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现商机 百香果好种 良苗很难找

海垦故事励人心

海南农垦题材电视剧
《天涯热土》入围金鹰奖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第30届中国电视
金鹰奖入围名单公布，网络投票环节同步开启。
海南日报记者7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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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南农垦题材电视剧《天涯热土》入围本届金鹰奖最
佳电视剧竞赛单元。

据了解，本届金鹰奖设置了最佳电视剧、优秀
电视剧、最佳电视综艺节目等奖项。共有529部
作品参评，其中电视剧159部。《天涯热土》通过层
层筛选，入围最佳电视剧竞赛单元。

据了解，《天涯热土》是我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的重点精品文化项目。该剧由中央电视
台、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艾沃影业（海南）有限公司、北京中视和金文化传
媒有限公司出品，全剧共36集，曾先后在中央电
视台一套和八套播出，受到观众喜爱。该剧讲述
了以海南农垦人为代表的建设者们奋力拼搏，书
写橡胶传奇的动人故事。

此次《天涯热土》入围金鹰奖，受到我省文艺
爱好者和广大海南农垦职工群众的热切关注。广
大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可于7月18日晚上至8月
18日，在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官网、中国文艺
网等多个网站平台设置的投票跳转通道，为《天涯
热土》及自己喜爱的作品投票。

金鹰奖组委会将在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网络
投票结束后，组织业界专家对参评作品进行遴
选。最终评选结果将于今年10月在长沙举办的
第13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上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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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科学院集团与海大
园艺学院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深化产学研合作
本报海口7月20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王章）7月16日，海南省农
垦科学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科学院集团）与海南大学园艺学院
在海口签订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科技战略
合作关系，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联合开
展战略研究和进行产业开发，实现优
势互补、合作共赢。

据悉，海垦科学院集团与海南
大学园艺学院将在共建园艺学科、
产学研创新实践教学基地及学位点
建设，联合培养本科生及研究生，
合作开展科学研究等方面开展具体
合作。

双方达成共识，将建立紧密型合
作关系，深化校企融合、促进产学研融
合，实现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积极探
索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背景下，建
立校企合作新体制、新模式，加快农业
科技成果的应用与转化，提升学生创
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助推产业升级和
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签订协议当天，双方相关负责人
还共同为海南大学园艺学院实践教学
与就业基地揭牌。

海垦茶业集团
第105家专营店开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倩）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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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家专营店在海口市秀
英区万达广场开业。

在专营店内，消费者可以购买到海垦茶业集
团旗下5大品牌（“白沙绿茶”“白马岭”“金鼎红
茶”“南海”“瑞军潭”）的数十款茶叶产品。店内所
有茶叶产品均由海垦茶业集团统一设计包装，产
品外包装上均印有统一的“HSF海垦茶业”标识。

据介绍，海垦茶业集团是海垦集团启动实施
“八八”战略后组建的。海垦茶业集团组建后，多
措并举推进海南农垦茶产业做大做强，“百城千
店”计划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制定的。在实施

“百城千店”计划的过程中，海垦茶业集团通过开
设统一形象、统一标识的海南农垦茶业集团专营
店，销售旗下系列产品，持续扩大海垦茶叶产品在
岛内外的市场影响力。

据了解，海垦茶业集团组建以来，积极组织下
属企业“抱团”闯市场，并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百城千店”计划，开设线下专营店，同时在天猫、
京东、苏宁、微店等线上销售平台开设专营店铺，
形成“线上+线下”的营销模式。

海垦好货销四方

八一总场公司铁皮石斛
俏销扶贫集市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颜飞 郑鹏）7月
16日，由儋州市雅星镇政府主办的2020年“爱心
扶贫”大集市活动在位于该镇八一居的海南农垦
八一总场公司（以下简称八一总场公司）龙门广场
举行。活动现场，八一总场公司工作人员带来的
铁皮石斛受到消费者热捧，当地扶贫干部和普通
市民纷纷购买。

据了解，此次“爱心扶贫”大集市活动汇集了
儋州各镇建档立卡贫困户及涉贫企业、农业专业
合作社生产的特色农产品，扶贫农产品种类丰
富。在活动现场，八一总场公司展出的铁皮石斛
系列产品销售火爆，当天线上线下共完成交易额
3.8万余元。

海垦脱贫攻坚题材微电影
《多来蜜》定安开拍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宋宛阳）日前，由
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出品、海
南日报报业集团新媒体部拍摄的微电影《多来蜜》
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海南农垦南金农场公司
（以下简称南金农场公司）开机拍摄。

据悉，该影片以“脱贫攻坚”为主题，以南金农
场公司职工朱海安夫妇通过种植波罗蜜脱贫致富
的事例为创作原型，讲述了该农场公司发挥党建
引领作用，带领职工发展波罗蜜种植产业，推动公
司辖区贫困户全部脱贫的感人事迹。

