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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花水洞地质公园
获评4A级景区

本报那大2月22日电 （记者邓钰）2月 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农垦八一总场公司获悉，
该公司旗下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景区获评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海南省旅游资源规划开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
布的公告显示，根据国家标准《旅游景区质量等级
的划分与评定》和《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有
关规定，经儋州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推荐，该
委员会经过评定，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景区达到
4A级旅游景区标准，批准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据了解，近年来，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在维护景
区原有风貌的前提下，深挖景区内涵，升级景区品
牌形象，通过打造园区绿化、开辟步道等举措升级
景区景观，并建设环山栈道、百果园、民宿及农庄
等举措，进一步升级景区接待能力和水平，打造垦
区旅游新亮点。

蓝洋樱花乐园下月开园
邀请八方游客踏青赏樱

本报那大2月22日电（记者邓钰）春暖万物
生，赏花正当时。海南日报记者2月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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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旗下项目蓝洋樱花乐园将于3月正
式开园。千余株樱花烂漫绽放，邀请广大市民游
客前来踏青赏花。

据了解，蓝洋樱花乐园位于儋州市兰洋镇，为
海垦旅游集团旗下的共享农庄重点项目。近年
来，该集团积极落实共享农庄项目建设，引种
1000多株樱花树，建立了占地100多亩的樱花乐
园。经过精心养护，今年九成以上的樱花树尽数
开花绽放，一簇簇花絮点缀枝头，吸引附近民众前
来观赏拍照。

据介绍，海垦旅游集团所种植的樱花，名曰热
带花旗木树苗，别名泰国樱花，花呈粉红色，适合
在亚热带地区种植。这种品种最显著的特色是在
春天时，整树开满粉红的繁花，花期两个月。

东昌与海口大坡联合
做大做强胡椒产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政府为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
颁发“2020年度脱贫攻坚工作先进集体”奖牌。
双方纷纷表示，新的一年将进一步强化在产业发
展、项目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领域的合作，打造
垦地融合发展样板，成果惠及民众。

据了解，双方将做大做强胡椒特色产业，打造
可学、可看、可推广的“垦地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样
板区”，提升产品价值和品牌效益；整合资源，把大
坡镇和白石溪地区建设成集生态旅游、农业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生态旅游观光热带风情小城镇。

近年来，东昌农场公司积极创新垦地融合发
展模式，与大坡镇联合创办黑山羊养殖基地，并采
取“企业+产业+贫困户”的模式，带动脱贫户参与
产业发展。为了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该公司继续
与大坡镇政府对6户脱贫户实行黑山羊养殖产业
帮扶。从2018年至2021年，6户脱贫户每年获
得本金返还和保底帮扶9600元。

一职工因早产致大出血

红明农场公司发动职工献爱心
本报海口2月2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

小龙）2月19日，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
海垦红明农场公司组织员工，开展“热血传递，无
私奉献”无偿献血捐款志愿活动。

据了解，2月5日，该公司一名职工因早产致
大出血，虽然已经进行了4次1.2万毫升血液置
换，但状况仍不稳定，急需再次进行血液置换。然
而该职工血型为A型RH阴性血（俗称“熊猫
血”），血源有限。早产婴儿的情况也不容乐观，其
家庭面临着高额的医疗费用负担。

了解这一情况后，红明农场公司工会发布无
偿献血倡议书，号召职工在身体健康和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加入爱心献血队伍。倡议书一经发出，
迅速得到了职工的支持和响应。年前，第一批符
合条件的职工献血2800毫升。

东昌农场公司、东路农场公司、海南橡胶金鸡
岭分公司等垦区兄弟单位得知情况后，也纷纷自
发组织单位职工前来活动现场，和当地社会爱心
人士一道进行献血爱心接力。据统计，本次志愿
活动累计捐献血液10700毫升，共计119人捐款，
捐款金额2.44万元。

以“技”辅农

东昌农场公司举行
荔枝花期管理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在
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海垦东昌农场公司，
以课堂授课与田头传授技术相结合的方式，举办
荔枝花期管理技术培训班，指导农户开展荔枝种
植管理工作。

