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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翻开宝橡林产集团的
产品目录，可以惊喜地发现，产品
从单一转向多元，品类进一步丰
富。目前，该集团在供应传统板
材产品的基础上，面向市场推出
橡胶木家居建材材料、家居定制
产品、木屋材料、户外产品以及高
分子改性橡胶木产品等，被运用
在家居装饰、户外栈道、木结构建
筑等领域。其中，高分子改性橡
胶木产品更收获了来自海内外的
订单。

“我们还将结合市场需求不
断研发和定制产品，就拿移动木
屋来说，这是我们和省外优势企
业联合研发制作的高端木结构产
品，能为广大消费者提供独特的
旅游、居住体验，能够在观光、旅
游、康养等领域构建新的产品业
态，同时也十分符合我省全域旅
游建设的需求。”宝联公司经理李
艺认为，橡胶木加工行业的打造
思路应由“同质化竞争”转为“差
异化共存”，围绕绿色制造、智能
制造、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来满足
消费升级的需要。

“日前，《海南自由贸易港建
设总体方案》正式对外公布，这必
将给企业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
朱双龙表示，宝橡林产集团将进
一步整合垦区林产资源，借助海
南自贸港的政策优势，加快企业
转型，调整产品结构，进一步向高
端深加工行业迈进，提高橡胶木
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助力
我省“三棵树”产业转型发展。

（本报那大6月8日电）

海垦宝橡林产集团以科技创新驱动橡胶木产业转型升级

橡胶木“三变”科技味十足
■ 本报记者 邓钰

6月8日，在儋州市那
大镇，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宝橡林产集团）下属企业海
南农垦宝联林产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宝联公司）的办
公空地内，停放着两座玲珑
小巧的移动木屋。

移动木屋体积虽不
大，却“五脏俱全”，走入其
中，可看到客厅、卧室、厨
房、卫浴等功能区一应俱
全，还装配了空调、马桶、
橱柜等设施。

如果得知制作这两座
移动木屋的木料主要是橡
胶木，不少人可能会大吃一
惊。因为在大众的印象里，
橡胶木的糖类、蛋白质、灰
分等含量极高，容易腐朽、
霉变、蓝变和虫蛀等，难以
被应用到户外。

“得益于生物高分子改
性技术的应用，橡胶木‘摇
身一变’，性能增强。”宝联
公司副经理雷盼盼介绍，相
较于传统橡胶木，高分子改
性橡胶木具有阻燃、耐磨、
防腐、防虫以及硬度高等优
良特性，且性价比极高，已
成为木结构建筑构材的优
良原料。

橡胶木华丽变身的背
后，是企业以科技创新驱动
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实
践。近年来，宝橡林产集团
加强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
力度，不断延伸深加工产业
链条，让橡胶木变出浓浓
“科技味”，助力我省“三棵
树”产业发展。

“橡胶木具有色泽佳、纹理美观和木质较硬等优
点，但并非天然良材，因为橡胶木糖类、蛋白质含量高，
十分容易腐烂和吸引虫蛀。”宝橡林产集团企业发展部
部长郭雄彬介绍，早期由于人们缺乏防腐、防虫等加工
技术，橡胶林更新所砍伐的橡胶木只能被职工农户们
当作柴火使用。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橡胶木防腐等技术提升，
橡胶木在家具加工行业中被广泛应用，大量橡胶木材
加工企业涌现，其中以技术门槛低的小型作坊和其他
工厂改建为主。

2007年，为了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整合垦区林
产资源，发展橡胶木产业，由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控股的宝橡林产集团（原名海南农垦林产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海南拥有丰富的橡胶木资源，仅在垦区每年橡胶
林更新量就达到10万亩，可采伐的橡胶木达三四十万
立方米，是一笔宝贵的产业资源。”宝橡林产集团总经理
朱双龙介绍，但长期以来，加工技术水平偏低、产品附加
值不高等问题，制约了我省橡胶木产业的快速发展。

“比如说，过去由于缺乏精深加工技术，宝橡林产
集团和多数橡胶木材厂一样，只能对木材进行简单的
防腐、防虫处理，加工成板方材售卖给家具加工厂。按
照规格不同，这类板材每立方只能卖出 1000元至
3000元不等的价格，产品品类少，与市场竞争对手产
品同质化高，缺乏价格竞争优势。”朱双龙说。

近年来，为了破解发展难题，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宝橡林产集团大刀阔斧改革转
型，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注重产学
研一体化建设，通过引进行业知
名专家、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引
才引智，成功投建了具有行业领
先技术的橡胶木生物高分子智能
化改性生产线。

