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垦茶企探索引入机械采摘，应对采茶工短缺、人工成本高等难题

机采茶叶快又好

茶叶采摘从人工转为机械化，不
仅仅是花钱买几台机器的事情，还需
要迈过好几道坎。

不少专家表示，推广采摘环节机械
化，是我省未来茶产业发展的重要趋
势。机械化推广需要农机农艺相融合，
这首先就离不开标准化的栽培模式。

“第一个前提，就是要建设适宜
机械操作的标准化茶园。”种植端的
改变是第一步。业内专家介绍，机采
的应用，首先从茶园基础培育做起。
茶园建设要标准化，同排茶树种植地
块要平整，才便于机采。因此，对于
多山区域来说，茶山、茶园需要进行
统一化管理，保证叶面高度的统一，

便于作业。培养一个适用机采的茶
园，需要两三年。茶园的基础改造投
入，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机采茶能否大面积推广，市场端
的接受程度也是关键。在茶叶市场，
人们通常把采摘的单芽、一芽一叶、
一芽二叶称作名优茶。机采出来的
茶叶，尚不能达到这个要求。

“我们以品质为先，走差异化发
展的路子。机采茶针对的是中低端
的大众茶，名优茶还得靠人工采。”叶
茂海说，该公司在试点机械化采茶的
同时，进一步优化加工流程，增添了
机械和人工分选等工序，经过技术员
层层把关，并将试做的茶叶送给经销

商和消费者品尝，确定了茶叶的品质
和口感，保证产品质量“不打折扣”。

此外，业内人士建言，茶叶采摘
机械目前的发展速度远没有跟上需
求。尽管如今市场上已经出现单人
采茶机、双人采茶机等采摘机型，但
精度未达到市场需求，仍需相关科研
机构和机械设备企业加大研发力
度。同时，我省大部分茶园还一定程
度存在着布局不规范，田块不规整，
地势高，缺乏机耕道等问题，这同样
制约着茶叶的机械化采摘，政府、企
业和种植户等多方可从种植段共同
发力，进一步推动茶业机械化、高效
化发展。 （本报营根7月6日电）

实际上，我省茶企所面临的是全
国范围内的共性问题。在我国福建、
湖南、浙江等茶叶主地区，机械化采
茶已被普及。

在我省，不少茶业从业者也意识
到，若想从根本上解决“茶工荒”，走
机械化采茶之路是一大趋势。作为
我省茶业龙头企业，海垦茶企开启了
探索机械化采茶的步伐。

在位于番沟村的海垦茶叶种植
基地里，去年2月入职的“90后”采茶
工王娜一手左手拎上茶筐，右手握着
单人便携式采茶机，穿梭在茶树间。
只见她将采茶机的机械锯齿沿着茶
树的顶面向前推开，茶青便被剪下，
落在茶筐中。

“以前一个人只负责采摘7亩到

10亩茶树，顶多采摘三四十斤，现在
用上采茶机，采摘上百亩茶树也较为
轻松。”王娜笑着说，一天下来，一人
使用一台机器可采茶叶近200斤，工
作效率相当于人工采茶的四五倍，

“收入也是以前的三四倍啦。”
据了解，随着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为填补用人缺口，助力茶叶“抢
鲜”和降低人工成本的问题，白马岭
茶业公司于2017年开始试点探索机
械化采茶，到浙江多地考察，引进并
试用各类采茶机。

“四人式、双人式、单人式……我
们陆续试用了五六台采茶机，最终决
定采用目前这款单人式‘电动调速采
茶机’。”叶茂海介绍，当地茶园多位
于山地，路面崎岖不平，单人式采茶

机较为轻巧、便于携带，利于操作，而
电动式采茶机不需加油，没有油污异
味污染茶叶。

经过将近4年的探索和尝试，白马
岭茶业公司在完成设备调试、人员招
聘、培训以及茶园修整等环节后，于今
年正式启动机械化采茶试点推广工作。

叶茂海介绍，为了推广机械化采
茶，该公司于去年专程招募两个年轻
化的班组，培训上岗，并重新修整并
统一管理部分茶园，达到叶面高度统
一等效果。“目前，我们已经用机械试
采了1500亩茶园，并对茶叶进行加
工实验。”他说，使用采茶机后，不仅
效率有了极大提升，缩短了采摘期，
保障了茶叶的鲜嫩度，而且采摘每斤
茶叶的人工成本下降了3元。

7月6日，在海垦茶业种植基地中，
一排排茶树正冒出新芽，鲜翠欲滴。眼
下正是夏季采茶的高峰期，气温较高，
茶树生长速度快，想要做出好品质的
茶叶，就得及时采摘，第一时间加工。

“往年的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招
不到人。”在茶业基地，海南农垦热作
集团旗下的琼中乌石白马岭茶业公
司（以下简称白马岭茶业公司）总经
理叶茂海表示，采茶是劳动强度极高
的工作，特别看重采茶速度和产量。

叶茂海回忆，往年受采茶“用工
难”问题影响，曾经有些茶园由于采
摘不及时，出现过嫩芽变老叶的情
况；茶农采摘茶叶不规范，也容易影

响茶叶质量。“为了保障茶叶的鲜度，
采茶工早上天蒙蒙亮就得出发采茶，
十分辛苦。”

