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说咖啡‘扎根’在我的乡愁
里。”谈及咖啡，海垦职工何新权备感
亲切，不仅是因为他种植了近10亩咖
啡，更是因为他的父母大半辈子也在
研究咖啡。

“当时，说起咖啡选育，海南农垦
是绕不过的话题。”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何新权的父母总在田里开展咖啡
树种植、选育工作。他小时候常在咖
啡园里玩耍，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咖
啡种植知识，“但我们在这种了几十年
的咖啡，却不知道咖啡种子也是一种
宝贵资源。”

实际上，对于我省咖啡品种的早
期选育、栽培和加工，海南农垦队伍曾
做过不少努力。

根据《海南省志·农垦志》等相关资
料记载，1956年，原海南农垦大丰育种
站引进中粒种咖啡“罗布斯塔”并成功
试种，1973年设厂加工销售。20世纪
80年代，改革春风吹拂，原大丰农场从
200余个品种中选出“大丰1号”“大丰
2号”两个质量极佳的高产品种，种植
规模最大时曾达到近2万亩，打造推出
的“琼丰”品牌咖啡豆不仅享誉国内外，
还曾于1991年代表中国农垦参加美国
纽约国际贸易展览会。

“产量高，香味浓，易种植，少虫

害。”在当地说起“大丰1号”，人们交
口称赞。然而，当时受理念限制、认知
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丰1号”种
子品种认证工作始终没有开展。这一
良种“藏在深闺”鲜有人知。

而由于海南农垦系统产业结构调
整、发展理念滞后等多重原因，20世纪
末“琼丰”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咖啡
树也被大量砍伐，土地改种其他经济
作物，曾广受市场认可的“大丰1号”，
显得后劲不足。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海南农垦改
革轰轰烈烈地推进，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咖啡产业作为重
点特色热作产业打造，梳理整合垦区
咖啡资源，以海垦热作集团为载体打
造咖啡全产业链条。

“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发展根
基，也是产业发展的壁垒。我们需要
重新认识‘大丰1号’作为咖啡良种的
价值。”海垦热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豫认为，“大丰1号”的“低调”，归
根结底是过去一段时间内，企业在发
展过程中对“大丰1号”种质资源的认
识不足，缺乏市场先见和远见所致。
对咖啡种子价值的再认识，背后的逻
辑，是在市场竞争中，企业作为市场主
体，把握良种资源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一次对种子价值的再认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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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宣讲活动
走进东新农场公司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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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传
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走”专题宣讲活动，第五站在
位于万宁长丰镇的海南农垦东新农场公司举行。

在活动现场，7名来自不同岗位的基层党员
代表依次上台进行分享。他们用朴实真切的语言
和生动鲜活的事例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分别讲
述自己和身边的共产党员奋斗和坚守的故事。

据了解，该主题巡回宣讲活动是海垦控股集
团党史学习教育系列内容之一，通过组织海南农
垦系统的优秀党员、岗位能手、建设楷模等典型人
物组成宣讲团，于7月中旬至8月深入垦区基层
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
打造“党史读书角”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羊广 卢裕元）近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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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
式方法，结合工作实际，在企业总部设置“党史读
书角”，通过提供丰富党史类书籍，组织读书学习
沙龙，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

据了解，海垦商贸物流集团购买“四史”、海垦
历史、工作用书、经典名作等各类书籍共计500余
本，充实“党史读书角”，并计划将读书角建设成为
一处有特色的学习阵地，吸引党员职工群众就近
学习、专题学习，为党员职工群众搭建交流学习和
沟通互动的平台，提高党支部党员理论水平和业
务能力，着力建设学习型党支部。

海垦企业延长胡椒产业链
助农增收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经历一个
多月的采摘期，海南农垦东昌公司今年的胡椒采摘
工作于近日画上圆满句号，预计胡椒总产量达到
3500吨，与去年相比有较大幅度的提高。目前，当
地胡椒收购价持续向好，价格在每公斤40元左右，
与去年同期相比，每公斤高出12元左右。受益于
产量和价格双提升，当地胡椒种植户普遍获利。

据了解，海南农垦东昌公司是海南农垦红明
农场公司下属企业。近年来，红明农场公司按照

“技术可行、市场看好、经营高效、职工接受”的方
式，倾力打造东昌公司胡椒种植基地，并做大做
强，胡椒种植面积达到2.8万亩，种植户扩大到
3300多户，年均产胡椒干果3200多吨，成为我省
乃至全国胡椒产品重要产地。

目前，红明农场公司与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多举措壮大胡椒产业，延伸产业链条，
引进新技术，研发了胡椒饼干、黑胡椒、白胡椒、海
盐胡椒等多款产品，并打响“昌农”胡椒品牌，进一
步助农增收。

