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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足球竞赛真人秀《超球少年》
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取景拍摄

生态美景登上体育综艺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洪正星）日前，青

少年足球竞赛真人秀《超球少年》在位于海口市美
兰区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取景拍摄，节目
在展示足球运动的热血与激情的同时，将园区的
生态美景与农耕文化在镜头前充分展现。

据了解，《超球少年》节目在全国多地拍摄，通
过足球聚焦青少年体育文化，集结了来自全国不
同地区、12岁以下的84名少年。节目由知名球
员（教练）范志毅、杨晨、李玮峰、曲波、董路、肖山
等6人作为执教团，带领球员比赛，将通过多轮激
烈的足球对战，最终角逐出冠军队伍。值得一提
的是，琼中女足也是参赛队伍之一。

而此次真人秀节目在海口录制，邀请知名
足球名宿杨晨、曲波，央视名嘴韩乔生，演艺明
星武艺、伍嘉成、曹颖等参加。琼中女足也受到
邀请，由主教练肖山带领女足U12梯队队员参
加节目录制。除了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外，节目组还在五源河体育场以及海南华侨中
学观澜湖校区取景拍摄，录制10月1日开始，8
日结束。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9月，节目组就已在园区内“踩点”，先后参观
了农业梦工厂、玻璃温室大棚、生态热带新果园等
项目，结合节目主题，制定拍摄计划，并最终于中
秋国庆双节期间于园区拍摄。园区积极配合节目
组录制拍摄，并从场地保障、人员配合方面给予支
持，并以此契机规划“文旅+体育”业态，增加园区
体验的丰富性。

2020海南虹吸壶咖啡师冠军邀请赛
在澄迈收官

海垦母山咖啡豆
入选赛事用豆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2020海南虹吸壶
咖啡师冠军邀请赛在澄迈县福山镇收官，参赛选
手任意选择产于海南地区的罗布斯塔（中粒种）咖
啡豆用作比赛用豆。其中，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母山咖啡豆，凭借其咖啡浓
郁香醇、回甘持久的独特品质成为咖啡赛事用豆，
广受选手和评委的喜爱。

据了解，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共有来自
省内各市县的24名咖啡师参加。参赛选手可选
择产于海南产区的罗布斯塔（中粒种）咖啡豆做比
赛用豆。初赛第一轮，24名选手经过比拼产生12
强；12强经过比拼产生6强决赛选手。6强选手
则经过第三轮决赛，产生冠、亚、季军等。

本赛事目的在于组织我省咖啡技能人才，进
行互动、交流、学习、竞赛，共同探讨海南罗布斯塔
咖啡的虹吸壶冲泡技巧；通过比赛进一步提升海
南咖啡从业人员的咖啡冲泡技术水平，擦亮海南
咖啡这一亮丽名片。

岭门农场公司完成
“两违”图斑核查补正工作

本报椰林10月1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陈礼洪）海南日报记者10月12日从海南农垦岭
门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完成核查补正未销号图
斑共779宗，违法用地面积67384.84平方米，违
法建筑面积68057.15平方米，100%达成核查补
正图斑任务。

据了解，该公司采取垦地联动机制，联合陵
水黎族自治县光坡镇人民政府、岭门居，成立了
岭门辖区“两违”整治工作组，对“两违”整治开
展图斑核查和收集材料等工作。依照文件要
求，工作组对未销号图斑逐一核查，收集违建当
事人或单位的身份证、户口簿、单位营业执照等
相关材料，进行分类填报，并录入省“两违”图
斑摸底调查系统。

此外，该公司认真做好“两违”整治处置过程
中的风险防范工作，逐一梳理风险点，逐宗制定风
险评估和防范预案，积极采取措施，消除潜在的不
稳定因素。

下一步，该公司将加强网格化巡查，落实“零
报告”制度，配合当地加强新增“两违”的防控工
作，确保“两违”零增长。

东昌农场公司举办
场志编纂工作培训班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
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海垦东昌农场公司举
办场志编纂工作培训班，以提高场志编纂人员
的工作水平和业务能力，推进场志编纂工作取
得新进展。

培训班由专人讲解了场志的篇目设置、记述
载体、资料收集、图片选用标准等内容。场志编纂
工作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充分利用素材，大力
提倡创新，突出地方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确保场
志编纂整体质量的提高。