据了解，近年来，南金农场公司将产业扶贫
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以增加公司辖区贫
困户收入为核心，大力发展波罗蜜、蜜柚、红心
芭乐等特色种植业，打造出近万亩标准化波罗
蜜种植基地，同时还专注发展波罗蜜精深加工
产业，引入生产线，生产波罗蜜冻干、果浆等产
品，并与上海、江苏、浙江等地企业合作研制波
罗蜜饮品、糕点等，延伸产业链。据统计，该公
司累计带动678名转（下）岗职工再就业，辖区
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海垦科学院集团转变思路布局百香果种苗产业

“苗”准新商机 发展赢先机

■ 本报记者 邓钰

“别人卖果，我们卖苗，
培育种苗不仅周期短、见效
快，而且不愁销售，效益还很
高。”7月20日，在位于保亭
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的保
亭海宝绿洲农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宝绿洲公司）百
香果种苗种植基地大棚里，
职工潘飞燕忙着给一株株蓬
勃生长的百香果种苗浇水、
施有机肥。她种植百香果种
苗的时间不足一年，却对这
个行业充满信心。

据了解，海宝绿洲公司
是海南省农垦科学院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科学
院集团）下属企业。近年来，
随着海南农垦改革不断推
进，海垦科学院集团依托人
才、科研等优势，积极调整产
业结构，紧盯市场空白，带领
下属企业发展百香果、红毛
丹、波罗蜜等种苗培育产业，
产业发展实现提质增效。

近年来，百香果因其独特的风味
及高营养价值，受到消费者青睐，成
为市场新宠。尤其是黄金、满天星等
百香果品种，市场价可达每斤 10
元。可观的经济效益、较低的种植难
度，让百香果成为许多农户发展产业
的优先选项。

“海南种植百香果有气候优势，
如果管理得当，挂果期可达 10 个

月。”屯昌县枫木镇的百香果种植户
赵东辉介绍，百香果种植期短，种下
一年就可收获，是极佳的经济作物。
然而，在百香果种植产业如火如荼发
展的同时，有个难题一直困扰着他。

“种苗质量决定百香果的产量。如果
种苗不好，百香果植株就容易出现根
腐、茎腐或患炭疽病等，影响百香果
的收成。市场上好的种苗很难找。”

赵东辉的话，道出了许多百香果
种植户的心声。“百香果产业发展迅
猛，然而省内百香果种苗培育市场发
展滞后，缺乏专业化、规模化、品牌化
的种苗供应方。”海宝绿洲公司百香
果种苗种植大棚负责人邢益宝介绍，
公司做市场调研发现，目前我省百香
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仅在保亭种植
面积就超过6000亩。然而种植户多

从外省购买百香果种苗，且买来的种
苗质量参差不齐，一些地方种出的百
香果产量低、果型差，打击了部分种
植户的生产积极性。

看中百香果种苗产业的发展前
景，海垦科学院集团决定抢抓市场机
遇，引导下属企业规模化、标准化培
育百香果种苗，补齐我省百香果产业
链短板。

去年12月，在海垦科学院集团
部署安排下，海宝绿洲公司开始发展
百香果种苗培育产业。

“要培育出好的百香果种苗，得
费一番功夫。”邢益宝说，百香果种苗
培育虽然周期短、见效快，但技术含
量较高，标准也较为严格。要保证百
香果种苗质量，不仅要确保苗源品种
纯、品质佳，还要做好种苗脱毒、培育
场地消毒等工作，每一个环节都不能

大意。
为此，海宝绿洲公司依托海垦科

学院集团科研力量，组织职工前往多
地考察百香果种苗培育项目，筛选并
引种良性母本，做好脱毒处理，并派
出技术人员前往福建等地学习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确保培育的百香
果种苗品质好、成活率高。

“不同于目前市面上普通的百香
果扦插苗，我们所培育的是嫁接苗。”

邢益宝介绍，扦插苗虽然具有挂果
早、挂果多等特点，但其根系入土浅，
成活率不高。嫁接苗具有根系发达，
吸水吸肥能力强，耐旱、抗病能力强
等优点，整体而言品质更佳。“我们对
百香果种苗进行病毒检测，层层把
关，确保种苗安全无毒，成活率高。”
邢益宝说。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宝绿洲公司的
百香果种苗种植基地走访发现，这里

全封闭式网化母本棚、嫁接棚、智能温
控棚等现代化农业设施一应俱全。

“大棚里尽是‘黑科技’，配备了
补光灯和降温水帘，确保百香果种
苗在舒适的环境中生长。而且所有
职工进出大棚都要洗手消毒，做到
不带细菌入场，以免影响种苗生
长。”潘飞燕说，在该种植基地，每名
工人都熟练掌握规范化、标准化的
种苗培育流程。

