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憧憬到迷茫：
在失败中另寻商机

“可以说我是踩着农田长大的，
对农业很有感情。”宋海漫介绍，她的
母亲是一名胶工。她自小穿梭于农
田、胶林中，耳濡目染下对农业再熟
悉不过。“在读书时，我也毫不犹豫选
择了和农业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大
学时，我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林
经济管理专业，憧憬能有朝一日以我
所学，带动村民发展。”

大学毕业后，宋海漫在北京找到
一份月薪上万元的工作。在积累资
源，培养工作能力后，2013年9月，她
毅然决定带着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团
队，返乡创业。

在创业中，宋海漫注意到，家乡优
质的红毛丹产品，虽然味美肉鲜，营养
丰富，却始终卖不出好价格，红毛丹的
市场销售价每斤仅为3元左右，也仅销
往周边市县，有时甚至难寻销路。

“返乡创业的第一年，团队决定试
着到北京的大型农贸批发市场推广红
毛丹产品，试着寻找销路，卖出好价
格。”宋海漫说，他们从海南陆续往北
京的大型农贸批发市场运送了近万斤
红毛丹，却发现几乎无人问津。“一方
面是因为当时红毛丹的知名度不高，
但主要原因是，红毛丹的保鲜难度极

高，在两三天内不及时销售的话，表面
的‘毛’会变黑，非常影响卖相。”

遭受这一打击，创业团队便解散
了。当时共同创业的朋友认为此路不
通，纷纷另寻他处。但宋海漫却从中看
到了新的商机：既然红毛丹货架期短，
不利于在市场上长期展示，那可以利用
电商直接对接客户销售，能够极大缩短
中间损耗环节，还能提升产品价格。

从质疑到坚定：
在不解中坚持标准

2014年6月，宋海漫成立海南七
仙影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计划沿着电
子商务和农业技术服务两个方向，带
动当地红毛丹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推
广保亭热带农产品。

刚开始发展电商时，标准普及、
果品收购、商品包装、网店运营、打包
发货都需要宋海漫全程参与，其中的
辛苦不言而喻。

“尤其在当时，电商是个新事物，
很多农户不能理解电商产品的挑选标
准和运营模式。”宋海漫记得，当时，她
致力于在电商平台上销售高标准的红
毛丹果品，在和农民收购时，不仅对果
品质量提出诸多标准，要求红毛丹必
须生态种植、表皮完整、品质高等，还
将红毛丹去枝减叶，进行精品化包装，
惹来很多农民的不解和不满。“种植户

看到我把红毛丹剪成的样子，都大骂
我浪费，糟蹋好东西。”

虽然在创业的过程中常被质疑，
宋海漫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我相
信利用电商，一定能让我们的红毛丹
打出名气，卖出好价格。”她说，随着人
们健康养生观念的提高，自然健康的
农产品销路会越来越好。果子“栽”在
云网上，实现的是品质效益双丰收。

努力终有成效。宋海漫借助标
准化选果保质量，精美化包装树品
牌，让红毛丹在网上热销，卖到了全
国各地，价格也大幅提升。一盒5斤
装精品红毛丹甚至能卖出120元左右
的价格。

从产品到品牌：
在合作中促产业升级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一群
人共同努力才能带动产业发展升
级。”宋海漫说，近年来，保亭当地政
府越发重视电商建设和红毛丹的品
牌打造等工作，她十分愿意以自身所
学、所悟、所长参与其中。

在发展电商时，宋海漫常到各地进
行交流学习。她发现，相较于其他电商
建设较为成熟先进的市县，保亭电商业
务存在相关企业和个人单打独斗，信息
不对称的现象，还有物流成本高的限制。

“抱团发展，才能够实现资源共

享、降低成本。”为此，2016年9月，宋
海漫发起成立保亭电子商务协会并担
任协会会长，带动当地年轻人、种植户
通过电商销售本地农特产品。“组建协
会后，电商企业的信息共享度提高，行
业规范更加完善，对市场的把握更加
准备，对外的议价能力也更强。”

同时，宋海漫也积极配合政府部门，
进行红毛丹品牌建设。她从收购端制定
严格标准，培育种植户的品质意识，并积
极开展农技服务，推动红毛丹产业标准
化、品质化发展。

（本报保城7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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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中绿杯”名优绿茶产品质量
推选结果揭晓

海垦3款茶叶获奖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陆和 陆泰岳）近

日，中国茶业流通协会公布第十届“中绿杯”名优
绿茶产品质量推选结果，海南农垦系统3款茶叶
产品榜上有名。其中，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生
产的“陨坑绿茶”荣获特金奖，海南省农垦五指山
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马岭茶业公司和南海茶
业分公司生产的绿茶，同时获得金奖。

据悉，本次活动组委会共收到来自全国19个
省区市416家企业选送的546个绿茶样品，由国
内茶叶行业权威单位选派的12位茶叶感官审评
专家，参照《茶叶感官审评方法》（GB/T23776-
2018）等现行标准对全部有效茶样进行综合评
审，评审结果在业界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

