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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持续开展主题巡回宣讲活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人心
本报讯（记者邓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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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
“永远跟党走”主题巡回宣讲活动，陆续在文昌、定
安等地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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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安排，由海南农垦系
统的优秀党员、岗位能手等典型人物组成宣讲团，
自7月中旬起深入垦区基层单位开展21场巡回
宣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党史观，推动党
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宣讲团成员以朴实
的语言、生动的事例、真挚的情感讲述催人奋进的
故事，感染着听讲的干部职工。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还结合多种形式开展巡回
宣讲活动，如播放以海垦职工为原型拍摄的教育电
视片《党徽，闪耀在高山茶园间》，汇聚榜样力量，以
身边事激励身边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基层。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集团切实
推进党史学习多样化、接地气，以基层党员和群众
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送入一线。

海垦企业开展“99公益日”线上募捐

已筹集20余万元爱心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玲）自9月7日

开始，至9月9日下午5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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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于线
上开展的“99公益日”慈善捐款活动，已收到公众
捐款约21.8万元。

据了解，线上所筹集的所有款项都将进入海
垦（知青）互助基金账户。该基金于2018年由海
垦控股集团在海南省慈善总会申请设立，用于救
助因重病、残疾，或遭遇突发事故而陷入困境的海
南垦区困难职工和职工子弟。至今，该基金已救
助身患地中海贫血症的海垦子弟叶某等多名困难
帮扶对象，起到积极的社会效果。

海垦热作与海大食品学院达成战略合作

科企结对提升研发能力
本报讯（记者邓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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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南大
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双方将通
过资源互补，产学研协同，提升热作产品研发力，
科技赋能热作产业转型升级。

据了解，热作产业是我省优势特色产业，然而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产品多样性不足，深加
工程度待提升等问题。为此，今年以来，海垦热作
集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直面产业难题，破解发展堵点，主动与省
内外科研机构对接交流。

据了解，达成战略合作后，双方将通过建立长
期友好的战略合作关系，充分发挥在热带高效农
业科研、技术、人才和农业资源、产业化发展等方
面的优势，共同提升海南咖啡、茶叶、胡椒等热带
作物的产品研发能力，加快相关科技成果的转化，
立足市场推出高质量产品，并着力做好热作产品
研发的标准化工作，提高热带作物的经济产值。

此外，双方将共建产学研示范基地和学生实
习基地，共同推进产业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

海垦东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通过验收

荒地披绿装
旧貌换新颜

本报文城9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
闻涛）海南日报记者9月13日从海南农垦东路农
场公司获悉，海垦东路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修
复区）顺利通过文昌市资规局验收，为海垦打造集
中连片的特色高效农业产业基地奠定良好基础。

据了解，海垦东路农场公司于2020年开工建
设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项目分为整理区和修复
区。整理区位于该公司十四队，为旱地改水田项目，
已于去年年底竣工，今年年初通过验收。此次通过
验收的是项目修复区，位于该公司第四基地十九队，
面积为787.02亩，整治前为鱼塘，涉及9户承包户。

据了解，该项目（修复区）用地已纳入东路农
场公司“十四五”规划。下一步该公司将利用这片
土地开发稻虾综合种养项目，增加经济收益，提高
垦区土地利用效益，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

海垦两家单位
入选全省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省科学技术协会
公布“海南省科普教育基地（2021-2025年）”挂
牌认定单位名单，全省共30家单位入选，其中海
南农垦系统的海南农垦博物馆（以下简称垦
博）、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园（以下简称石花水
洞）榜上有名。

据了解，垦博和石花水洞经过主动申报、省科
协实地考察、专家评审等多个程序，最终被认定为
省科普教育基地。此次省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旨
在充分发挥社会科普资源的作用，加强海南省科
普教育基地建设，推动全省科普工作更好地开
展。此外，科普教育基地将享有国家给予公益性
科普事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下一步，垦博和石花水洞将按照省科普教育
基地建设要求，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贴近
群众、贴近生活的社会化科普活动，不断扩大科普
活动的覆盖面。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海南省红树
林研究院）相关专家表示，近年来，新
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理念
和执行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修复工作
上达到显著成效，加强对该湿地的保
护和发展，对我省的生态文明建设具
有重要意义。

在不影响生态的前提下，西联农
场公司在湿地公园建设了访客中心、
宣教广场瞭望台、揽海亭、观鸟屋等

旅游基础设施，目前正紧锣密鼓地建
设集多媒体展示中心、宣教图片展示
中心等功能区为一体的科普馆。

西联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公司坚持在生态修复中，以红
树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为核
心，构建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并充分
发挥和利用湿地多用途功能，保护、
挖掘湿地公园的自然、历史、人文景
观资源，打造具有农垦文化、人居文