培训课上，东昌农场公司技术人员围绕荔枝
促花、疏花等方面进行讲解，并着重分析了人工疏
花和化学疏花的优缺点。技术人员建议，果农最
好釆取两者相结合方法进行疏花工作，同时，农户
还需根据天气状况掌握用药浓度。

据了解，东昌农场公司荔枝种植面积达8800
多亩，种植户达500多户。近期，正是荔枝施肥、
控花、授粉，提升成果率的有利时间。

“今年在
海南就地过年，

虽然没回老家，
但在海垦莲花山景

区祈福游览、看樱花
盛开，过得也是有滋
有味。”2月22日，说起
今年春节长假的经历，海
口市民李欢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虽然没有回西安
老家过年，但是她和朋友们
在海南各市县逛景点、赏春
色，度过了一个丰富精彩的
假期。

今年春节期间，“就地过
年”催热本地游。针对旅游市
场出现的新趋势、新动向，海
南农垦各相关文旅企业紧跟
市场需求，在严格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和服务保障工作的前
提下，丰富各类文旅产品供
给，增强旅游深度体验，满
足人们就近出游的个性需
求和欢庆春节的心理需
求，让市民游客在游玩中
欢度时光，迎来新春旅
游“开门红”。

“您好，入园请佩戴口罩，测
量体温，出示健康通行码。”2 月
17 日，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的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门口，工
作人员面带笑容为游客测量体
温。这样的场景，在春节期间上
演了无数遍。

“我要给景区的工作人员点
赞！防疫措施很到位，让人很有安
全感。”在游览结束后，海口市民王
晓旭忍不住竖起大拇指。

“安全感体现在每个细节中。”
王晓旭说，游客在外排队时，工作
人员会提醒需要保持一米以上距
离；进入各个参观点时，要出示健
康通行码，工作人员会主动限流；
每到一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相关
设施已经消毒，并随时提醒游客要
戴好口罩。

据了解，春节期间，海南农垦
各大景区在有序经营的同时，积极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以高
效精准的疫情防控，提升游客旅游
信心。

游客在游览海垦各景区过程
中，可看到景区在疫情防控方面做
出的努力：多处张贴防疫知识、游
客扫描健康码方可入园，配有消毒
酒精供游客使用等。同时，景区门
口的游客服务中心，集医务室、司
导休息室、提供寄存、咨询服务于
一体，为游客游玩、防疫提供多重
保障。

疫情防控再加码
游客旅游更安心 这个春节假期，在“就地过年”

的倡议下，我省不少本地市民取消
异地旅游的计划，许多外地市民也
放下了回乡过年的打算，选择与家
人、好友就近出游，以本地游、周边
游、近郊游等方式取代远程出行，旅
游市场进一步被激活。

针对这一趋势，海南农垦各大
景区敏锐地察觉到市场变化，在政
府部门的指导下，提前谋划、部署、
行动，围绕新春年味、亲子游、近郊
游等关键点，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出
招抢占新春旅游市场。

“针对游客需求和市场需求的
变化，积极推出新的旅游服务产品，
是各大景区和文旅企业应对‘就地
过年 就近出行’趋势的当务之急。”
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于国人而言，春节是最重要的传统
节日，承载着浓厚的情感需求。景
区在推出相应旅游产品时，应该充
分考虑到市民游客的心理诉求，增
添其中的互动体验和人文关怀。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以“就
地过年 暖在身边”为主题，推出派利
是、做灯笼、写春联、品乡愁等系列年
味体验活动；莲花山氡泉森林文化养
生景区（以下简称莲花山文化景区）
推出福文化体验活动；石花水洞地质
公园除开展“牛气冲天 福气到家”为
主题的新春祈福等活动外,还推出

“就地过年”门票优惠……
春节假期期间，海南农垦各大景

区通过精心设计系列文旅体验产品，
烘托出浓浓年味，让就近过年的人们
多了一份温暖、少了一份归乡的迫切。

新春年味引客来
特色活动获好评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亮成绩、说不足、立任务……日前，海
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口举行2020年
度党组织书记抓基层党建工作述职评
议考核会议，开展了一场关于旗下二
级企业过去一年抓基层党建工作的

