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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十四五”
规划研讨会在海口举行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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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举行“十四五”规划
研讨会。对在“十四五”时期，海南农垦如何
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持续发力，巩固改
革发展成果，实现高质量发展进行交流研讨。

在研讨会上，海垦控股集团规划发展部在
梳理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五年来取得成
效、经验和现存工作难点的基础上，从“十四
五”期间海南农垦的产业定位、发展目标和实
施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汇报交流，并征求相关
意见。

海南橡胶、海垦茶业、神泉集团、草畜集团
等多个产业集团以及红明、八一、荣光、南金等
多个农场公司分别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立足不
同产业、项目以及发展需求，分别从产业集成、
结构优化、品牌打造、重点项目谋划、垦地融合
发展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等多个方面提出了意见
和建议。

据了解，此次研讨会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和省委七届九次全会精神的具体举
措。会议要求，海南农垦各部门和下属企业要
解放思想、敢闯敢试、大胆创新，在明确自身的
发展定位、主业主责、实施手段等重点问题的基
础上，对海南农垦“十四五”规划的编制工作提
出意见，凝聚共识，推动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完
善、提升和细化，扛起海垦担当，高质量高标准
助力自贸港建设。

我省公布首批省华侨文化交流基地名单

海南农垦博物馆等
7家单位入选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运霞）海南省
侨联于近日公布了首批海南省华侨文化交流基
地名单，海南农垦博物馆等7家机构和单位榜
上有名。

据了解，经过单位申报，主管部门推荐，
省侨联实地考察、审核认定等程序，文昌孔
庙、蔡家宅、兴隆咖啡谷、三亚华侨学校、文笔
峰、澄迈福山咖啡文化风情镇和海南农垦博
物馆共 7家单位入选首批海南省华侨文化交
流基地。

据了解，省侨联将指导各级侨联，充分发
挥华侨文化交流基地的平台合作和资源优势，
积极组织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开展丰富多彩
的文化交流活动，传播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
事和海南故事，为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作
出贡献。

据悉，海南农垦博物馆于2011年 2月建成
并免费对公众开放，展厅面积4800平方米，设有
八大展厅及一个互动区。该博物馆通过实物、图
片展示，辅以微缩场景、沙盘、电子互动屏、幻影
成像影片等高科技手段，使参观者能够沉浸式博
览学习海南农垦艰苦创业历史和天然橡胶科普
知识。

东昌农场公司
胡椒包装生产线试生产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
林宝华）12月21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
的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的胡椒加工车间，随着
设备有序运行，一瓶瓶胡椒产品被包装完成。该
公司新引进的胡椒包装生产线，经过安装调试，进
行试生产。

胡椒种植和加工、生产是当地的特色产
业。随着产品规模化生产，东昌农场公司于今
年投入百万元更新厂房和购买筛选机、水分测
定仪、鼓风干燥箱等13台设备，组建胡椒包装
生产线。

据介绍，新设备投入运行后，8 小时可生
产新型胡椒产品 1.44 万瓶，生产效率比过去
提升 300%以上，且进一步提升产品加工效率
和品质。

世界旅游文化小姐参赛佳丽

“打卡”莲花山文化景区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胡建南）12月19

日，2020年世界旅游文化小姐中国总决赛前40
强佳丽走入位于儋州市蓝洋镇的莲花山氡泉森
林文化养生景区（以下简称莲花山文化景区），
领略迷人的生态风光，并了解当地矿区变景区的
产业实践。

在莲花山文化景区和蓝洋热带樱花庄园等
地，40名佳丽通过旗袍走秀和才艺展示等环节，
彰显青春活力，婀娜魅力，为景区增添了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活动期间还在40名佳丽中将评选出
了“海垦旅游海南莲花山景区福文化推广大使”

“海垦旅游蓝洋热带樱花庄园”“最受媒体关注奖”
三个奖项。

据介绍，莲花山文化景区位于儋州市兰洋
镇，由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打造。该集
团在践行“两山”理念基础上，通过“矿坑修复+
环境治理+文化注入+产业带动”模式，对莲花
山进行全方位生态修复，并规划了6个功能区，
包括传统福文化功能区、森林康养体验区、互动
娱乐区和热带樱花庄园区等，并充分挖掘莲花
山和当地的历史文化，发展生态养生旅游和休
闲度假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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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再来5箱橙子，我要
寄给老家的亲友。”12月21
日，刚到冬交会展馆，黑龙
江游客陈凡就“轻车熟路”
地直奔海南农垦馆的海南
农垦龙江农场公司展台，拿
出手机扫码买下了5箱海
垦“白沙红”红橙。“在冬交
会上第二次买这款红橙了，
我就认准了这个品牌，特别
好吃！”

在今年冬交会上，冲着
品牌来到海南农垦馆选购
产品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其
中不乏诸多“回头客”。品
牌，不仅是出现在本届冬交
会现场的高频词，也是海南
农垦产业发展的关键词。