化特色的湿地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建设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自然环境
秀美、景观资源多样、人文和谐、科
教设施完善、休闲度假条件优越的
国家湿地公园。

“我们希望在保护的同时适度
利用，通过利用实现更好的保护，也
就是找到保护与利用结合的平衡
点。”西联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湿地保护与村民发展，并不是对

立的关系，而是共赢的探索。该公
司正逐步摸索群众共建的模式，并
赴多地考察可行项目，其中发展旅
游业是一种选择。

为此，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的建设将严格遵循自然生态风貌的
保护与开发建设相协调的原则，科学
开发，加强管理，最大限度发挥生态
资源优势。

（本报那大9月13日电）

海垦西联农场公司多措并举推进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生态修复工作

生态养林 拥林而兴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一水环抱草木兴，位
于儋州市光村镇的新盈红
树林国家湿地公园，曾困
于林，如今正兴于林。

“缺钱了，砍几亩红树
林挖鱼塘，又是一年丰衣
足食。”湿地境内东场村的
村民钟其行印象深刻，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周边村
民“靠海吃海”，砍伐红树，
挖塘养鱼。

一场探索与变革，让
当地群众闯出一条护绿、
增绿、管绿、用绿、活绿的
新路子。

2016年以来，作为新
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的
管理单位，海南农垦西联
农场公司持续开展湿地保
护工作，这两年更是在属
地政府儋州市政府的领导
和支持下，积极推进退塘
还林、红树林生态修复等
工作，并进一步完善基础
设施，开展调查和监测，持
续做好宣教工作，探索湿
地的保护性开发。

随着保护工作的推
进，钟其行多了个新头衔：
巡护员。从劝导村民退
塘，协助还林，到每日巡
护、观测红树林，他在岗位
上干得风生水起，“村民早
不守着老一套观念了，大
伙知道保护湿地就是保护
我们共同的家园。”

“小罗，快！有人要砍红树林！”
一大早，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监测站巡护员罗理想还在洗漱，手
机里猛地传来一阵催促声。顾不得
吃口早饭，他换上衣服就往外跑。

出了门，一路狂奔。循着指引，
罗理想赶到一处鱼塘边，有村民正
偷砍红树，想要扩大自家鱼塘的面
积。他跑上前，好说歹说，对方才肯
作罢。

这场景发生在2010年，当时偷砍
红树的现象在湿地公园时有发生。

“红树林不长果，不能烧，不能
卖，没啥经济效益。村民挺嫌弃它
们，都想砍了挖成鱼塘。”罗理想说，
对于村民而言，一亩红树林不值钱，
一亩鱼塘能有数万元收入。在利益
驱动下偷砍红树，成为村民间公开

的“秘密”。
人们腰包日渐丰厚的同时，也

欠下了一笔生态账——红树林被破
坏、湿地涵养能力严重退化、乱排的
污水致使生态污染严重。

近些年，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深入人心，人们愈发
意识到，转变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迫
在眉睫。

2019年起，儋州市政府牵头组
织多个相关部门以及西联农场公司
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在此开展退塘
还林、还湿工作。

但养鱼毕竟是当地群众赖以生
存的产业，在利益面前，推进退塘还
湿工作需克服重重困难。

“从冷眼到理解，中间是踏破门
槛的努力。”东场村村民钟其行感触

更深，一次次走村入户，一点点讲解
湿地保护的重要性，才换来一声赞
同。

“退塘还林还湿，虽然没了鱼
塘，却能更好地保护湿地，这是对子
孙后代有好处的事。”皮肤黝黑的敦
吉村村民吴光传是当地养殖大户，
有超过15亩塘，但听巡护员说了退
塘还林还湿的好处和重要性，几番
纠结后，他主动提出要从自家的鱼
塘开始退。

如今，湿地公园里的117口鱼
塘尽数被拆除，总面积约为 1734
亩。

“记忆里的催促声终于不再响
起了。”说起那段经历，罗理想不禁
莞尔。如今，不少村民群众也加入
了湿地保护队伍。

一声不再响起的催促

一片重焕新生的湿地

退塘后，湿地如何修复？
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是海垦西

联农场公司给出的答案。2020年
下半年，完成退塘工作后，该公司在
湿地推进生态修复工作。

“退塘后，我们根据专家建议，
积极推进生态修复工作。”西联农场
公司湿地公园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
欧玉婷介绍，该公司整合中央专项
资金、政府支持资金以及海南省农
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专项扶
持资金等1200余万元，对湿地进行
修复。

