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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寻机创业
建设文昌鸡产业园

“80后”何敦富在海南农垦东昌农
场公司长大，见惯了职工在田间劳作。

“虽然大学时没有就读于农业相
关专业，但我对农业一直有种亲切感，
也支撑我最终走上农业创业路。”何敦
富说，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陆续在
深圳和厦门的医疗企业工作，积累了
丰富的市场开拓和企业管理经验。

“有了经验后，自然渴望能闯一
闯。”2013年，何敦富在厦门创业，开
设海南传统“打边炉”主题的餐饮门
店，成功在当地闯出一片天地，多家连
锁门店相继开业。

2018年前后，他在和深圳“四季
椰林”椰子鸡火锅餐饮企业负责人的
交流中了解到，为保证菜品口味和食
材新鲜，该企业常在海南各地采购正
宗文昌鸡，运送到广东惠州屠宰加工，
再配送到深圳门店。

对市场的敏感让何敦富察觉到了

商机。“原产地分散采购、异地加工配
送，周转成本高，且货源不够集中稳
定，不利于把控原材料质量。”何敦富
说，交流后的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作
在海南建设文昌鸡养殖加工产业园，
实现规模化养殖、屠宰保鲜包装、冷链
配送一体化。

说干就干，何敦富陆续走访文昌、
海口多地选址，最终决定回乡打造产
业园。“这里的橡胶林十分适合发展林
下生态养殖，还有远离居民点和饮用
水源的连片土地可以建设加工车间。
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发展产业为家乡
做点事。”他说。

2019年，何敦富投资千万元注册
成立海南四季椰林农牧有限公司，并
在当地政府和东昌农场公司的支持下
建设起集繁育、养殖、屠宰、加工等功
能的四季椰林文昌鸡产业园。

前店后厂模式
打造智能生产链条

如今，四季椰林文昌鸡产业园一

条生产线已投产。产业园中生态散养
区、屠宰车间、育肥区、孵化场等功能
区分布有序。

茂密的橡胶树荫下，三五成群的
文昌鸡或在觅食，或悠然踱步，员工周
彩映端出满满一筐有机饲料，鸡群立
即扑腾着围上来。

“这里可比自家养鸡要求高多
了。”周彩映介绍，产业园里的鸡苗
都是“根正苗红”的正宗文昌鸡，用
专门调配的有机饲料喂养，在胶林
下散养后再送入育肥区笼养。喂料
量、养殖育肥天数等都有严格标
准。“养出来的鸡个头均等、皮薄肉
紧，唇齿留香！”

在周彩映看来，园区里处处都
有“黑科技”，屠宰车间中的肉鸡屠
宰自动化智能生产线最令她惊叹。

“不像人工杀鸡费时费力、血污满
地，机器不到一分钟就能完成宰杀、放
血、脱毛等工序，产生的血污集中排
放，并统一进行环保处理。”周彩映说，
车间中流水线运转经电晕、放血、热
烫、脱毛、开膛、清洗、排酸预冷等多道

工序，屠宰干净的鸡不仅没有一丝杂
毛，且鸡皮完好无破损。

据介绍，该生产线在满负荷情况
下一天可屠宰2万只活禽。“文昌鸡宰
杀后，员工按标准进行切配装盒，机器
自动冲入氮气封装后进入亚过冷保鲜
库存放，配送时可直接送入冷链物
流。”何敦富介绍，繁杂的工序，就是为
了保证鸡肉的新鲜和口感。

“我们用‘前店后厂’的模式订
单化生产，经过检验检疫，所有文昌
鸡屠宰加工后直送各大椰子鸡门
店。满足高品质原材料供应，也保
证产品的销路稳定。”何敦富表示，
下一步产业园规模还将进一步扩
大，他们还计划完善上游饲料加工、
有机农作物种植，以及下游肉鸡产
业深加工等配套建设，用一只“鸡”
带出一条产业链。

发展带富乡邻
打造知名产业品牌

随着产业走上正轨，海南四季椰

林农牧有限公司带动诸多周边群众参
与发展文昌鸡产业。目前产业园已成
为大坡镇产业扶贫基地和海南东昌农
场公司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吸纳了60
余名周边群众就业，其中10余名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

“在这里工作工资高，还能学技
术，照顾家人，很满意。”翁书环今年上
半年进入产业园务工，每个月能有三
四千元工资。

“文昌鸡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
间。”何敦富说，下一步，公司将依据

“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特产
富农”的要求扩大养殖规模，建设大型
货源供应基地，在满足“前店后厂”供
应的同时打造线上宣传、销售渠道，进
一步扩展销路，打造品牌。

此外，该公司将采取统一提供鸡
种苗、统一提供饲料、统一提供防疫设
施、统一提供技术、统一销路的“五统
一”管理，带动更多周边职工群众抱团
发展，同时确保年出栏文昌鸡1200万
只以上。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 本报记者 邓钰

胡椒粒装麻袋每斤能卖20多元，打造品牌装进
调味瓶里半斤就能卖60多元甚至更贵；白沙红橙的
田间收购价只有每斤三四元，品牌化打造后10斤装
每箱却能卖到148元……近年来，随着品牌建设工
作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品牌故事在海南农垦内
外传播开来。