今年以来，海宝绿洲公司培育的
百香果种苗一直供不应求，不仅在保
亭本地销售，还销往全省各市县。

邢益宝算了一笔账，今年以来，
该公司陆续培育销售了约30万株百
香果种苗，单株苗售价8元至10元，
销售收入不少于240万元。

“以前光靠割胶月收入不足千

元，现在可以白天割胶，下午过来
基地帮忙管理百香果种苗，一个月
下来收入能增加不少！”海宝绿洲
公司的贫困职工王照释很满意现
在的工作。他说，在种苗种植基地
务工，不仅学到了技术，还增加了
收入，自己对未来生活充满信心。

据介绍，海宝绿洲公司目前通

过“公司+基地+贫困职工”的模式带
动20余人在种苗种植基地务工，让
他们参与种苗芽接和田间管理工
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

“下一步，我们计划培育大百
香果种苗，进一步延伸百香果种苗
产业链条，带动建档立卡贫困户
（职工）增收。”邢益宝表示，明年，

该公司计划扩大百香果种苗培育
规模，培育100万株脱毒健康嫁接
苗，带动更多普通农户和建档立卡
贫困户（职工）增收，在助力海南

“果篮子”建设的同时，让百香果成
为更多职工群众的“脱贫果”和“致
富果”。

（本报保城7月20日电）

主动出击 引种育良苗 开拓新市场

丰产增收 种植效益好 职工收入增

本报那大7月20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胡建南）海南日报记者7
月20日从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旅游集团）获悉，为
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该集团近
日已出台《关于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
实现农垦旅游业快速发展的暂行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从加快重大
旅游项目的引进与景区景点的建设，
积极发展旅游新业态及打造支撑海
垦旅游产业协同发展的综合服务平
台等方面进行布局，整合海南农垦旅
游资源，推动海南农垦旅游产业转型
升级。

根据《方案》，在加快重大旅游项
目引进与景区景点建设方面，海垦旅
游集团将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的旅
游品牌入驻，并加快现有旅游项目建
设步伐，加快实现海垦4A级甚至是
5A级景区“零的突破”，集中力量建
设莲花山氡泉温泉森林养生文化景
区，使之成为我省西部、农垦首个4A
级景区。

同时，海垦旅游集团将对接各兄
弟单位，通过规划引领、项目策划、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引导各农场公司
发展旅游项目，融合各农场公司的优
势产业，形成“旅游+优势产业”的发

展新格局。
在发展旅游新业态方面，《方案》

提出，要发展“海陆空养演”5大旅游
业态，即海上旅游、陆地旅游、空中旅
游、养生旅游和演艺旅游，有针对性地
开发温泉养生和富硒农业养生等系列
旅游产品和服务，打造“垦旅养生”金
字招牌，进一步创新产品，提升服务，
深挖海南农垦旅游产业发展潜力。

在搭建支撑旅游业协同发展的
综合服务平台方面，《方案》提出，海
垦旅游集团将着力打造海垦旅游线
上线下一体化旅游综合服务平台，开
发生态观光类、文化体验类、休闲度

假类、禅修养生类、免税购物类旅游
度假产品和旅游服务项目。

同时，《方案》明确，要着重在人才
队伍建设方面发力，一方面海垦旅游集
团将不断优化人才队伍结构，大力引进
海上旅游、景区运营和酒店管理等领域
专业型人才，同时用好人才，让人才在
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找到合适的岗位，才
尽其用。另一方面，该集团还计划建设
农垦旅游专业人才培训中心，整合旅游
人才资源，加大培训力度，加大人才输
出力度，为海南农垦旅游业发展提供人
才支撑，成为支持农垦各兄弟单位旅游
业发展的人才输送地。

海垦出台实现旅游业快速发展暂行方案

加快建设新景区 激活旅游新业态

大力引进海上旅游、景区
运营和酒店管理等领域专业型
人才。打造农垦旅游专业人才
培训中心，加大人才培训力度，
加大人才输出力度

主要措施

加快重大旅游项目引进与景区景
点建设，加快实现海垦 4A级甚至是 5A
级景区“零的突破”，集中力量建设莲花
山氡泉温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

发展“海陆空养演”5
大旅游业态，即海上旅
游、陆地旅游、空中旅游、
养生旅游和演艺旅游

打造海垦旅游线
上线下一体化旅游综
合服务平台

7月20日，在保亭海宝绿洲农业有限公司百香果种苗种植基地大棚里，职工正在培育百香果种苗。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