据悉，该公司编纂场志时间段为1952年2月
至2020年12月。编纂内容涵盖地理、经济、政
治、文化、军事等方面。为确保场志编纂工作顺利
开展，该公司加强组织领导，出台工作方案，完善
工作机制，明确责任、细化任务，提出了领导到位、
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的“五到
位”要求。

该公司场志编纂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场志编
纂骨干和各部门、各分公司负责人等参加了培训。

海垦龙江农场公司引导职工群众抱团发展，推动大岭苗木产业升级壮大

焕新老字号“苗”绘新图景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陈少波

“苗木换个方式种，便
实现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
展，市场变大了，销路更广
了。”10月 12日，在位于白
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大岭
居的海南农垦龙江农场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农场
公司）大岭热带水果精品苗
木培育产业园里，职工庄晶
源弓着腰，细细查看地头里
马来西亚1号波罗蜜苗木的
生长情况。

时值初秋，基地里依旧
生意盎然，波罗蜜、芒果等
苗木竞相生长，绿意葱茏。

庄晶源是土生土长的
大岭人，更是一个“苗三
代”。他不仅是基地的种
植技术负责人，更是远近
闻名的种植大户。在他眼
里，苗木种植，是大岭人的
发家产业，而这几年来，在
龙江农场公司的引导带动
下，大家纷纷抱团发展，让
大岭苗木转型发展，闯出
一条发展新路。

海垦企业立足需求增加产品特色，增强旅游体验

“垦旅游”孵化更多打卡新去处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邢增慧

“帮我在花海里拍张照
片，我要发朋友圈‘打卡’。”
近日，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中粉黛乱子草爱心广场，
柔软的粉黛乱子草在风中
轻轻摇曳，花海中荡起层层
粉色波浪，为这个秋天增添
了一片粉色的旖旎梦境。
海口游客张娇走入其中，情
不自禁驻足拍照留念。

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
“双节”假期中，不少群众
外出游玩，我省旅游迎来
了火热的黄金周。作为国
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后的首
个长假，百姓的出行需求
集中释放，旅游市场进一
步被激活。

抢占“双节”旅游市场，
海南农垦各企业纷纷出招，
在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通过打造文体产
品新亮点，增添“打卡”新去
处，升级服务新体验等举
措，进一步吸引旅游客源，
改进旅游产业和服务，推动
产业提档升级。

一片苗木
带富一方百姓

起于苗木，兴于苗木。说起大岭
苗木，不仅在省内，甚至在周边省份
以及东南亚国家，都是一块响当当的
牌子。名声在外的大岭苗木，一度有
多火？

“有历史、有积淀、有技术，大岭苗
木品牌可谓是老字号招牌。”龙江农场
公司董事长助理、经营管理部部长焦
俊介绍，早在20世纪50年代，原大岭
农场看中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雨
水充沛等优势，在当地开展专业性橡
胶选育种工作，并根据发展需求，选育
芒果、油梨等数十种水果及经济作物
种苗，积累了深厚的技术基础。

然而随着海南农垦机构改革，原
大岭农场已不复存在，且在20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大岭苗木的科研功能
逐步消失。一些种苗研究及生产队伍
散落到各个生产队，大多由职工自发、
分散地从事种苗生产。苗木种植也因
此成了当地职工群众的看家本领。

焦俊说，经过60多年发展，从全
省来看，大岭是数得上的苗木老产区，
不仅品种多，而且规格全。粗略估计，
仅在大岭地区，从事苗木种植生意的
家庭就有500多户，有整套从苗木培
育、种植到销售的队伍。

大岭苗木的客户群覆盖全省各
地，畅销广东、广西、云南等周边省
区，大岭苗木还走出国门，卖到了缅
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一到苗木

交易旺季，天天都有装满一摞摞苗
木的外地牌照卡车来来往往，从偏
远的大岭将苗木运送到各地。”焦俊
回忆称，大伙忙起来的时候，既搞生
产，又做销售，在田间山头和人谈生
意，“不少职工群众靠着苗木种植，
腰包鼓了起来。”