探究采茶工短缺的缘由，一方面
采茶工作辛苦，采茶工的收入还建立
在熟练程度和劳作时长上，导致许多
年轻人并不青睐这一行当。同时，随
着近年来城市用工需求的增加，不少
青壮年外出务工，加剧了采茶工流失。

此外，随着茶叶种植面积及茶叶
产量的双重增加，出现采茶工短缺现
象已是必然。

“2017至今，我们的茶叶种植规
模已从 3000 余亩增长至约 8830
亩。”叶茂海介绍，日益扩大的茶叶种

植和加工规模，使得用人缺口不断
扩大，广大茶企求“人”若渴。

除了缺人，更让茶企头疼的还有
高昂的人工费。叶茂海算了一笔账，
如果按照人均可管理、采摘10亩茶
园计算，8000亩茶园至少需要800
人。“即使能够招到这么多采茶工，但
企业要支付工资、社保等费用，人工
成本极其高昂，占据近8成的生产成
本，对盈利造成极大挑战。”

这些问题在我省各个茶产区普
遍存在。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
在白沙、五指山、琼中等我省主要茶产
区，采茶工断层、老龄化以及用工成本
日益上涨已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 本报记者 邓钰

正是夏茶采摘高峰期。7月6日，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番沟村的海南农垦茶叶种植基地，
一行行茶树绿涌翠滴。

在茶树间，几名采茶工忙碌采摘。不同于以往，他们并非仅依赖双手采摘，而是左手拎上茶筐，右手
握着采茶机，穿梭其间，飞速采摘鲜叶。

“早一天是宝，晚一天是草”。一边是一日一变的鲜叶，一边是不断增长的人工成本以及用工缺口，我
省茶业种植端口的两难境地日益突出。

近年来，随着品牌建设不断推进，海南农垦茶业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茶叶种植和加工规模稳步提
升。在采茶工难招和采摘成本大幅上升的双重压力下，海垦茶企开始尝试在种植段引入机械采摘，缓解
用工难题，提高效率，提升产业效益。但海南日报记者走访了解到，想要突破这一瓶颈，仍需持续发力。

现状 茶园增加 茶工短缺

探索 机械采茶 提速增效

难点 普及不易 仍需努力

近日，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琼中乌石白马岭茶业公司茶园
里，采茶女工在使用采茶机采摘茶叶。

⬆ 单人式“电动调速采茶机”。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 白马岭茶业公司茶
园里，刚采摘下来的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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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邓钰）举办主题演
讲比赛，举行表彰大会……连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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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下属
企业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党委，结

合海垦实际研究、部署、安排系列活
动，以期凸显海垦特色、注重实际效
果，其中包括：开展“两优一先”评选
推荐及表彰工作；召开集团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七一”表
彰大会，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
章；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讲好中国共

产党历史专题党课；开展主题为“红
色海垦 薪火相传”的系列特色文体
活动等。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要求基层
党组织依托主题党日、“三会一课”
等形式，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为主

题，广泛开展参观革命斗争展览、重
温入党誓词、讲党课和优秀党课展
播等活动；把“为民办实事”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党员、
干部发挥优良传统，积极为职工排
忧解难，展示新时代共产党员良好
风貌。

海南农垦举办系列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凸显海垦特色 注重实际效果

三亚与海垦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共推南繁育种等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邓钰）日前，三亚市与海南

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控股集团）在海口举行垦地产业融合工作座谈
会，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在推动垦
地规划融合、项目落地实施、乡村振兴等方面
开展全方位深入合作。

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高效协商机制，进
一步推动三亚市垦地在空间规划、产业发展、
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
面实现一体化发展，携手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

三亚市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市将在垦地合
作方面先行先试，将三亚垦区深度融入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并将健全体制机制，抓好定期会
商等制度建设，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问题，确
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实见效。

同时，三亚市将与海垦控股集团按照“政
府指导＋企业参与＋平台公司建设”的合作思
路，共同组建开发运营平台公司，积极导入旅
游消费、南繁育种、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等产
业，实现连片整体开发，加快推进垦地融合示
范区建设。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扎实推
进战略协议落地，加大在三亚的投资力度，加
快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合理谋划农垦国土空间
开发利用、产业和项目布局，实现垦地共建共
赢，为三亚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海垦旅游集团与携程启动战略合作

打造特色乡村旅游产品
提升海垦旅游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河杯）海南
日报记者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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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与携程
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联手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乡村旅游内
容及产品，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据了解，通过合作，携程集团将依托丰富的
行业资源和平台能力，助力垦区旅游资源开发。
双方将共同深入挖掘和整合旅游资源特色，推出
更高性价比和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打造海南农垦
旅游景区品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并联手
打造大型特色节庆活动，提升海垦旅游品牌影响
力。同时，携程集团还推出了“乡村振兴5年计
划”，未来将与海垦旅游集团联手打造一批具有
特色的乡村旅游内容及产品。