东路农场公司多举措推进
地租收缴工作

本报文城8月1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
闻涛）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通过定制计划，加强
宣传等多举措推进地租收缴工作，其中东路片区
地租收缴进度达99.48%。这是海南日报记者8
月10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位于文昌市东路镇，坐拥
9.9万亩土地，共有东路片区、南阳片区等3个片
区。土地租金是该公司重要营收来源之一。该公
司自6月开始推进东路片区地租收缴工作，目前
已完成年度计划的99.48%。

据了解，为推进地租收缴工作，东路农场公司
从收缴计划、收缴方法、责任机制等多个方面着手
制定了《2021年土地承包租赁使用费收缴工作方
案》，并以此为依据完善台账，明确责任，把土地租
金收缴工作纳入年度考核指标当中，扎实推进土地
租金收缴工作。针对收入偏低无法按时按数缴纳
土地租金的承包户，该公司派专人进行技术帮扶，
提升承包户的种植管理技术，切实做到助农增收。

本报海口8月10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陈宇超）海南农垦资本运
作动作频频。海南日报记者8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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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集团近期成功发行规模为5亿元
的 2021年非公开可交换公司债券
（第一期），在海南省属企业中实现了
零的突破，更创造了我省信用债券市
场发行利率最低纪录。

据了解，本次债券发行人为海
垦控股集团，主承销商和委托管理
人为国泰君安证券，标的股票为海
南橡胶（601118）。本次债券代码

为“137125”，简称为“21海垦EB”，
实际发行规模为5亿元，发行期限
为 3 年，第一年票面利率区间为
0.1%，第二年至第三年票面利率区
间为1%。

本次债券募集的资金将重点用
于海垦控股集团“八八战略”的优化
升级，着力于构建“四梁八柱”产业布
局，重点用于热带高效农业、现代服
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旅游业的推进
和建设，尤其是天然橡胶、南繁繁育
制种、草畜养殖、热带作物等重点产
业的项目和园区建设，进一步激活产
业发展活力，推进海南农垦转型升

级，培育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
能，持续增强经济新活力，不断探索
高质量发展的“海垦路径”。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本次债券的发行是该集团作为
农垦企业探索资本运营的有利实
践，对于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
融资结构，降低融资成本有积极推
进作用。下一步，该集团将继续探
索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工具，探索通
过不同路径、不同方式开展市场融
资，充分发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融资功能，并结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政策红利，将政策优势转换为产业

发展的资产资本优势和实实在在的
效益。

作为海垦控股集团旗下的资本
运作平台，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天然橡胶研发、
种植、加工、橡胶木加工与销售、贸
易、金融、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及现代
农业、热带高效农业、文旅健康等为
一体的大型综合上市企业。在天然
橡胶主业上，该公司的胶园面积在国
内保持第一，胶林资源、业务规模、生
产组织、管理经验、技术积累、市场营
销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行业龙头地位和作用十分突出。

海垦控股集团实现省属国企零的突破——

成功发行非公开可交换公司债券

通过林木良种审定有何意义？
根据林业部门相关规定，未经审

定的林木品种不能随便种植，而申请
审定的主要林木品种，必须符合下列
条件：经区域试验证实，在一定区域内
生产上有较高使用价值、性状优良的
品种；有特殊使用价值的种源、家系或
无性系；引种驯化成功的树种及其优
良种源、家系和无性系。

“通过了林木良种审定，一定意义
上相当于拿到了区域推广种植‘通行
证’。”海南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办
公室相关工作人员邓利和介绍，林木
良种在一定的区域内，其产量、适应
性、抗性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入选
了良种名录就代表着这个品种可以在

市场大力推广。目前，我省
林业部门仅审定了‘大丰

1号’和‘热研5号’两
个咖啡品种，可谓

含金量十足。”
在董云萍眼中，“大丰1号”通过

林木良种审定，等于拥有了“合法”的
“身份证”，让广大咖啡种植者及企业
对品种特征特性、推广范围有了更多
认识，便于在全省更大范围进行良种
推广，对提高咖啡产量，稳定咖啡品
质，宣传推广咖啡品牌起到积极作用。

有了好品种，还得有好的种植、生
产和加工技术，咖啡才能有更高的市
场价值。

为“大丰1号”申报林木良种仅仅
是海垦热作集团以科研创新为咖啡产
业赋能的一个具体举措。近年来，海
垦热作集团正在着力于打造一条以

“智”造取胜的咖啡全产业链条，从种
植、加工、质量控制、品牌文化等关键
环节着手，推进产学研协同，借助科研
力量，围绕产业链的科技支撑链，构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咖啡产业

体系，打通咖啡从“种子到杯
子”的产业链模式。

（本报营根8月10日电）

一条以“智”造取胜的全链条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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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0日，暖阳高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大丰居的海垦热作咖啡
种植园里，绿油油的咖啡树已比一人高，咖啡叶片向阳而生。