然而品牌建设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高瞻远瞩地
规划和持之以恒地投入。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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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正启动品牌整合工作，对
旗下八大产业板块的所有品牌使用情况及产品和服
务体系进行详细摸底，力求梳理出主力品牌，进一步
提升海南农垦品牌形象、细化品牌管理体系，让品牌
化成为海垦产品市场突围的利器。

据了解，在常年发展中，海南农垦积累了丰富的
品牌资源，除拥有大量土地资源外，还具有人员组织
化程度高的优势，尤其是在天然橡胶、荔枝、芒果、凤
梨、龙眼、波罗蜜等热带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和产量方
面，在省内占有较大比重，需通过合理的规划和布局，
较快地推进农产品的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

近年来，海南农垦各大企业充分意识到品牌建设
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纷纷发力品牌打造并取得显著成
效。目前，海垦控股集团旗下天然橡胶、热带水果、茶
业、热带作物和草畜养殖等八大产业板块已有各类品
牌（商标）148个。

在如火如荼的品牌建设工作中，海南农垦也面临着
商标品种多、同质化程度高、销售渠道不集中、市场知名
度有待提高等诸多局限。尤其表现在，海垦控股集团旗
下品牌不少，但有含金量的知名品牌和龙头品牌不多。
加之未建立完善的企业品牌体系，缺少具有较大市场影
响力和消费者认知度的企业品牌，导致各农场公司的产

品流入市场后竞争力薄弱，如同“散兵游勇”，难以发挥
出“1+1>2”的聚合效应。

为此，海垦控股集团启动品牌整合工作，目前已
确定了“以‘HSF海南农垦’作为海垦集团一级品牌，
规范使用管理，由集团授权后方可使用；海垦集团二
级企业的品牌的设立和使用，由集团相关部门审核，
分管领导审批后方可执行”的整合指导思想。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要求下属企业要根据集团的
品牌规划，结合现有主力品牌现状进行品牌整合，结
束品牌分类无序、“各自为战”的状态；建议通过招标，
引进第三方咨询公司，对集团进行系统的品牌战略规
划，完成海南农垦品牌咨询规划和海南农垦CIS品牌
设计等工作；建议通过打造品牌形象店，统一渠道对
海南农垦产品进行线上线下品牌宣传和销售。海垦
集团总部各部门则需做好服务、积极配合，全力支持
海南农垦品牌整合与推广工作。

海垦控股集团还将根据各子品牌的产品品类、属
性及产地等特色，开发出对应消费场景的组合产品。
如将产地相邻的产品组合成区域旅游伴手礼“北纬18
度的礼物”，作为与旅游相关的产品；如将母山咖啡与
白马岭红茶组成“品香组合”；将同季节上市的热带水
果组成“花果飘香”礼盒；将新中柠檬与白马岭蜂蜜组
成“酸甜滋味”产品组合；将肉类产品组合成“海岛营
养大礼包”等产品组合进行品牌推广。

此外，海垦各企业还充分意识到文化是品牌的灵
魂，消费者购买产品，除了受产品的功效和质量影响
外，还受产品的文化品位影响。“农产品市场是一个高
度同质化的市场，在农产品的品牌推广中加入文化的
内容，能有效提升品牌的价值。”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在品牌打造过程中，集团各企业还将进一
步挖掘海垦品牌历史，加大媒体宣传力度，讲好海垦
故事。

（本报海口10月19日讯）

海垦优品淘宝直播开启
垦区优质特色农产品齐亮相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慧）10月16日
上午9时间，海垦优品淘宝直播活动火热开启，这
也是海垦优品今年9月入驻淘宝商城以来的直播
首秀。活动中，海垦香小站稻、海垦茶等众多海南
农垦特色品牌的优质农副产品亮相直播间。

据了解，海垦优品淘宝店由海南农垦商贸物
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商贸物流集
团）旗下企业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维护和
运营，并开展线上营销活动，集中展示和销售海南
垦区优质农副产品，并进行品牌营销，进一步提升
了海南农垦优质产品的知名度、美誉度。

直播期间，海垦优品运营方开展了优惠大酬
宾等活动，福利送不停，吸引了广大网友前来买买
买，并重点推荐母山咖啡、南海红茶、东昌胡椒等
扶贫产品，助力脱贫攻坚。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充分
利用海垦优品的优势，进一步拓展海垦优质扶贫
产品的营销渠道，帮助更多垦区扶贫产品热卖。

供水工程项目完工

热氡泉“温暖”莲花山
本报那大10月1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胡建南）海南日报记者10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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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集团投资200万元建设的氡泉供水工程项目已
顺利完工，能够进一步完善海南莲花山氡泉森林
养生文化景区（以下简称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配
套设施，丰富景区旅游产品供应，提升旅游体验。

据了解，该项目通过建设全程7公里长的供水
管道系统和相应配套设施，将位于原蓝洋农场境内
的蓝洋温泉，输送至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并围绕
景区定位、资源和建设，进行特色化旅游产品打造。