“高分子改性技术的运用，提
升了橡胶木的性能，极大拓宽了
橡胶木的应用领域，提高了产品
附加值，每立方改性橡胶木目前

甚至能卖到近万元。”朱双龙
说，经过权威机构测试，高分
子改性橡胶木，不仅能够被用
作室内家具，更能被应用于大
型体育场馆、会所、餐厅主梁、
跨梁等建筑，使得橡胶木身

价倍增，“而橡胶木从
橡胶加工产业末端的
废弃物，经过改性成为

优良木料，也是我
们发展循环经济的
一大成效。”

市场竞争越发激烈，木材加工企业
转型升级、延伸产业链、寻求新的产品
和利润增长点迫在眉睫。

传统木材产业的现代化转型，离不
开科技支撑。近年来，在引进先进技术
的同时，宝橡林产集团与中国林业科学
研究院木材工业研究所、南京林业大
学、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研究所等
专业科研机构、院校密切交流，在标准
化加工、打造精深加工生产线、产品研
发与创新等领域不断发力，推动橡胶木
产业创新升级。

“2018年，我们投入了2000余万
元，在宝联公司推进生产车间改造升级
工作，引进现代化生产设备，打造出自
动化、智能化、智慧化的木材精深加工
生产线。”朱双龙说，这一生产线的投
产，助力企业实现从粗浅的初加工向高
科技精深加工转变，延长了木材加工产
业链。

“新引进的4条橡胶木生物高分子
改性生产线，实现了全自动智能化运
转，工人可直接通过中控电脑操控生产
机械，还可查看各项操作指标和加工数
据。”在宝联公司的生物高分子改性生
产车间，雷盼盼演示，只需点击中控电
脑上的按键，橡胶木便从备料区被运送
往反应釜进行加工，“加工过程中只需
一个人操作，极大降低了劳动成本，提
高了劳动效率。”

在对车间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宝
橡林产集团还加强了对工人标准化作
业的培训，提升职工队伍素质。在胶合
木加工中心车间内，工人们正埋头细致
地加工木材。在一次四面刨、打齿、指
接、二次四面刨、层压、压刨等各个加工
环节的操作设备旁，都贴着标准化操作
流程的公示海报，并陈设这产品合格标
准的样本。“质量是企业的生命。我们
希望以这样的举措，提升职工的标准
化、精细化加工作业意识。”雷盼盼说。

令人激动的是，宝橡林产集团于
2019年成功中标了2022年北京冬奥
会的两项建设项目，历史上首次将橡胶
木应用在国家重大建设项目。“这从侧
面反映了市场对我们精深加工能力的
认可。”朱双龙说。

东昌农场公司胡椒开采
日采摘青胡椒8.7万余斤

本报海口6月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宝华）6月8日，在位于海口市大坡镇的海南农垦
东昌农场公司的胡椒种植园中，农户们正忙着采
摘胡椒。6月是胡椒成熟采摘的高峰时期，目
前，东昌农场公司日采摘青胡椒8.7万余斤。

据了解，东昌农场公司多年来不断改良胡椒
种植、加工技术，以标准化、规模化和产业化思
路发展胡椒产业，目前胡椒种植面积已达到2.8
万亩，种植户规模扩大到3000多户，年产胡椒约
3200吨，成为我国胡椒产品重要产地。

今年以来，该公司以多举措做好“一抗三保”
工作，指导职工群众做好胡椒种植管理、采摘
等。下一步，该公司将持续推进胡椒产业发展，
谋划打造有机胡椒等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产品，拉
长胡椒产业链，在发展深加工的基础上，积极推
广“商标富农”政策，提升东昌胡椒产品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

东新农场公司
推进“两违”治理工作
组建巡查队伍，配合属地政府
查处违法行为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凡 张晓玲）海
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南农垦东新农场公司获悉，
为推进“两违”整治工作，该公司组建了“两违”巡
查队伍，并为队员们配备视频记录仪。

据了解，东新农场公司积极主动对接属地政
府，发挥垦地协同力量抓好“两违”整治工作，组
织职工组建了“两违”巡查队伍，定期巡查并及
时向相关执法部门报告“两违”情况，配合属地
政府查处违法行为。同时，该公司购置了16台
视频记录仪，配备给巡查队员，进一步规范“两
违”治理工作。

据了解，为了更加规范视频记录仪的使用及
管理，东新农场公司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
实际，制定了《视频记录仪使用管理规定》，明确并
细化了视频记录仪在现场的规范使用、日常管理、
资料保存、责任追究等问题，为视频记录仪的推广
使用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

海垦茶业集团
第101家专营店开业
持续扩大海垦茶叶市场影响力

本报文城6月8日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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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家专
营店在文昌市锦山镇罗豆墟大众路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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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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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城千店”计划就为实
现这一目标而实行的策略。通过建立统一形象
店和统一标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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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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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电商平台开
设海垦产品专区，多举措打响海垦茶叶品牌。