海垦热作集团携手热科院香饮所

推动产研协同创新
构建垦区热作全产业链条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陆和）日前，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热作集团）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
究所（以下简称热科院香饮所）在海口进行座
谈，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据了解，海垦热作集团与热科院香饮所将
建立多层次、长期性、紧密型的全面战略合作
关系，着力发挥各自资源优势、产业优势、技术
优势，通过协同创新、协作推广和品牌建设等
多种合作模式，联合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与
示范推广，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海南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健康发展赋能。

在座谈会上，海垦热作集团主要负责人表
示，该集团正在加速整合垦区茶叶、咖啡、胡椒
等热作资源，构建垦区热作全产业链条，希望
依托科研力量，创新产品形式，着力打造海南
垦区热作品牌。

热科院香饮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双方以
此为契机，深入合作，以科技创新为抓手，推进产
学研协同发展，加快科研成果转换，以市场为导向
推出系列热作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

此外，双方将抽调骨干力量组成专业团
队，建立长效对接机制，开展“一对一”精准服
务，按照“做一个项目、成一个项目”的工作思
路，以点带面、以面带全，实现产业和技术的联
动正循环，共创现代农业发展新局面。

海垦东昌公司
点亮“民生灯”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
华）近日，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的
海南农垦东昌公司在推进党史学习教
育过程中，落实“为群众办实事”事项，
更换破损路灯，保障民生需求。

据了解，东昌公司拆除总部区域
损坏的27盏路灯，并全更换为太阳能
路灯。该公司还与东昌居对接，全面
检查白石溪墟范围内的路灯及其设施。

“白沙毛峰”入选中国茶业
品牌计划推荐产品名录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旗下
茶产品“白沙毛峰”入选《中国茶业品牌计划
——2021年（春季）茶新品推荐活动推荐产品
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为我省唯一入选茶
产品。

据了解，中国茶叶流通协会联合京东，邀请
国内茶叶生产加工、产品开发、包装设计、市场
营销等领域多位知名专家，对产品品质进行评
价，根据品质评定结果和相关产品说明，选出入
围《名录》的产品，并对产品创新性、包装设计、
综合性价比等多项指标进行评判，以品牌角度
诠释茶业，以消费角度诠释品牌，推助我国茶业
品牌高质量发展。

海垦热作集团旗下的“白沙绿茶”产自白沙
黎族自治县，于2005年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白沙毛峰”是白沙绿茶中的中端
产品，茶叶条索卷曲紧结、色泽绿润显毫；汤色
嫩绿明亮，滋味鲜醇、回甘，香气高爽栗香，叶
底嫩匀多芽明亮。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6月28日，海南省农垦老干部服
务中心党支部收到了一笔特殊的党
费。“补交”的这1万元党费，是海南农
垦94岁老党员梁文友的遗愿。

今年4月18日，梁文友因病医治
无效去世。“孩子，如果这次我过不
去这道坎，你一定要帮我交上这笔党
费，这是我的义务。”7月2日，在位于
海口市龙华区的梁文友家中，当梁文
友的儿子梁明洲回忆起父亲最后的

时光，眼中隐有泪光。他仍清晰地记
得，当他给病榻上的父亲喂饭时，虚
弱的父亲每吃下一口饭，都要趁着停
下来咀嚼吞咽的间隙，一遍遍地用严
肃的语气叮嘱他。

从去年起，梁文友便开始筹备如
何为党的“百岁”庆生。“父亲不仅从
退休工资里拿钱出来交特殊党费，还
搜集相关报道，撰写文章抒发对党的
无限忠诚与热爱。”梁明洲说。

在众人看来，梁文友犹如一头
坚强的老黄牛，勤勤恳恳，不辞劳

苦。1927年10月，梁文友出生于海
南万宁龙滚镇南岸村，在动乱的抗
战时期，他义无反顾加入琼崖纵队，
曾先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出
生入死。在海南岛解放后，他进入
海南农垦系统，度过了艰苦的垦殖
岁月，为海南天然橡胶事业发展作
贡献。

这股坚强劲，一直延续到他生
命的最后时刻。“爸爸是个坚强的
人。”梁明洲哽咽地回忆道，在住院
时，94岁高龄的梁文友积极配合治

疗，虽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
却时常在病房里给医护人员和病友
们讲述自己的革命经历，激励他们
永远向上。

那段时间，梁文友总说，“我一定
会好起来，到建党一百年时，给大家
讲上一堂党课。”

在梁明洲眼中，党费是父亲能为
党留下的最后贡献，也是一份嘱
托。“虽然父亲没有明说，但我明白，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嘱托我们将
这份红色信仰传承下去。”梁明洲

说，最近几年，梁文友还时常到海南
农垦博物馆等地义务讲党课，不厌
其烦地向广大青年党员们讲述革命
故事，嘱托年轻人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7月1日，
在家中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时，听着屏幕里青年们掷地
有声的呼唤，梁明洲不禁喃喃说道：

“父亲，您的嘱托，我们做到了，请您
放心吧。”

（本报海口7月6日讯）

海南农垦94岁老党员梁文友临终前叮嘱家人“补交”万元党费

特别的嘱咐 特殊的党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