一次抉择
更新一种思维

在繁华的背后，也隐藏着发展变
革的危机。

焦俊说，实际上，“小、散、弱”一直
是阻挡大岭苗木产业进一步发展的桎
梏。近10年来，全国各地苗木种植纷
纷兴起，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逐渐凸
显。此外，随着消费升级等因素，市场
需求也越发错综复杂，过去单靠低端
苗木也能“稳赚不赔”的景象不复存
在，精品苗木需求量越发增大。

伴随而来的则是苗木行情整体下
滑，价格下跌，导致种植苗木的农户收
入也跟着大幅度减少。人们意识到，
传统方式很难再有市场。“市场的变
化，对生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包括
能否把握市场品种需求，以及能否规
模化、精品化生产等。”焦俊说，对于大
岭苗木产业而言，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要转型，怎么转？难题摆在将传
统苗木种植作为支柱产业的大岭人
面前。

焦俊介绍，经过农垦机构改革，龙
江农场公司接管原大岭育种站，公司
决定挖掘整合当地人才、土地、市场等

苗木种植产业资源，以企业作为市场
主体，打造科技化、规模化的苗木产业
园区，引导职工群众抱团发展，打造品
牌，壮大升级大岭苗木产业。

建设大岭热带水果精品苗木培育
产业园成为发力转型的第一步。龙江
农场公司计划分两期投资4580万元，
将产业园建设成为集种苗引进、种苗
培育、种苗科研、种苗推广、种苗示范
种植和农业休闲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农业产业项目。2019年年底，
产业园一期动工建设，采用边建设边
投产形式，已于今年年初成功销售10
万株精品苗木，销售额近50万元，预
计年内能培育精品苗木百万株。

同时，龙江农场公司还成立专业
化的大岭苗木公司作为子公司，专职
负责拓展苗木产业。

“时代变了，单打独斗可闯不出
名堂。”庄晶源得知苗木公司成立的
消息后，立即以技术和销路优势入
股，并应聘成为技术管理人员。在他
眼里，这一次抉择，不只是从个体老
板到企业员工的身份转变，背后更是
一种发展思维的更新，“一个人闯市
场，没规模、没话语权，而在企业，能
够依靠大平台，让大岭苗木在市场打
出品牌。”

一条新路
激活一个愿景

跟着企业抱团干，大岭苗农们闯
出一条发展新路子，也激活了发展的
新愿景。

“在苗木种植上，专业化、标准化
和品牌化才是当下的发展方向。”大
岭苗木公司副经理陈宇表示，企业成
立后，不仅带领大伙规模化发展，壮大
苗木种植产业，更肩负着探索市场导
向，打造强势品牌的任务。

“和过去大伙集中种植一种苗木
品种不同，如今我们常到各地市场调
研，了解市场需要的品种和预期将会
畅销的品种，再引导职工群众种植，并
抱团找销路。”陈宇说，该公司将通过

“农场公司+苗木公司+专业团队（农
户）+员工”的模式带动多人在种苗种
植基地务工和发展苗木种植产业，并
将以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为导向，
进而潜移默化影响并改进大岭原有的
苗木生产结构，逐步培育标准生产、规
模布局的工厂化育苗新模式，并计划
拓展观赏绿化苗、经果林苗、用材苗、
花卉、盆景和草坪地被等多类苗木，扩
展发展空间。

如今，苗木种植户尝到了转型发
展的甜头。市场份额没少，赚到的钱
更多。最为关键的是，通过产业结构
的及时调整，激发了苗农的种植热情，
促进了苗木产业的发展。

下一步，龙江农场公司将以市场
需求为导向，建设4个现代化育苗大
棚，并配套建设智慧农业系统；开设
民宿、房车营地、热带水果科研区等，
打造从种苗培育、引进到加工、销售
的全产业链，实现生产、生态、生活同
步，农旅融合发展的热带水果苗木培
育产业园。

（本报牙叉10月12日电）

近日，俯瞰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海垦龙江农场公司大岭热带水果精品苗木培育产业园。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近日，在大岭热带水
果精品苗木培育产业园，职
工在管护苗木。

打卡新去处 吸睛又吸金

10月以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
公园种植的景观植物粉黛乱子草盛
开，在阳光下形成迷人的粉色雾状花
海，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观赏游玩。