金橡公司与海南富山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在油品及天然气供应、橡胶制品
深加工等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赵旋）6月5日下
午，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下属企业金橡公司与海南富山集团有
限公司在海口市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达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

双方将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充分发挥各
自在资源、资金、技术、人才以及市场和业务拓
展方面的优势，在油品及天然气供应、橡胶制品
深加工、合建油气站等领域开展全面战略合作，
共同探索和开发商业发展新模式，增强市场竞
争力。

双方共同表示，本次签约是优势互补、资源
共享、互惠互利的开始，将有力增强双方盈利能
力和企业核心竞争力，必将推动双方高质量发
展；同时也希望能以多元化合作模式，以有吸引
力的合作条件，促进项目的快速落地、高起点设
计、高标准规划、高效率执行及持续良性运作。

据了解，海南富山集团有限公司是海南省
著名的工业集团企业、民营石化企业和中外合
资企业，曾连续十年荣获海南省百强企业。经
过多年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油气化工产业为主
的多元化产业结构。其主要经营业务涉及石油
化工、天然气综合利用、热带农业、文化传媒、
旅游养生、物流运输、房地产开发、酒店管理
等，目前拥有下属企业约20家。

海垦快讯

■ 本报记者 邓钰

“散步、赏湖景、看花草，空闲时
来这里可以放松心情。”6月 8日傍
晚，在位于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的海
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泉集团）长田片区，职工兰文生在
小公园景观湖边的河畔慢道上悠闲
散步，看晚霞倒映水面，缓解一天工
作的疲倦。

放眼望去，景观湖湖面上开满睡
莲，湖畔草木丰茂，鸟儿翩跹而飞，不

时掠过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两岸的树
木繁枝叶茂，在夕阳的照射下，隽永宁
静。很难想象，就在去年上半年，这里
还是杂草丛生的脏乱景象。

“过去这里是长满杂草的坑洼地，
不美观就算了，还是一片卫生死角。
谁能想到现在变成了小公园，不仅有
美丽的景观湖，还修起了河畔慢道等
便民公共设施。”每天沿着慢道散步，
这是兰文生近来培养的新爱好。

2019年下半年开始，神泉集团对
这片坑洼地进行改造，并聘请专业设
计公司设计景观方案，在陆地上规划
种植三角梅、洋金凤、小叶龙船花等观
赏性灌木，在景观湖中规划种植荷花、

睡莲等观赏性水生植物，在河畔种植
旱伞草等能涵养水土的植被。

建设过程中坚持环保理念，是小
公园的一大特色。据了解，小公园在
规划设计时，首先考虑对园中的大树
进行保护，充分保护大树的生存生长
环境，采取树木定位的方式，最大程度
避古树、大树，尽可能不砍树。

“比如说公园的一处道路中有一
株老树，按照原有规划，要将其移栽，
但为了维持大树原有生长环境，我们
修改了图纸，为大树‘让道’。”该工程
相关设计人员说。

科学细致的规划，使得小公园里
形成丰富而又错落有致的视觉景观效

果，又能够进一步保护生态。昔日脏
乱的坑洼地经过改造，从卫生死角彻
底转型成为职工群众的“幸福花园”。

坑洼地成为小公园的转变，得益
于神泉集团以“三优”工作为抓手，即
壮大芒果优势产业、打造优美环境、
创造优越生活，不断推进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指数，让
企业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职工
群众。

随着环境一起转变的，还有职工
群众们的生活状态。清晨小公园里，
处处可见男女老少晨练的身影。傍
晚，在如画的霞光下，人们散步、跳舞，
自由自在，怡然自得。“以前绕路走的

地方，现在看一眼就觉得心情愉悦，让
人更想维护好美丽的环境。”兰文生高
兴地说。

据了解，神泉集团还将进一步完
善公园的文体基础设施，配置运动建
身区域等，整合资源并合理利用，将此
地带升级改造为集景观、体育、文化、
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公园。

此外，神泉集团还把人居环境整
治与“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
卫生健康大行动结合起来，组织开展
全民清洁日、周末大扫除等活动，教育
引导广大党员、职工群众树立良好的
卫生健康理念。

（本报三亚6月8日电）

垦行动

技术升级
粗浅变精深

科技“改性”
柴火变良材

产品更新
单一变多元

第三变

海垦神泉集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将坑洼地改造成为小公园，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指数

打造“幸福花园”添彩美好生活

第一变 第二变

宝联公司加工厂的橡胶木生物高分子智能化改性
精深加工项目车间。

宝联公司加工厂内，工人正在进行
木材加工。

宝橡林产集团以橡胶木为主要
木材生产的移动木屋。

⬇ 宝联公司加工厂内，工人
正在加工橡胶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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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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