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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明农场公司与三门坡镇
建立联合工作机制
壮大主导产业，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小龙 实习生
马思思）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与海口市琼山区
三门坡镇政府日前建立联合工作机制，共同成立
联合机制工作领导小组，下设规划、土地管理、
社会职能移交、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共5个
专项工作小组，并安排专人负责双方日常联络沟
通，合力推进垦地产业发展、项目开发、土地管
理、“两违”整治和被占地调处、基础设施建设等
各项工作。

据了解，双方就加强垦地合作、垦地一体化、
垦地融合发展等方面达成共识，红明农场公司规
划将被纳入三门坡镇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将加快
推进产业发展融合一体化，结合三门坡镇和红明
农场公司的荔枝产业发展情况，培育壮大主导产
业，建立健全产品检测、基地认证、质量追溯等制
度，做到技术规程、生产标准、产品质量、品牌销售

“四统一”，促进荔枝产业生产、管理、经营一体化
发展的良性循环，助推荔枝产业优化升级。

同时，双方将加快推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一
体化，将农场公司基层生产队纳入三门坡镇乡村
建设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共建美丽乡
村，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企业发展环境；坚持垦
地协同，开展“两违”整治工作，加强巡查。

海垦为结对帮扶村
发放扶贫项目分红10万元

产业“造血”助全村脱贫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海 实习生马

思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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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产业扶贫分红发放
仪式日前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
举行，该村14户54名脱贫户每人领到2000元
养猪产业扶贫项目分红，共计10.8万元，助力脱
贫户持续增收。同时，该村委会领到海垦科学
院热作种苗扶贫基地5万元分红，进一步拓宽
村集体经济收入。

据介绍，自结对帮扶什龙村以来，海垦控股集
团及其下属企业海南农垦畜牧集团、金江农场公
司、海垦科学院保亭热作研究所共投资412.26万
元，发展生猪养殖、黎锦编织、苗木培育等扶贫产
业，并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贫困户房屋装修
等方面进行帮扶。2019年年底，定点帮扶的14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54人已全部脱贫出列，什龙村
也退出深度贫困村序列。

此外，海垦畜牧集团以“企业+贫困户”方
式开展产业帮扶，目前已连续3年发放产业扶
贫分红款，共计 29.6 万元；总投资 123.95 万元
的什龙热带作物种苗砧木苗圃扶贫基地于今年
建成投产，目前已吸纳202人次务工，累计发放
劳务费5.508万元，并向什龙村委会发放分红5
万元。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压实定点扶贫
责任，探索定点扶贫新模式，做好定点扶贫工作，
不断提高精准帮扶成效，巩固贫困村脱贫成果。

海南橡胶与华美立家
达成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昭
伟 实习生马思思）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
橡胶）与家居建材领域知名企业华美
立家日前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海南
橡胶乳胶寝具品牌“好舒福”与华美
立家之间的战略合作事宜进行深入
沟通。

据介绍，“好舒福”品牌将充分
结合华美立家平台优势、丰富的商
业资源及运营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好舒福”品牌影响力与知名度，生
产更加健康、高端、舒适的乳胶寝具
产品，同时加速全国布局，促进品牌
发展升级。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华美立家
旗下包含城市商业综合体、建材家居
生活广场、自营产权式建材家居旗舰
店等三大业态，在全中国13个省份、
39座城市拥有41家店，年销售规模
超150亿元。

西联农场公司核查补正
图斑完成率100%

本报那大11月 2日电 （记者邓钰 通讯员
梁步宁 实习生马思思）海南日报记者11月2日
从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目前已完
成核查补正图斑共1148宗，涉及违法用地面积
356.57亩，违法建筑面积26.108万平方米，达到
计划数的100%。

据了解，自开展“两违”整治工作以来，西联农
场公司成立工作小组，集中人员力量，确保任务、
责任落实到位；并积极与属地政府对接，由儋州市
联指办牵头组成联合工作组，进一步推进“两违”
整治工作。

在“两违”整治工作中，工作人员对每一宗图
斑做到实地勘察、了解基本情况、核查拍照流程

“三统一”，并录入省“两违”调查摸底和分类处置
信息系统，为核查数据的规范提供保障，做到不遗
漏一处、不放过一个。工作人员还充分运用广播、
墙报、横幅、工作微信群等渠道宣传治违工作，形
成打击“两违”的高压态势。