虽然不是收获季节，大伙对咖啡树的管护却不见丝毫马虎。拨开一片叶子，
细细查看咖啡树生长状况，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
集团）旗下大丰咖啡厂厂长李晓秋嘱咐种植户：“过了立秋，气温降低，要更加留
心养护。”

这片咖啡园里种植的多是“大丰1号”咖啡。提起这个品种，当地人颇为自豪
——这是海南农垦系统自1985年开始试验选育的咖啡高产品种。近年来，海垦
热作集团更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以下简称香饮所）携手，彻
底完成该品种的科研选育工作，并申报2020年度海南林木良种。

随之而来的一则喜讯令所有海垦咖啡人为之振奋。在日前省林业局发布的
2020年海南省林木良种名录中，“大丰1号”咖啡，通过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
定，获区域推广种植“通行证”，可在我省中部、东部、南部的适生范围内推广。

认识到本地咖啡品种的潜在优势
和竞争力，海垦热作集团近年来在不
断扩大“大丰1号”咖啡种植规模的同
时，积极推进“大丰1号”的种子品种
认证和科学研究等工作。

“要推进咖啡产业长足良性发展，
对于种质资源的认识和储备至关重
要。”香饮所推广研究员董云萍表示，
长期以来，咖啡选种育种是该所的重
要科研工作之一，从1958年成立到如
今，选育种工作已持续60多年。“‘大
丰1号’的选育工作自1985开始，是海
南农垦咖啡的当家品种，也是我省种
植历史较长、种植面积较大的品种，应
该得到合理应用。”

合理应用的基础，是对“大丰 1
号”有深入而系统的认识。近年来，海
垦热作集团和香饮所密切合作，共同
开展对“大丰1号”的专业调查研究和
品种选育、品种认证以及筹备林木良
种申报等工作。

“这几年，我们不断扩大‘大丰1
号’咖啡的种植面积，目前已接近
6000亩。”李豫介绍。

与此同时，海垦热作集团与香饮所
联合开展了“大丰一号”品种在琼中、琼
海、万宁等我省咖啡主产区引种试验，

开展品种性状观测和品质测定工作，并
对该品种的选育过程、品种特性、经济
性状、栽培技术等资料进行总结。

“经过多地引种试验证明，‘大丰1
号’具有高产、稳产和适应强等特性，
具备成为我省咖啡生产主要推广品系
的资质。”李豫说，看好“大丰1号”的
发展潜力，该集团与香饮所于去年共
同为“大丰1号”向我省林业部门申报
林木良种。“我们认为只有将种子掌握
在自己手中，向良种要效益，才能建起
产业壁垒，实现高质量发展。”

董云萍认为，“大丰1号”咖啡结果
枝较长，节间距短，枝节生长较密集，单
节花朵数较多，可达50朵/节，结实率
高，产量高，每亩干豆产量可达200kg
以上，而且果实成熟期较集中，果实较
大，便于集中采摘。同时，该品种利用
嫁接的方法可保持品种的高产特性，植
株农艺性状、产量性状、品质性状、杯品
质量等特性的一致性、稳定性表现优
异，具有入选林木良种的潜质。

经多重审定和现场考察，根据省
林业局2021年第2号公告显示，“大丰
1号”成功入选2020年度海南省林木
良种名录，适宜种植范围为海南岛中
部、东部、南部。

一个对良种选育的新探索B

龙江农场公司推动
大岭苗木基地建设
打造垦区职工创新创业就业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高秀彬）近日，在
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大岭居的海南农垦大
岭苗木基地，职工们忙着管护各类苗木。结合产
业发展，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司已将该基地打造
为垦区职工创新创业就业基地。

据了解，海南农垦大岭苗木基地项目计划总
投资4580万元，用地面积1700亩。龙江农场公
司依托大岭前身琼西育种站所积累的深厚技术优
势，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
究所合作，坚持效益优先和市场化的原则，按照

“引进试种、选育示范、规模化推广”三步并举的模
式，计划将大岭苗木基地打造为海南西部最大的
热带水果苗木培育基地。

目前，大岭苗木基地拥有芒果、波罗蜜、油梨、
莲雾等20多类130多个苗木品种，2020年基地
销售总额超6000万元，并带动周边大量职工群众
就业创业。下一步，龙江农场公司将立足当地农
情，创新发展思路，不断引进名优特品种，提升产
业竞争力，开拓更广阔的市场，带动周边职工群众
就业创业，推进乡村振兴。

■
本
报
记
者

邓
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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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规模 5亿元
发行期限 3年
主体评级 AAA
标的股票 海南橡胶（601118）
三年票面利率 0.1%；1%；1%

发行人
海垦控股集团

主承销商和委托管理人
国泰君安证券

海垦热作咖啡种植基地内种植的“大丰1号”咖啡树。

➡ 海垦热作咖
啡种植基地，大批晾
晒的“大丰 1 号”咖
啡豆。

⬇“大丰 1 号”
咖啡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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