极推进菠萝蜜规模
化种植和加工产业，目前
已组织种植菠萝蜜9900
亩，推出果粒、果浆等加工
产品。同时，该公司制定
了生产技术标准，指导职
工标准化种植，以保障菠
萝蜜的产量和质量。

文/本报记者 邓钰
图/通讯员 黄祥

产业兴
蜜意浓

■ 本报记者 邓钰

3月 8日，临高县皇桐
镇海垦红华10万头现代高
效仔猪场项目现场，11栋高
标准猪舍主体基本完工，
水、电配套工程以及场区围
墙建设也已完成，工人们穿
梭其间，有序地安装猪舍内
部设备，争取上半年投用；

3月9日，海口市琼山
区三门坡镇海垦新希望30
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项
目现场，数台大型施工机械
轰鸣，工人们正忙碌施工。
自2月29日开工建设以来，
工人就一直加班加点推进
项目建设，力求年内竣工投
产，出栏首批生猪。

……
产业谋求转型，项目落

子开花。近年来，面对生猪
养殖市场需求变化以及行
业深度洗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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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畜牧
养殖产业作为垦区优先发
展的核心产业推进。

该集团布局构建百万
头生猪产业，通过整合现有
产业资源，推进一批重点项
目建设，提升生猪产能，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并构建饲
料加工、种猪繁育、肉猪养
殖、屠宰加工、深加工为一
体的全产业链条，在进一步
在保障百姓“肉篮子”的同
时，充实企业“钱袋子”。

明确了生猪产业转型方向，落实
成为关键。

日前，在海垦新希望30万头生猪
养殖项目动工现场，项目合作方新希
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总经理张明
高介绍，该项目投资5.6亿元，建成后
将使用全封闭、智能温控、高床漏缝
板、水平通风、自动料线、空气净化过
滤等现代养殖工艺，而在环保方面，将
釆取“废弃物+清洁能源+有机肥”技
术路线，实现“猪—沼—胶（草、果）”
生态循环种养结合发展。

如果说农户小规模粗放散养是生
猪养殖的1.0版本，将生猪养殖和作
物种植融合的生态循环则是 2.0 版
本。如今，在此基础上，海垦畜牧集团
正探索集标准化、规模化、生态化、科
学化、品牌化和效益化为一体的养殖
3.0模式，构建现代化养殖体系。

据了解，今明两年，海垦儋州30
万头生猪养殖项目、海垦新希望30万
头生猪养殖项目、海垦红华10万头现
代高效仔猪场项目、海垦中坤5万头
黑猪养殖项目等一系列新型生猪养殖

项目将紧锣密鼓推进建设。项目落成
后，极大提升生猪产能，力争到2021
年形成100万头的生猪养殖规模。

在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海
垦畜牧集团正布局生猪规模化全产业
链条建设，涉及上游的饲料供应、育种
繁殖，中游的商品猪养殖，以及下游的
屠宰、深加工与冷链物流、销售等。

“建设全产业链条，还需要多方合
力协作。”王兰介绍，该企业通过加强
与优质企业的交流合作，学习先进技
术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培养人才队伍。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王业侨表示，该集团将打造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生猪养殖产业体系，
在育种、养殖、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
售领域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按
照做大规模、提升效率、优化结构、生
态发展的要求，推进种养结合、农牧循
环，打造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百万
头”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在全省
打造热带高效农业千亿级产业的进程
中贡献海垦力量。

（本报海口3月9日讯）

日前，屯昌县屯城镇佳丁村，海垦
畜牧集团佳牡猪养殖场处于层层防控
之中。进入养殖场的道路上设有多道
消毒防疫点，饲料进场、生猪出场皆由
专车运送且必须进行洗消防疫。而场
内，生猪养殖所产生的粪便和粪水，经
过生态化处理，转换为可循环利用的
有机肥和沼气资源。

“沼气发电不仅可用于猪场运转，
还能免费供应周边村民，有机肥可浇
灌周边6000余亩槟榔、橡胶。”场长莫

彬介绍，通过集中规模饲养、生态循环
种养结合模式，既减少了污染和生产
成本，又推动效益的提升。下一步养
殖场将在海垦畜牧集团支持和指导
下，探索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生产。

规模化、生态化、智能化生产——
这是经历过非洲猪瘟阵痛之后，海垦
畜牧集团从疫情之“危”中把握产业转
型之“机”，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

王兰认为，随着防疫和环保要求
的提高，我省生猪产业将迎来升级转

型，朝高标准高产能的规模化养殖发
展。同时，养殖粪污的资源化利用、
变废为宝的种养模式以及高等级，将
大大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养猪不仅越
来越专业化，也逐渐成为高投入行
业。“这就要求企业必须紧抓时机，练
好内功。”

“今年，我们将在整合、维持好现有
产业资源的基础上，推动一批规模化、
生态化、自动化、智能化项目落地，以项
目建设带动产业升级发展。”王兰说。

目前正在加快推进海垦新希望
30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项目正是
案例之一。日前，在该项目动工仪式
现场，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莫正群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去年以
来，我省不断加强招商引资力度，推动
包括海垦新希望在内一批规模大、自
动化程度高、环保要求高的生猪养殖
项目落地，不仅能进一步增加产能，满
足市民猪肉需求，还能助推我省国家
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

转型落到实处 构建现代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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