下一步，该公司将继续配合属地政府，落实日
巡查制度，在保证“两违”图斑顺利销号的同时，严
控新增违法建筑，并加强宣传提升群众合法合规
用地的法律意识。

海垦关工委进校园
书法讲座开讲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
华 实习生马思思）主题为“一手好字，
从娃娃抓起”的首场海南农垦关工委
进校园书法讲座日前在位于海口市
琼山区大坡镇的东昌学校举行。

据介绍，开展一系列进校园书法
讲座是海南农垦关工委下半年的重要
工作，首站在东昌学校举办，并将陆续
在海南农垦其他片区或单位开展，讲
座的内容包括书法的内涵、功能，以及
常用书体概述等。

海垦大丰咖啡集团兴产业、扩规模、打品牌，带动300余名当地群众增收

一粒咖啡带出一大产业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李珍贤

“现在已经长出了少许咖
啡果。到了月底，咖啡花就会
大片绽放了。”11月2日，在位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
大丰居的大丰咖啡种植园中，
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职工何新权细心查看
咖啡豆的长势。

咖啡豆背后，是一段段奋
斗与脱贫的励志故事。近年
来，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盘活闲
置资产，重新调配资源，建设
“从种子到杯子”的咖啡产业链
条，打造母山咖啡品牌，并将咖
啡产业与脱贫攻坚工作有机融
合，让产业成为“压舱石”，带动
当地职工群众增收致富。

重操旧业
再现记忆中的香气

“咖啡‘长’在我的乡愁里。”谈及咖啡，何新
权备感亲切。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的父母
负责咖啡树种植、选育工作。何新权小时候常
在咖啡园里玩耍，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咖啡种
植知识。

煮一壶咖啡，沉淀的往事便如香气般氤氲开
来。1959年，原海垦大丰农场开始引进种植罗
布斯塔咖啡。到1988年，农场开始选育种，随
后，经过数轮筛选，从200余个品种中选出“大丰
一号”“大丰二号”2个质量极佳的高产品种，并
打造“琼丰”咖啡品牌，向市场推出，受到消费者
欢迎。然而，在20世纪末，由于产品单一、品牌
发展理念滞后、效益不佳等原因，“琼丰”咖啡错
失发展机会，一时间销声匿迹。

转机发生在2014年，吸纳了原大丰农场的
原阳江农场决心深化改革，根据市场需求，调整
产业结构，盘活咖啡园、咖啡厂房等闲置资产，并
重新调配资源，发动职工群众种植咖啡，重新发
展咖啡产业。

“原阳江农场在更新的胶林和闲置地中寻找
合适土地，完成开荒、机耕、基肥等准备工作后，
于2015年发动职工种植咖啡。”大丰咖啡产业集
团技术员符德旺介绍，2015年，原阳江农场通过
提供种苗、肥料、技术、销路等支持，并减免地租
等多重保障，发动当地贫困职工、失业人员等低
收入群体，种植了500余亩咖啡。

“农场公司提供多重保障兜底，我们只要付
出劳动力和技术，就能发展一份增收产业，为什
么不干？”何新权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了近10
亩地种植咖啡。在众人的努力下，这份承载着
乡愁的咖啡香气得以重现，一段尘封的历史也
翻开了新的篇章。

咖啡香再起，众人格外珍惜。不
少职工勤学技术、精心管护，只为多
种好几亩咖啡树，开拓一条脱贫路。

咖啡树的管护并不简单。符德
旺介绍，咖啡树是娇嫩的作物，生长
状况极大取决于照料的细致程度。
为了帮助贫困职工们种好、管好咖啡
树，技术员们不仅要手把手指导他们
如何管护咖啡，还要常到田间地头为
生长不良的咖啡树“开药方”，进一步
提升咖啡种植品质。

“在给咖啡树施肥时要用沟施
法，即在相邻的两排咖啡树中间挖一
条沟，把有机肥放入沟中。这样不仅
能防止有机肥在阳光照射下，分解氨
气‘烧’伤树苗，还能保证肥料效果持
久、利用率高。”在技术员的指导下，
职工麦祥梅如今说起咖啡树管护知
识头头是道。

麦祥梅说，虽然管护过程很辛
苦，但自种下咖啡树后的第三年起，
她的咖啡地就有了收成，第四年产量
便有了极大提升。

靠着种咖啡的收入，麦祥梅不仅
能支持孩子外出求学，还给家里添了
洗衣机、电视等家电，并配上了一台
崭新的粉色电动车。“这两年，光是靠
着卖咖啡豆，我就赚了三四万元，生
活蒸蒸日上。”