据了解，海南农垦相关茶企将以此为契机，进
一步加强茶叶产品的品质提升和品牌打造，进一
步推动茶产业的可持续、新常态发展进程，延展产
业转型升级空间。

垦快讯

省农业学校海垦畜牧冠名班招生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人才
本报海口7月13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报

记者7月13日从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畜牧集团）获悉，为解决生猪产
业规模化、现代化快速发展中面临的专业人才瓶
颈问题，该集团与海南省农业学校以校企合作、产
学融合模式开展合作，联合启动海垦畜牧冠名订
单培养班，培养畜牧兽医专业人才。

据了解，2020年度省农业学校海垦畜牧冠名
订单培养班目前已启动招生工作，招收畜牧兽医
专业学生50名。在3年就读期间，学生可免费入
学，免除学费、住宿费和课本费，在前两年可享受
每年2000元的国家助学金，第3年可到海垦畜牧
集团带薪实习。同时，海垦畜牧集团还设立海垦
畜牧奖学金，总金额5万元。该班招生时，学校、
企业和学生家长还将签订用工协议，学生毕业后，
经企业考核合格者，可与企业签订正式用工合同。

中建农场公司完成
352宗未销号“图斑”
核查补正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余晓梅）近日，为
进一步推进“两违”（ 违法建筑、违法用地）整治工
作，海南农垦中建农场公司积极抓好未销号“图
斑”信息核查和补正工作。

为保质保量推进未销号“图斑”信息核查和补
正，中建农场公司在加强垦地协作上下功夫，和属地
政府相关部门密切沟通。近一个月以来，该公司党
委以上率下，公司各部门人员齐心协力，完成了352
宗未销号“图斑”的信息核查和补正工作，占任务的
100％，涉及屯昌、澄迈和定安三个县7个乡镇。

下一步，中建农场公司将进一步积极主动配合
属地政府，构建“两违”管控长效机制，同时进一步落
实相关监督考核和奖惩措施，建立完善考核制度和
通报机制，推动垦地联动“两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举办
主题诗书画影作品比赛

本报讯（记者邓钰）为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
活，打造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努力营造全员参与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浓厚氛围，近日，海南农垦
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商贸
物流集团）工会举办“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作贡献”诗书画影作品比赛活动。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征集到诗作品15首、书法
作品9幅，绘画作品4幅、摄影作品21幅。海垦商
贸物流集团工会成立评审组，对参赛作品进行了评
审，共评出一等奖3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

据悉，本次活动旨在鼓励广大干部职工立足
岗位，勇挑重担，奋发进取，全力推进“我为加快推
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开展，营造创
业干事的良好氛围，激励员工投身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火热实践。

海垦畜牧集团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进生猪产业转型升级

智能养猪的“三笔账”
■ 本报记者 邓钰

“谁说养猪脏乱差，那
都是过去式了！”7 月 13
日，在位于临高县皇桐镇的
海南农垦红华十万头现代
高效仔猪场（以下简称红华
仔猪场），有10余年养猪经
验的技术员张运巧不禁感
叹，在现代化养猪场，养猪
从一件苦差事，变得轻松又
智能。

红华仔猪场是海南农
垦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今年投产的现代化生猪养
殖项目之一。近年来，该
集团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大力推进红华十万头现代
高效仔猪场、儋州30万头
生猪养殖项目、海垦新希
望 30万头生猪生态循环
养殖项目等系列现代化、
智能化、生态化项目，在提
升生猪产能，保障我省“肉
篮子”供应的同时，推进生
猪养殖模式实现从粗放到
精细，零散到规模，污染到
环保的转型跨越。

“过去养猪用蛮力，现在靠科
技。”在红华仔猪场的智能监控室，项
目建设负责人宋隆彪打开智能监控
系统，屏幕上便能马上显示各个猪舍
的动态画面，还能一目了然地了解猪
舍的实时光照、温度、湿度、氨气浓度
等信息。

“各个猪舍里配置物联网设施，
其中包括检测湿度、光照等数据的一
系列传感器，能够实时采集数据，并
传输回智能系统，以可视化表现形式
展示在屏幕上。”宋隆彪介绍，采用信
息技术之后，技术员能够实时监控猪
舍变化，从而实现精准管理，每一环
节都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益。

在员工们心中，红华仔猪场的
“黑科技”远不止物联网智能监控系
统这么简单。在养殖场内，配套齐

全、布局合理，有办公管理区、住宿区
和包括妊娠舍、分娩舍、隔离舍等在
内的养殖区以及饲料区等众多不同
功能区。

“传统养殖方式中，猪住的是简
易的栏舍，而在这它们住的可是‘豪
华智能家居’。”在猪舍外，技术员潘
忠介绍，通过操作猪舍的环境控制系
统，可以自动控制智能水帘、变频风
机等设备，确保栏舍内温度、湿度得
当，空气新鲜，让猪在最舒适的封闭
环境中成长，在做好疫病防控的同
时，品质达到最佳状态。

