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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理念推动产业升级

5月 28日下午3时许，在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垦
茶业集团总部，一场线上“云带货”之旅缓缓开
启。面对直播镜头，该集团茶艺师一边演示冲泡
方法，一边向广大网友讲述海垦茶故事，宣传海垦
茶文化。

“做直播，我们卖的不只是货，还有品牌。”陈凯介
绍，应对今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海垦茶业集
团革新理念，亮出“互联网+”组合拳，不仅线上线下双
发力，打造线上销售渠道，还通过抖音等直播平台，展
现海垦茶产品的文化内涵，把产品的文化元素、经济
价值体现出来，更好地与网友建立情感联系，为品牌
影响力的塑造打下基础。

“我们还在推进深加工产业园的建设，以进一步
开发茶叶的利用价值，充分适应市场需求。”吴海江介
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政府的支持下，海垦茶业
集团在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建设茶业生态科
技园项目，将与科研机构合作，建设茶叶精制加工和
深加工生产线，提升市场竞争力。

据了解，该项目总占地面积为60亩，总建筑面积
5.3万平方米，包括现代化茶叶加工区、综合商务办公
区以及仓储配套区等。项目建成后，将集茶叶精制加
工、深加工、茶叶研究、工业观光等为一体，为海南茶
产业的发展注入新动能。

谋篇布局，立足长远。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观光
农业的兴起，茶文化旅游异军突起。海垦茶业集团以
茶为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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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建
设海垦金江茶文化产业园项目；借助“白沙”绿茶品牌
效应，打造“从茶园到茶杯·白沙茶叶品质之旅”专线
游；以白马岭茶叶生产基地为主体，聚焦茶叶生产加
工环节，打造一条工业旅游的茶旅专线……从而形成

“东西南联动，中部为本”的茶旅布局。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在海南，以

茶待客不仅是日常礼仪，更是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借助海南自贸港建设契机，作为我省茶产业龙头企
业，海垦茶业集团将紧抓机遇，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为
世界奉上一杯氤氲清香的“海垦好茶”。

（本报牙叉6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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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企业开展
庆“六一”公益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尹小斐 郑鹏）近
日，海南农垦旗下多个企业举办形式多样的公益
活动，为孩子们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让孩子们
度过一个快乐的节日。

在海口市，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情
暖六一 爱心传递”为主题，举办赠书活动，向海口
市第二十六小学赠送价值5000元的教育类图书，
共计85套，内容涵盖自然科学、中外名著、少儿百
科、绘本读物等，图书种类多，适合不同年龄段的
小学生阅读，旨在帮助他们拓宽视野、养成爱读
书、读好书的习惯。

在儋州市，海南农垦八一总场公司在八一中
心小学开展“六一”儿童节慰问活动，捐赠一批物
品作为孩子们的儿童节礼物，为孩子们送上节日
的祝福和慰问。

据了解，海南农垦各企业将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践行企业使命，关注教育公益事业，关爱
祖国下一代的成长，用实际行动回馈社会，传
递爱心。

海南橡胶获评
年度诚信橡胶产业服务商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5月28日，
在中国橡胶工业协会主办的2020中国橡胶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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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8家企业被评为2020年度诚信橡
胶产业服务商。

据介绍，海南橡胶坚决履行社会责任，在橡胶
原材料、橡胶木加工产品、乳胶深加工产品等业务
上诚实守信，产品质量过硬。“宝岛”“美联”“五指
山”“橡林牌”“好舒福”等一系列品牌在行业内备
受认可。

据了解，此次评选活动经过企业自愿申请、征
求意见、专家评议和网上公示等程序。该活动将
进一步促进我国橡胶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帮助国
内橡胶生产商和国内外橡胶供应商与下游用户建
立持久可信的合作关系，保障我国橡胶工业原材
料稳定供给。

金垦赛博牵手海大
共建智慧农业实验室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菲）近日，海南金
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赛博）与
海南大学合作共建的智慧农业实验室正式挂牌。
双方将依托实验室建设，重点开展与智慧农业相
关领域关键技术的研究和相关产品的开发，共同
推进科研成果转化。

据了解，智慧农业实验室将以校企合作共建
模式，在进一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的
同时，推动科研成果快速落地，转化为经济效益，
在实践中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同时提高学校
的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努力实现校企合作、产学
共赢的目标。

金垦赛博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该智慧实验
室将负责解决产品研发过程中设计、制造、检测等
问题，开展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
询等服务，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学术交流，实现学
生、学校、企业三方共享科研成果。

海垦设计院公司与
墣锦环境公司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马静）日前，海南
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简称海垦设计院公
司）和墣锦环境工程（海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墣锦环境公司）在海口签订项目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双方将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在土地整
治、环境工程咨询设计、城乡环境提升、土壤环
境调查与修复、智能环保、国土空间规划、航空
摄影测量等环保、工程建设相关业务领域开展
战略合作。