据了解，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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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八八”战略，以生
态理念为基础，科技创新为
引领，加大品牌创建与培育
力度，有力推进文旅农产业
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
展，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推
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过去，只能当柴火烧的橡
胶木，在这里竟然摇身一变，成
为可以做木地板、木家具和工艺
品等各式的良材了。”12 月 21
日，在2020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
现场，来自澄迈县金江镇的市民
陈霖惊讶地发现，在他印象里，
常遭虫蛀、容易腐烂的橡胶木居
然实现了“逆袭”。

橡胶木“逆袭”成良材的背
后，是企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
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据了解，
近年来，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橡林
产）加大科研资金投入，注重产
学研一体化建设，通过引进行业
知名专家、项目合作等多种方式

引才引智，成功投建了具有行业
领先技术的橡胶木生物高分子
智能化改性生产线。

“得益于生物高分子改性技
术的应用，橡胶木‘摇身一变’，性
能增强。”宝橡林产企业发展部
部长郭雄彬介绍，相较于传统橡
胶木，高分子改性橡胶木具有阻
燃、耐磨、防腐、防虫以及硬度高
等优良特性，且性价比极高，已成
为木结构建筑构材的优良原料。

据了解，如今，高分子改性
橡胶木产品从单一转向多元，品
类进一步丰富，可用于家居建
材、家居定制产品、木屋材料、户
外产品等。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橡胶木“逆袭”成良材

新产品 新技术 新服务
海南农垦各大企业2020年冬交会上

亮出了“压箱底的货”

在冬交会海南农垦馆，由橡胶木雕塑的各种憨态可掬的木雕吸引
了观众的注意。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陆泰岳 梁丰源 王秋英 莫家荣

绿色食品，让餐饮更健康；新潮产品，让旅游体验更有
趣；文创味满满的伴手礼，让海垦礼物更精致……连日来，
来自海南农垦各大企业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等纷纷
亮相2020年冬交会，涵盖吃住行游购娱等百姓生活的方
方面面，为全国各地客商洽谈合作打开广阔空间的同时，
不断满足我省消费者的高品质生活需求。

伴手礼满满潮流味

茶叶种植园的等高线地图
以写意山水画形式被印在包装
上，威风凛凛的坡鹿身着五彩花
衣“跳”进了黑色的茶叶礼盒中，
海南咖啡等元素以别出心裁的
方式呈现在咖啡礼盒之中……
在本届冬交会上，海南农垦多个
企业瞄准海南旅游市场，融入海
垦历史、绿色生态和海南民俗等
文化元素，面向市场推出潮流味
满满的伴手礼。

在海南农垦众多展台，海南
日报记者看到茶叶、咖啡……这
些众所周知最“平凡”不过的海
南特产，在众多连锁特产店中千

篇一律的模样和一成不变的口
味，也许很难再吸引到消费者的
目光。而如今，这些再平凡不过
的海南特产经过专业化、个性化
包装，又摇身一变为别具匠心的
伴手礼，从内涵和外观上成为年
轻人以及游客们的新宠。

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变化，
也对旅游商品的开发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海南农垦企业纷纷
认为，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经营，
首先要注重对本土资源的挖掘
与开发，只有做好本土性的文
章，旅游商品开发才能有文化、
有市场、有效益。

冬交会小康生活馆，海南天然茶叶有限公司在为顾客泡陨坑茶。

“橙子甜不稀奇，香才让人惊
艳！”12月21日，在龙江农场公司
展台，陈凡品尝完一块红橙后，忍
不住竖起大拇指称赞，“糖分高的
水果吃多了，尝到原汁原味的橙香
却很难得。”

“红橙中橙香四溢的秘诀在于
坚持高标准生态种植。”龙江农场
公司职工陈春辉切开一个红橙，将
一瓣果肉塞入口中轻咬，神情很是
惬意。他说，“我们的红橙优点不
少，首先是种植土壤较好，无污染，
其次是红橙本身品质极佳，汁水充
沛，甜度稳定。”

“公司制定标准，大伙坚持以
绿色、生态的标准种植，保证产品
品质，让红橙在高端市场开辟出一
条新路。”陈春辉认为，更为关键的
是，2017年起，龙江农场公司整合
红橙产品，通过统一标准、质量、技

术、销路、价格和包装等统一发展
思路，引导职工“抱团”发展打造海
垦“白沙红”品牌。

产品越生态，效益越红火。对
于这一点，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
裁吴海江很有发言权。他说：“海垦
茶业旗下茶品以绿色、生态、健康为
卖点，近年来越发受到市场认可，在
今年冬交会首日就与113家经销商
签下了共计6000余万元的订单。”

“品牌，是安全和品质的代名
词。”吴海江表示，好品牌源于好品
质。这要求企业在树品牌过程中，
必须注重保安全、保品质、保环境，
既着重于农产品质量的同时，又要
保护好产区环境，包括土壤、水源
等。如此，才能保证农业可持续健
康发展，保证海南农垦品牌打响名
号、美誉常青。