根据规划，被拆除的鱼塘将分为
还林区、自然恢复区、鸟类生境区和
环保监测区等区域，同步推进修复。

午后的日光有些灼热，在新种
上红树林的地方，树苗拔节生长，迎
风招展。“树苗种下后，我就天天来
看。”敦节村村民简吉英于去年11

月参与红树种植工作，看到红树林
茁壮生长，成为她最欣慰的事。

与此同时，西联农场公司还留
出自然修复区。欧玉婷介绍，在自
然修复区，红树林繁衍方式为“胎
生”，胚轴在母体孕育成熟，成熟后
脱落，扎根泥滩成长为独立植株。
自然修复区和人工还林区互为对照
组，供科研机构开展红树林研究。

在生态修复工作中，西联农场
公司还根据鹭鸟的生活习性，建设
鸟类生境塘，这是当地完成鱼塘退
塘工作后，在推进生态修复工作中，
模拟鸟类习性，人工打造的鸟儿栖
息区。

“过去，湿地公园内滩涂较少，
冬季长时间高潮位导致滩涂被淹
没，水鸟栖息和觅食的范围被大大
缩小，只能站立在相对较高的塘埂
上。”欧玉婷介绍，为了在高潮位时

给水鸟一个更适宜的觅食地和歇息
地，该公司打造鸟类生境塘，为越冬
候鸟提供必要的觅食环境和栖息
地，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最令巡护员们兴奋的是，湿地
公园里还修起了巡护路，让巡护的
脚步能够深入林间。

多管齐下，成效显著。今年9
月，初秋时节，罗理想惊喜地发现，

“水上林间，处处都是生机勃勃的鸟
儿！”

据了解，截至目前，在新盈湿地
已经记录有迁徙水鸟80来种，包括
珍稀濒危鸟种黑脸琵鹭、黄嘴白鹭、
勺嘴鹬等等。

退塘还林，生态修复后，每年迁
徙到湿地公园越冬的候鸟数量显著
增加，以黑脸琵鹭为例，其数量由
2015年的20只逐年增加到2020年
的42只。

一场保护开发的探寻

本报海口9月13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羊广）大牌美妆、超低折扣，
就在海垦“好生活”跨境购。海南日报
记者9月13日从海南农垦商贸物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商
贸物流集团）获悉，该集团将于15日
举行海垦“好生活”跨境护肤节活动，
直播销售一众知名品牌的美妆产品。

据了解，自2020年12月起，在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领导
和支持下，海垦商贸物流集团开设海
垦“好生活”进口日用消费品店，并打
造海垦“好生活”这一品牌。

该集团在线下铺设门店，采用

“全球直采，线下直购”模式，通过海
南农垦专业买手团队对接全球进口
货源进行大宗采购，无缝对接线下门
店销售，通过规模化采购省去中间环
节，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能为消费者
带来便捷的购物体验和更多物美价
廉的商品。

与此同时，海垦商贸物流集团
不断拓展业务范围，完善产品体系，
另外推出海垦“好生活”跨境购业
务，并上线专属小程序。此次直播
是跨境购小程序上线后的直播首
秀。海垦“好生活”跨境购作为海南
农垦消费产业链中重要的板块，旨

在通过跨境电商的形式，集合全球
优质好物消费品。

目前，海垦“好生活”跨境购的产
品目录涵盖了护肤、彩妆、洗护、个护、
面膜、护理、母婴等类别，产品是品牌
直采、有价格优势，品质有保证。海垦

“好生活”跨境购以线上B2C的模式，
致力为消费者提供货真价实、品种丰
富的进口健康消费品购物渠道、高效
便捷的健康消费服务体验。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当天的
直播中，主办方将推出大牌美妆产品
的秒杀福利，消费者有机会以超级折
扣秒杀到黛珂、兰蔻、资生堂等一系列

知名品牌的热门产品。
同时，主办方还推出了惊喜抽奖，

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可邀请朋友组队，
三人为一队，受邀观众通过分享卡片/
朋友进入直播间，加入队伍参与组队
抽奖，组队成功可参与抽奖，中奖后所
有队友均有奖品。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并选择海
垦‘好生活’，我们正在积极开辟多样
化的销售渠道。带货直播就是其中一
项。”海垦商贸物流集团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希望借助近年火热的直播模
式，进一步提升海垦“好生活”这一品
牌的知名度、美誉度。

海垦“好生活”跨境护肤节15日启动

海垦“好生活”跨境购小程序二
维码，扫码看直播。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工作人员用无人机监测。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鹭鸟齐飞，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内，工作人
员对红树林进行生态修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