据了解，墣锦环境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绿色环
保领域的环境咨询与工程公司，具有环保工程和
市政工程施工资质。公司团队不仅拥有国际技术
背景，还拥有丰富的本土经验，在环境咨询、场地
环境调查、污染场地治理、环境影响评价、环保工
程设计及矿山治理和生态修复等领域具有较强的
技术实力和丰富的实施经验。

琼海东红胡椒迎采摘季
可采2个多月 每斤售价14元

本报嘉积6月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壮）
正值胡椒成熟时。6月1日，在位于琼海市大路镇
东红居的红昇农场公司东红基地管理中心的胡椒
生产基地中，职工群众们忙碌地采摘胡椒。采摘
期在2个多月左右。

据了解，当地素有种植胡椒的传统。多年来，
职工群众们在企业指导下不断改良胡椒种植、加
工技术，扩大种植规模，发展胡椒产业，目前当地
胡椒生产基地的种植面积达8066亩。目前，胡椒
的销售价在每斤14元左右。

■ 本报记者 邓钰

“‘红明红’荔枝清甜多汁、皮薄
肉厚”“‘神泉’芒果——喝泉水长大
的芒果，买它买它买它”“喝海垦茶
叶，品海垦茶文化”……连日来，海南
农垦众多企业纷纷试水直播带货，开
展线上营销。

在直播间，一出出流量变订单、
农货变网红的“魔法”上演。据统计，
在5月份的两场直播中，海垦神泉牌

芒果就收获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总
额达200万元；在“春风大行动”海南
农垦专场直播中，海垦白马岭茶叶10
分钟便破千单，当日销售额达73万
元。

眼下直播带货异常火热，如何才
能玩出新招？事实上，在一众海南农
垦人看来，“带货”只是直播的第一
步，更重要的是通过直播展现企业文
化和形象，从而“带出品牌”，发挥出

“直播+”真正的影响力。

“借助直播带来的流量，我们的
荔枝畅销，荔枝园也火了。”海南农垦
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以下简称红明荔
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介绍，
在直播中，荔枝园的风景得到展示，
紧接着该企业便接到了若干个旅游
团前来采摘的预订电话。

初尝甜头，海垦红明荔枝集团欲
乘胜追击，加强“直播带货”力度，并
通过策划亲子采摘、乡村民宿以及推
出新品“荔枝鸡”销售等系列活动，进

一步丰富“红明红”荔枝品牌形象，深
化农文旅融合，吸引更多游客的脚
步。

业内人士认为，直播卖货不仅
打开了农产品销路，还推动农村传
统生产方式的改变，重塑农业生产
者和企业思维方式。“我们正在培育
自己的直播团队，希望以直播间为
窗口，和消费者开展良性互动。”海
垦茶业集团副总裁陈凯表示，在直
播中，主播的角色定位绝不只是产

品的促销员，更是企业文化和品牌
形象的展示者，消费者意见的倾听
者。

据了解，海南农垦各企业将进一
步借助电商平台以及直播间平台，开
辟线上营销新渠道，打造线上营销新
模式，打通企业采收、物流、营销全产
业链，实现“基地直供餐桌”，为农产
品销售铺下后路，持续强化海垦品牌
知名度和美誉度。

（本报海口6月1日讯）

海南农垦多家企业试水直播带货，开展线上营销

流量变订单 农货成“网红”

■ 本报记者 邓钰

6月1日，在白沙黎
族自治县牙叉镇的海南
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白
沙茶业公司）茶叶种植
基地驱车前行，一路风
光旖旎，道路两旁茶园
连绵起伏，层层叠叠，错
落有致，茶树散发着淡
淡的清香。

“同样是做着采茶
制茶的行当，却因改变
发展路线，有了不一样
的收获。”在茶树间，当
地茶农李大基说，随着
茶产业转型发展，企业
效益节节高升，大伙过
上了茶叶变“金叶”的好
日子。

据了解，近年来，
为应对茶产业小散弱、
品牌不响等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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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合包括海垦白沙茶业
公司在内的多家分公
司的人才、土地等茶业
资源，在规模化、标准
化、产业化、品牌化等
方面进行探索，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尤其在今年，面对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该集团以超常
规举措推进茶产业建
设，亮出“互联网+”组
合拳，并不断加大科技
创新力度，推动“三产”
融合发展打造茶产业发
展新引擎，赋能茶产业
转型升级。

“采茶要双手并用，手指轻轻一折将茶青
摘下，不能用指甲去掐断叶片，否则会影响绿
茶加工出来的品相。”近日，在海垦白沙茶业
公司的茶叶种植基地，该公司茶叶审评员吴
维芳给田间的茶农做示范，“不仅采摘手法要
得当，还要注意与茶青的长度、鲜度等保持一
致，才能采出高标准的茶青。”