在当地，越来越多人像麦祥梅一
样，靠勤奋的双手摆脱了贫困，从苦
咖啡中尝到了产业甜头。

2017年，随着新一轮农垦改革如火如荼
推进，原阳江农场转企改制成为阳江农场公
司，并组建大丰咖啡产业集团，专注发展咖
啡产业。近些年，大丰咖啡产业集团从种植到
收购、加工、销售等环节进行层层把控，规范管
理模式，打造出了母山咖啡品牌。

特别是近两年来，大丰咖啡产业集团陆续
投入资金，更新生产设备和厂房，研发出包括
速溶、挂耳等多种咖啡产品，在打响品牌的同
时，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让母山咖啡产业走
上了规模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

今年6月，黎母山镇政府与大丰咖啡产业
集团合作，通过“公司+基地+村集体”的模式，
发展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群众抱团发展产
业。其中，黎母山镇以集体产业发展资金入
股，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在提供固定分红、到期
归还本金的同时，以“五统一”支持当地发展，
即以统一品种、统一种植技术、统一生产资料、
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的形式，带动该镇的村集
体以及合作社发展咖啡产业。

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李
豫介绍，目前，该公司咖啡种植规模已有
5200余亩，产业规模进一步扩大，通过提供
种苗、技术、岗位、销路支持等多种方式，带动
当地300余人参与咖啡种植、生产产业；该公
司还将进一步完善母山咖啡的种植、加工、销
售等规范标准，同时通过人才培训、引进赛事
等途径不断扩大母山咖啡影响力，培育文旅
农融合的产业业态，在产业升级的步伐中，让
咖啡树结出“致富果”。

（本报营根11月2日电）

海垦母瑞山茶业公司抓生态品质、谋产品创新、促农游结合

一片茶叶绘出多彩图景

海垦龙江农场公司
配合拆除20处违建
面积588平方米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高秀彬 实习生
马思思）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龙江
居，龙江警保联控中队组织10名队员，专业工
人2名，出动挖掘机1台，对辖区内芙蓉田商业
街20处违建依法拆除，共拆除违法建筑588平
方米。

据了解，拆违工作开展期间，从拆前做思想工
作，到风险评估，再到现场取证、测量、清理等，龙
江警保联控中队队员各司其职，有效保障了拆违
工作的顺利进行。拆除现场，执法人员布置好拆
违警戒线，并维护现场秩序；挖掘机现场作业，依
法拆除违法建筑。

下一步，海垦龙江农场公司将持续坚持“零容
忍”的态度，严管控，狠打击，坚决将违建遏制在萌
芽期。

授人以渔
苦咖啡品出幸福甜

提质升级
打响金品牌惠百姓

■ 本报记者 邓钰

青山凝翠，茶香悠然。
正是准备茶树冬管的时期，11

月2日，在位于定安县母瑞山的海南
母瑞山茶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母
瑞山茶业公司）茶叶种植基地，职工
马国进穿梭在茶树间悉心修建枝
条，双手翻飞间，多余的茶树枝条已
被修剪干净。

“离家不远，收入稳定，我很满
意。”进入茶叶种植基地后，马国进靠
着辛勤工作，不仅摘下了“贫困帽”，
还学得一手管理技术，日子越过越红
火。这得益于母瑞山茶业公司将产
业发展与群众增收相结合，在盘活资
源、创新产品，发展壮大茶产业的同
时，释放工作岗位，提供技术等多重
支持，进一步带动了周边职工群众脱
贫增收。

一片绿色茶叶：
好山育好茶

追溯之下，茶树在母瑞山生长扎
根的历史已有将近半个世纪，也曾有
过一段辉煌的产业发展历史。

“母瑞山常年气候温暖湿润，冬
无严寒，夏无酷暑，昼夜温差大，十分
适宜茶树生长。早在1981年，原中
瑞农场便组织职工在此种植茶叶。”
母瑞山茶业公司总经理邓元坚介绍，
当年，原中瑞农场探索“胶茶套种”模
式，探索在橡胶树下间种茶树，还于
1983 年建设茶叶加工厂生产茶产
品，一度声名鹊起的“中瑞绿茶”便产