“年度大考”。
在现场，海南农垦15名二级企业

负责人作为代表依次登台述职，针对
去年一整年的抓基层党建工作进行梳
理和阐述。他们的报告都分为三个部
分：成绩清单、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即

一年来抓基层党建工作做出了哪些成
绩，还存在什么问题，下一步将如何开
展工作。

在成绩清单中，述职者们用一件
件稳扎稳打、实事求是的事例，充分展
现了过去一年中，基层党组织战斗堡
垒发挥的先进引领作用——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党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
展，在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胶价
动荡等多重挑战下，全年实现营业
收入的指标完成率109%；海南农垦
南繁集团促进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

工作“双向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
在科学谋划企业发展时把方向、管
大局、促落实作用，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向“育繁推服”一体化发展；海南
农垦荣光农场公司加强基层党组织
建设，建立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
党组织……

在述职中，海南农垦二级企业牢
固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展”的理念，
加强自我反思，不遮不掩，勇于剖析基
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对标海
南自贸港建设需求，针对性阐述问题
和不足：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进

程的加快，对于党建工作的学习全面、
深入性不足，理论水平、能力素养和创
新能力，跟不上发展建设需求；党建工
作的创新方式方法不足，基层党组织
活力有待加强，仍需建立常态化的长
效学习和培育机制等。

述职最后，海南农垦各大二级企
业结合自身发展实际，总结问题和不
足，为2021年抓基层党建工作立下

“任务书”，不仅要加强基层党组织战
斗能力，更要持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
工作；既要深入学习海南自贸港建设
中各项政策和先进理论，抓好党的思

想政治理论学习教育，也要将其充分
融入基层党建工作中；持续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进一步以党建完善干部队
伍建设。

会议要求，海南农垦各大企业、
部门要进一步树立“抓党建就是抓发
展”的理念，坚持和加强党对企业的
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充分
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高
质量党建促进企业深化改革，推进党
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进一步夯实
管党治党责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
质量发展。

海南农垦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企业深化改革

党建引领，激发企业发展新活力

在莲花山文化景区，导游热情为游客
讲解。 通讯员 胡建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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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丰富产品供给，增强游客体验

在推出系列举措，营造浓厚年
味的同时，海南农垦各大文旅企业
和景区依托自身优势资源，创新理
念，不断完善消费场景，以深度体验
留住客源，推动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去年以来，游客愈发追求自
然、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点也反映
在了旅游消费和产品的选择上。”海
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相较
于人员密集和室内封闭旅游项目，
更多游客青睐于地域开阔的山水
型、田园生态型景区。

而在今年春节旅游市场中，则
表现为市民游客不约而同选择到公
园绿道、近郊户外景点过年。绿道
消费、户外消费成为春节期间的旅
游消费新风尚。

以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为
例，“它自诞生之初就跟城市的传统
公园很不一样，没有围墙，没有门
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工
作人员陈明志介绍，春节期间，园区
推出了魔术杂技演出、滑雪乐园体
验、现代热带农业种植采摘等旅游
产品，丰富产品供给，并有机串联起
高山村等美丽乡村资源，让游客能
够在一处景区有多重深度体验。

而在莲花山文化景区，景区新
推出的高空钢丝秀、七彩滑旱坡等
新奇的体验项目，引得游客连声叫
好。“园区配套设施完善，高空独轮
车表演精彩，总体体验令人印象深
刻。”海口市民贾琪在景区体验后
说，在这里不仅能饱览生态美景，更
有多重文旅体验。

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文旅融合正孕育海垦旅游发展
新动能。展望新的一年，海南农垦
各景区企业将进一步探索文旅融合
发展路径，丰富优质旅游产品，更好
地推动旅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本报那大2月22日电）

丰富产品保供给
文旅融合新路径

■ 本报
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邢增慧

游客在桂林洋公园乡愁博物馆
了解展品。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