“不需要高超的摄影技术，只要人
站在花海之中，拿手机一拍就特别梦
幻。”得知海口有这么一处粉色花海，
游客王欣专程和朋友前来“打卡”。她
们穿着文艺范十足的红色长裙，头戴
草帽，在花海中摆着各种姿势，拍得不
亦乐乎。

“为了方便游客们‘打卡’留影，
我们专门在粉黛乱子草种植区域设
置了步道和爱心拱门，丰富游客的拍
照场景。”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市场营销管理人员洪正星介绍，粉黛
乱子草因独特的盛开景致，近年来成
为风靡网络的旅游新宠。为此，园区
专门引种该植物，打造出新的网红

“打卡”点。
“可以说效果显著。国庆期间，

我们的入园量稳定上涨，其中大部分
游客都会专程到花海来游览。”说起

“双节”假期景区的客流表现，洪正星
介绍，比起二三月时“惨淡”的入园
量，景区人气“旺”起来了，入园量和
消费量超越往年同期水准。根据粗
略统计，10月1日至8日，园区接待
游客量破9万人次，“我们感受到了，
旅游势头在强劲复苏。”

这股“暖流”出现在海南农垦多
个景区和休闲游体验点。同时，海南
农垦各大企业瞄准“双节”市场以及
秋冬旅游市场，争相打造文旅产品新
亮点，迎合市场需求，建设各类“打
卡”新去处，达到吸睛又吸金效果。

服务新体验 开心又舒心

“定向运动特别有趣，是极佳的
亲子出游方式，不仅能在运动中和大
自然亲密接触，还能培养孩子的团队
精神。”日前，在位于儋州市雅星镇的
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游客王艳和家人
一起参与了景区举办的定向赛。她
高兴地说，在定向运动中，家长和孩
子在互动中享受欢乐时光。

定向赛的成功举行，得益于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
规划多样活动，提供服务新体验。

“今年年初，我们利用防疫的空
档期，进行园林绿化、开辟步道、平整
杂草等小景观建设。今年，景区还计
划建设环山栈道、百果园、民宿及农
庄，并申报国家4A级景区。”石花水
洞地质公园景区经理洪莉云说，在基
础设施进一步完善后，景区将思索如
何提升服务品质，寻找旅
游市场新的经济增
长点，“举办定向
赛，是我们探索

‘体育+旅游’
业态的一次尝
试。游客来
这里，不仅可
以了解地质

知识，欣赏独特地质景观，更可以尝
试以竞赛的方式‘玩’景区。”

业内人士认为，定向运动体验性
强，趣味性丰富，入门难度不高，体验
层次丰富，是拓展“体育+旅游”的绝
佳项目。景区可围绕其设计出多样
文旅服务产品，打造综合开发模式。

通过丰富产品，提供服务新体验，
让游客玩得开心的同时，各海垦企业
还开展旅游业线上线下同步营销，推
出线上预售、景区套票和医务人员一
年内免费入园等优惠活动，并加强疫
情防控和服务保障，让游客玩得舒心。

“假期我们员工不放假，全力做好
保障工作。”洪正星说，为迎接上涨的
客流量，园区进一步落实好防控举措：
游客须测量体温并扫描健康码才可入
园景区采用“无接触”式消费；园内各
岗位都配备防疫物资，并制定了应急
预案，保障游客安全健康出游。

市场新表现 提振又提质

“我们注意到‘双节’假期中，消
费群体以自驾游、亲子游的散客群体
为主，占总数将近8成，跟团游等形
式较以往大幅度减少。”洪正星说，企
业要注意到消费群体的变化，及时规
划、推进业态提质。

业内人士认为，目前，我省旅游
市场主要客群集中在自由行和亲子
游中。想要抢占先机，企业必须抓住
这部分游客的心。

“我们必须注意到，疫情改变了
游客的旅游心理需求和观念，传统低
价跟团游市场逐渐萎缩。”海南农垦
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石向荣表示，现在游客更加青睐品质
化、个性化的定制游、主题游等。

众多海南农垦旅游企业表示，
应紧抓时机，并总结“双节”旅游市

场经验，提前谋划，加快产品
和服务创新，挖掘特色，

打差异化文旅产品，
为抢占秋冬以及春
节黄金周旅游市场
做好准备。

（本报海口10
月12日讯）

近日，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市民游客在花海中拍照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