在智能化的栏舍中，猪可谓过上
了“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传统的
养猪饲喂方式，需要人工加料加水搅
拌之后再投料，而仔猪场中配备了智
能化的自动料线系统，技术员只需通

过中控电脑搭配饲料后，系统便能自
动配置饲料并进行搅拌，并可以定时
定量投放。

“在自动料线系统定时定量投
放的基础上，我们能更便捷地监控
猪的生长情况。”潘忠介绍，比方
说，技术员如果发现某一头猪没吃
完设定好的量就离开，便可进而判
断猪是否生病、待产或其他情况，
及时对症处理。

“利用智慧化、智能化系统养猪，
不仅能省时省力，还能为猪提供最佳
的生长环境，帮助其避免疫病，实现
高效养殖。”作为生猪养殖“黑科技”
的受益者，张运巧深有感触，“比如
说，这样一个年出栏10万头的猪场，
按照传统养殖模式得要200余人管
理，而现在仅需80人就能完成。”

就连清扫猪圈这个传统养猪工
作最耗时费力的环节，在这里都不再
麻烦。在红华仔猪场中，一条生态农
业链条正悄然有序地循环运作着：每
个猪舍都配有自动清粪系统，猪粪从
漏缝板进入专用管道，排入仔猪场配
套建设的污水处理工程项目中进行
环保化处理……

“这链条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
红华仔猪场污水处理工程项目站长王
康奎介绍，项目利用先进的养殖污水
处理系统和处理工艺，能够净化污水，
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
2005），可用于种植灌溉，解决养殖污
水问题的同时，形成有机肥和沼气，发
展立体种养业，建成“猪—沼—胶（草、
果）”“猪沼电”等生态循环模式，实现
立体循环，添绿生金。

单就猪粪便的循环利用而言，便

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堆肥区放入生物
菌，直接将干粪发酵为生态有机肥；
二是让猪粪中的液体通过堆肥区的
沟渠排入沼气池，经发酵处理，形成
有机肥和沼气等。

肥料经过科学配比后，可用于种
植瓜果、牧草等作物。种出来的作物
可添入喂猪的生态饲料。而猪粪所
产生的沼气经过处理，可供应仔猪场
和周边村庄生活生产用电。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难闻的异
味和污染物，实现了农业生产的低排
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王康奎说，按
照理想情况，污水处理工程项目满负
荷运行，可日产沼气1150立方米，脱
硫后用于发电机发电，日发电量约
2000千瓦时，若自用于猪场生产，直
接经济效益约达每年58万元，从而实
现节能减配，综合利用。

算长远账 转型升级 延伸链条

项目落子开花，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

红华仔猪场的投用，意义不
仅在于一个项目的完工，更在于
整个生猪产业发展升级和迭代。

专业人士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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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莫正
群在此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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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推动产业长远发展，海
垦畜牧集团以项目建设为抓手，
推动一批规模化、生态化、自动
化、智能化项目落地，带动产业
升级发展。下一步，该集团将继
续加大力度推动海垦新希望30
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项目建
设，进一步提升生猪产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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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一步保障百姓

“肉篮子”的同时，充实企业“钱
袋子”。

（本报临城7月13日电） 东新农场公司
举办专题业务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晓玲）近日，在
万宁市南桥镇，海南农垦东新农场公司党委举办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专题业务培训班。

培训班邀请高校专家授课。授课专家以自由
贸易港的价值、自贸区和自贸港的区别、海南新定位
新方向、海南新重点新举措、预期发展目标等五个内
容，全方位解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有关政策，并
从基层党组织、国企基层党组织现存主要问题、如何
打造好国企基层党组织等方面，解读了中国共产党
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同时又把党员干部投
身自贸港建设的特色呈现出来。

与会人员通过学习开阔了视野，明白了使命
担当，他们纷纷表示，将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
不断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好海南自贸
港建设的宣传员、践行者。

“垦二代”宋海漫返乡创业，发展电商，助推红毛丹产业发展

果子挂在“云”上卖

■ 本报记者 邓钰

“每一颗果子都必
须经得起检验，不能有
虫，表皮必须鲜艳完
整，没有黑斑，个头也
必须饱满匀称。”7月
13日，在位于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的海
南保亭特色产品商城线
下O2O体验馆，“垦二
代”宋海漫将新鲜红毛
丹进行分拣打包，准备
通过快递运往北京、上
海等各大城市。

作为一名在保亭土
生土长的“垦二代”，宋
海漫对于土地和农业有
着深厚的感情。2013
年宋海漫返乡创业，发
展电商在线上推广销售
红毛丹，并以标准化、品
牌化的经营意识带动当
地红毛丹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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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查看智能化自
动料线系统。

宋海漫采摘新鲜的红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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