据悉，热氡泉在医疗上一般有浴疗、饮疗和吸
收法等，通过刺激人体功能，能促使皮肤血管收缩和
扩张，调整心血管功能，具有医疗、保健、养生作用。

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完工
后不仅能够将热氡泉直接供应给沿途的兰洋温泉
风情小镇、莲花寺以及周边居民百姓，还可以让游
客在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游玩之余，了解热氡泉
的养生价值，感受热氡泉不一样的“温暖”，这对提
升该景区“氡泉养生”的品牌吸引力，加强景区项
目招商引资具有重要作用。

海垦多企业
开展扶贫日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郑鹏 王壮 张晓
梅）10月17日是我国第7个扶贫日，也是第28个
国际消除贫困日。近日，海南农垦各企业开展了
一系列扶贫日活动，为贫困户送上关心和温暖。

在儋州市，海南农垦八一总场公司走访了多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了解其生活实际和发展困难，
送去米、油等慰问品，并鼓励贫困户坚定信心、积
极发展，不断提高生活质量。

在琼海市，海南农垦红昇农场公司组织党管
干部积极参与消费扶贫活动、购买消费扶贫农副
产品，并组织走访慰问建档立卡贫困户，深入了解
情况，真心实意为贫困户解决实际困难。

海南农垦资产管理公司则走访慰问了4户建
档立卡贫困户，了解他们实际生活需求的同时，送
上米、油等物资。此外，该公司组织员工还开展了
扶贫募捐和消费扶贫活动。

近年来，海南农垦各企业主动担起社会责任，
切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不断提高扶贫能力
和实效，充分利用资源、产业、组织优势，在助力全
省打赢脱贫攻坚战中积极贡献海垦力量。

东昌农场公司
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日前，在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居，海南农垦东昌农场
第一分公司开展“依法管理国有土地宣传教育活
动”，工作人员详细解答了群众关于土地承包的相
关法律问题，并在现场悬挂普法宣传横幅。

据了解，为顺利开展普法宣传教育活动，该公
司制定了专项行动方案，并通过微信等渠道开展
宣传。工作人员则深入基层，走入农户家和田间
地头，向群众及农户讲解了农场国有土地承包的
性质和承包的法律依据等方面的知识。

工作人员表示，通过开展宣传活动，使广大职
工群众进一步了解和掌握土地承包经营管理的相
关知识，对加强企业国有土地资源管控、规范土地
承包行为、规避法律风险、推动企业化改革发展等
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海垦企业
开展农业复种复管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针
对台风过后的暴雨天气，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
东昌居，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积极采取措施，组
织职工开展农业复种复管工作。

台风过境后，该公司及时制定相关方案，全力
做好应对工作，努力将灾害造成的农业生产损失
降至最低。公司第一时间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
受灾严重的生产队，引导农户对农田及时排水、补
种、施肥，做好病虫害防治工作，及时修复水毁设
施，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截至目前，该公司投入生
产自救人力共3000多人次，修复排灌渠2300多
米，新种植槟榔等经济作物6900多株。

茶产业中，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白沙、乌石、五指山、南海、
中瑞五大茶园基地和金江茶文化产业园区以
及2万多平方米的茶饮料深加工厂

海南农垦启动品牌整合工作，让品牌化成为市场突围利器

产品组团闯荡 王牌夺旗生金

“垦二代”何敦富回乡建设文昌鸡产业链，带动乡邻增收致富

创造新“鸡”遇 打造新“钱”景
10月19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马宛村的四季椰林文昌鸡产业园屠宰车间中，一只只鲜活的文昌鸡被传送至肉鸡屠宰自动化智能生产

线，随着机器有序运行被屠宰洗净。“以往杀鸡费时费力，如今机器几秒就能完成。”建档立卡贫困户翁书环正熟练地在传送链上操作，“生态养殖、智
能屠宰、自动打包……这和在家养鸡区别可大了！”

在当地，还有不少群众对产业园的发展感到惊喜：他们不仅能在家门口获得一份好工作，更能切身体验到文昌鸡产业的新科技、新趋势。这都得
益于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垦二代”何敦富返乡创业，建起现代化文昌鸡产业园，打造出集繁育、养殖、屠宰、包装和销售为一体的文昌鸡产业链。

海垦控股集团旗下

八大产业板块
已有各类品牌（商标）148个

年总产量为66.48万吨
形成了

经过30多年发
展，海南农垦热带水
果种植面积稳步增加

2018 年海垦热
带水果种植面积为
62.90万亩

其中投产茶园近万亩，年产干茶500
余吨，产值近亿元，打造出白沙牌绿茶、
金鼎牌高山云雾茶和白马骏牌红茶等一
批知名品牌

1个垦区（集团）公共品牌
9个企业品牌
26个产品品牌

2019年11月，中国农垦品牌目录在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上揭晓

被收录其中的海垦控股集团品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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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林宝华

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胡椒种植示范
基地，农户们喜迎胡椒丰收。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下的海垦大丰咖啡产业园，职
工正在挑选咖啡豆。 本组图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