自于此。
坐享优质生态资源，母瑞山种植

的生态茶叶品质高、口感佳，汤色清
澈明亮，滋味浓醇有回甘，内含物丰
富，深受消费者喜爱。“当年，最辉煌
时，茶树种植规模达到上万亩，‘中瑞
绿茶’受到消费者欢迎，还作为出口
产品远销海外。”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橡胶树日
益成长，茂盛的枝叶遮挡茶树的阳
光，导致茶叶逐渐减产甚至绝产，品
质也大不如前，加之生产工艺逐渐
滞后等因素，茶叶销量连年滑坡，效
益低下。随着茶叶销量和价格的起
起落落，职工们种植茶树的信心也
发生动摇，无奈之下，原中瑞农场在
20世纪末进行产业调整，砍去茶树，
种植橡胶，茶叶加工厂也于1999年
停工。

2017年，原中瑞农场转企改制
为中瑞农场公司，并进一步探索市
场，调整产业结构，决心发展茶产
业。为此，该公司于当年与海南省农
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茶业集团）合作，筹备组
建母瑞山茶业公司，整合人才、土地
等茶业资源，在规模化、标准化、产业
化、品牌化等方面进行探索，推进产
业转型升级。

一片金色茶叶：
产业促增收

“我们必须吸取经验教训，确定
产业发展方向，保证茶叶种植规模，
形成应对市场的发展合力。”邓元坚

说，在母瑞山茶业公司组建后，便在
海垦茶业集团的指导下，建立了完善
的企业管理、茶树种植、加工管理等
一系列标准化管理制度，并迅速扩大
茶叶种植面积，已开荒种茶512亩，
目前茶叶种植面积共1012亩，主要
品种有毛蟹、福鼎大白、英红九号、海
南大叶等。

量有了，更要有质。“公司对每一
个环节严格要求，确保茶叶的质量。”
在马国进看来，茶树是一种格外娇气
的作物，无论是种植施肥还是晾晒加
工，任何一个环节的不足，都会导致
产品有缺陷，但好在公司常开展技术
培训，还制定了严格的种植、采摘、加
工等操作标准，让大伙有底气种出好
茶叶。

同时，母瑞山茶业公司改造原茶
叶加工厂，新建现代化的加工车间，
引进2条自动化加工生产线，并配套
建设仓储、包装等设施及其他生产配
套设施，从茶青的采摘、揉捻再到后
期的干燥、发酵等工艺流程上精进，
确保了产品品质。

“换上新设备，茶叶加工的效率
提升了，人工减少了，品质也更加稳
定了。”在生产车间，邓元坚介绍，该
公司生产车间更新生产设备，取得
了立竿见影的成效：杀青机改为现
代化燃气设备，茶叶杀青效率提升，
品质更加稳定，过程更加环保；智能
传送带贯穿各道工序，省去了人工
搬运原料的麻烦，确保加工过程茶
不落地；可设置参数的仪器仪表让
人们更加精准控制加工过程……

“即便加工车间满负荷运转，也就需

要10多名工人。”
产业建设的火热，让茶树“生

金”，带动了当地近50户职工群众参
与茶产业，其中包括不少贫困户因此
增收脱贫。

一片红色茶叶：
农旅来“牵手”

产业发展还要念活“特”字经。
“找准定位，赋予产品文化内涵

很重要。”邓元坚介绍，母瑞山茶业公
司有着地处革命老区母瑞山山区的
特殊区位条件，为产业增添了一抹红
色色彩。“我们结合本地红军潭感人
的红色故事等元素，推出了‘瑞军潭’
品牌，并针对红色旅游市场设计了极
具特色的伴手礼，丰富当地旅游特色
产品供给。”

此外，该公司牢牢抓住红色主
题，做足红色文章，以母瑞山红色旅
游教育基地为依托，结合红色教育和
红色旅游，推出茶香体验游等项目，
为母瑞山茶产业再添一抹“红”。

如今，不少游客来到母瑞山旅游
时，总不忘带上两瓶“瑞军潭”，为红
色之旅留下一份特殊的纪念。

“下一步，公司计划再扩大1000
亩茶叶种植规模，以‘公司+农户‘的
模式，鼓励更多职工参与到种茶、制
茶的队伍中，实现职工增收、企业增
效。同时，不断提高和改进制茶工
艺，并申请绿色食品认证，生产出适
应市场、消费者喜爱、品质上乘的海
垦好茶。”邓元坚表示。

（本报定城11月2日电）

近日，在大丰咖啡种植园中，职
工何新权查看咖啡豆的长势。

俯瞰大丰咖啡种植园。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邓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