“过去，茶农们缺乏标准作业意识，采摘
时求量不求质，茶青质量参差不齐，茶青价格
普遍不高。”在企业工作近23年，吴维芳见证
了茶农们采茶手法从“随性”到“标准”，从“粗
糙”到“精细”的转变过程。

这样的转变，得益于海垦茶业集团以标
准化思路，提升产品品质。

“好茶是‘产’出来的，也是‘管’出来的。”
海垦茶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吴海江表示，
该集团自2016年4月组建以来，整合垦区茶
业资源，带动旗下分公司抱团发展，突破小、
散、弱的困境，并制定茶园建设标准、茶园管
理标准、加工车间标准和制作工艺标准等5大
标准，并在各分公司严格执行，严控产品质
量，提升产品附加值。

有标准，还要有相应的制度规范。如今，
在海垦茶业集团各分公司的茶青收购点，都
张贴了收青标准和收青制度的公示海报。“按
照鲜度、匀度、长度、净度等指标划分，不同等
级茶青收购价格也不同，一等茶青收购价能
达到每公斤15元，极大激发了茶农的积极
性。”吴维芳说，如今，标准化意识早已深入人
心。

除了明确标准外，海垦茶业集团还多次
组织培训班，邀请经验丰富的茶农、技术人员
以及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引导职
工、农户以匠心种好茶、管好茶、制好茶。

据了解，海垦茶业集团采用统一供种、统
一采购、统一工艺流程、统一产品质量、统一
包装、统一销售的现代企业经营方式，保障产
品的“质”和“量”。由于茶叶产品重生态、质
量高、风味佳、渠道畅等特性，在几年之间，海
垦茶叶“名声大噪”，市场占有量进一步提升
的同时，价格也节节高升。

一场茶产业的“突围之战”在海垦茶人心中
悄然打响。

传统茶产业的现代转型，离不开科技支撑。
近年来，海垦茶业集团与专业科研机构、院校合
作，从种植端、生产端、产品端发力，推动茶叶创
新升级。

在种植端，智慧农业为茶叶种植插上科技翅
膀。

“借助物联网设备和大数据系统建设‘智慧
茶园’，通过手机App就可以360度监控茶园，
还能通过系统发送指令，让茶园内的浇水喷头自
动灌溉，还能查看茶园的气温、湿度等各项指
标。”海垦白沙茶业公司“智慧茶园”管理员陆贵
松是一名“茶二代”，也是一名拥有现代化农业理
念的“新茶人”。

他认为，在传统种植中，融入现代化技术，能
够带动茶叶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比如利用大数
据，茶农就能根据茶树的生长情况，及时调整生产
作业方式，而消费者能够了解茶树生产的全过程，
实现了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的全过程监管体系。

此外，海垦茶业集团还根据茶叶采摘实际需
求，在乌石分公司基地试点推广使用电动采茶机，
进一步提升采茶效率的同时，还节约人工成本。

在生产端，现代化生产线的建设推动了茶叶
加工品质和效率的提升。

据了解，海垦茶业集团自2018年起累计投
入2000余万元，在旗下分公司陆续推进生产车
间技术改造工作，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打造自
动化、环保化、连续化的生产线。

“换上新设备，茶叶加工的效率提升了，人工
减少了，品质也更加稳定了。”在海垦白沙茶业公
司的生产车间，厂长张刍介绍，去年以来，该公司
生产车间更新生产设备，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
效：杀青机由燃煤改为燃气，茶叶杀青效率提升，
品质更加稳定，过程更加环保；智能传送带贯穿
各道工序，省去了人工搬运原料的麻烦，确保加
工过程茶不落地；可设置参数的仪器仪表让人们
更加精准控制加工过程……“即便加工车间满负
荷运转，也就需要10多名工人。”张刍说。

在产品端，该集团以市场为导向，推陈出新，
研发白马骏玺白茶饼、白沙绿茶易饮杯茶、红茶
易饮杯茶等新产品。

“我们通过打造爆款茶产品，提高消费者对
整个海垦茶叶的认知度和美誉度，从而让品牌形
象深入人心，同时我们还根据不同消费需求推出
不同档次的茶品。”海垦茶业集团副总裁陈凯介
绍，该集团如今已推出140余款各具特色的茶产
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例如白沙春芽绿茶
等几个单品，成为爆款单品，年销售额皆突破千
万元。

“这两年海垦茶叶产品越来越丰富，白沙绿
茶还推出了袋装、盒装、罐装还有小罐茶等各种
不同形式和品质的产品，送礼特别有面子。”白沙
绿茶忠实“粉丝”赵明高兴地说，现在他不仅常买
茶自己喝，还常邮寄到外地送亲友。

茶事

科技助力茶叶创新升级

茶心

五大标准传承制茶匠心

俯
瞰
海
南
农
垦
白
沙
茶
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茶
园
基
地
。

⬅ 在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白
沙茶厂，工人在制作茶。

➡ 在海南农垦白沙茶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茶
园基地，工人在采茶。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