树品牌
生态兴农 健康发展

品牌是打开消费者内心的敲
门砖，有了品牌背书，产品更易打
开市场。但如何擦亮品牌，力促海
南农垦品牌走出去，也一直是海南
农垦企业思考的重点。

“以前买的胡椒总有一股焦臭
味，这款香胡椒的辛香味很浓，却
完全没有传统胡椒产品的臭味。
这是怎么做到的？”在海南农垦馆
的东昌农场公司展区，海口市民王
芸在仔细品闻香胡椒后，不禁说出
心中的疑问。

胡椒由臭转香的秘籍藏在工
艺中。“我们通过市场调研，打造
出迎合消费者需求的特色化产
品，从而打开市场销路。”东昌农
场公司职工符浩介绍，去年，该公
司投入 500 余万元，与外地企业
合作研发环保型胡椒加工技术，
引入新式机械自动化生产线，尝
试面向市场推出新品。由于新式
工艺生产的胡椒籽辛香浓郁，气
味芬芳，所以命名为香胡椒。“不

仅如此，我们还在产品包装上进
行创新，所有的胡椒瓶上都配有
研磨刀，消费者随吃随磨，保证了
胡椒的新鲜风味。”

经过多重创新的香胡椒打出
特色牌，受到消费者欢迎。今年，
该公司旗下的胡椒产品曾亮相淘
宝主播李佳琦的直播间，创下4分
多钟，销量超过3万单的纪录。

“我们统筹整合海南农垦品
牌和产品资源，在线上线下进行
立体营销，丰富海南农垦品牌产
品销售渠道。”海南农垦商贸物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打响海南农垦热带农产品品
牌，发挥品牌效应，还应加大宣传
力度、丰富销售渠道。今年，该公
司在海南农垦馆搭设专业直播
间，引入专业直播机构，邀请粉丝
量大的网红主播，联合海垦各大
企业，利用淘宝、抖音、快手等直
播带货平台，分时段持续性线上
推介海南农垦特色产品。

亮品牌
特色生金 营销带货

此次冬交会上的海南农垦展
品，无一例外地都贴上了“HSF海
南农垦”的形象标识。

“打造一个品牌集群，是放大品
牌效应的最直接举措。”业内人士建
议，打造打响海南农垦产品品牌，应
尽快建立标准体系，加强品牌管理，
以确保品牌企业、农产品的“统一
性”，面向市场发挥聚合效益。

这就要求广大农垦企业在树
立农产品的“小品牌”时，要强化海
南农垦产业发展的“大品牌”。

“在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打造特色农产品品牌的同时，我
们要集中精力打造海南农垦整体
品牌。”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今年以来，海南农垦启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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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HSF海南农垦’作为海垦
控股集团一级品牌，规范使用管

理，由集团授权后方可使用。让全
垦区农产品包装、营销统一使用

“HSF海南农垦”的标志，有助于帮
助垦区内的农产品提升知名度，也
有助于海南农垦农产品整体品牌
的打造，统一标识的使用也扩大了
海南农垦在农产品、旅游等多方面
的整体宣传范围。

海南农垦还通过“文旅+品牌”
建设，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拉伸产业链条，实现农旅融合，
焕发无限生机。

一望无际的生态茶园既是富
饶之地，也拥有美妙景致。在冬
交会上，不少消费者品尝海垦茶
后，还提出到茶园里走走看看。

“茶品牌打响后，不仅能吸引消费
者，更能引得四方游客纷至沓
来。”吴海江在日前接受海南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该集团还以“文
旅+品牌”为主线，加强同地方政
府合作，打造结合茶叶种植、加
工、销售和文化体验为一体的农
旅结合生态产业链条，助力海南
全域旅游建设。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强品牌
聚合增效 文旅添韵

橙香十足的“乌石红”绿橙、
个大果甜的“乐光”龙眼、清新怡
人的白沙绿茶……12月 21日，
2020年冬交会海南农垦馆，丰
富多样的特色优质农产品让人
眼花缭乱。然而，有细心市民

“找到”了它们的共同味道——
生态味。

“都是绿色产品，我可以放
心买买买。”参展市民黄英在海
南农垦馆转悠了一整天，忙得不
亦乐乎，刚买完一箱橙，又紧接
着买了2瓶蜂蜜，“选购的时候，
工作人员会介绍管理标准，还会
展示基地照片和视频，都是绿色

生态的好产品，更重要的是有海
南农垦品牌做保证，信得过！”

“不少客商在冬交会品尝完
我们的产品，就马上预约来公司
考察。”荣光农场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冬交会开幕第二天，已
经有来自北京、广东、湖南和湖
北等多个省市的客商自发组成
了考察团，来到位于乐东黎族自
治县抱由镇的公司总部，通过走
入田间地头，进行座谈交流等举
措开展为期 2 天的走访考察，

“客商们对我们的产品赞不绝
口，这也更加坚定我们做绿色生
态产品的决心。

生态味备受商家点赞

12月21日，在冬交会农垦馆，直播带货很受欢迎。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