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推动红橙产业规模化、标准
化发展的过程中，龙江农场公司更
是为其注入智慧基因，进一步助力
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现代农业产业
集群。

“监控、浇水等以往费时费力
的工作，现在用一部手机就能操
作。”龙江农场公司经营管理部职
工江政介绍，2018年，该公司与海
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在
红橙种植基地安装了农业物联网
系统助力智慧农业建设，成为垦区
首批开展智慧农业建设的农场公
司之一。

注重产业增链、强链、补链，
龙江农场公司还进一步改造加工
生产线，于2020年投入900余万
元建设果品管控中心，配备了分
拣厂房、仓储用房，全面投用后可
年分选、保鲜、包装、加工果品
2000吨以上。

“我已经连续 3 年来这收果
了。”相比其他地区，符爱青更喜欢
到农场公司收购红橙。这位在南
北水果市场经营批发档口多年的
收购商坦言，一般农村地区红橙品
质参差不齐，颜色、口感、个头都不
一致，分拣较难，不方便配货。“龙
江农场公司的白沙红橙大小、颜色
统一，品质高、口感佳，还有自动化
的分拣设备，十分便利。”

同时，经过标准化选果、礼盒
化包装、品牌化宣传等手段，白沙
红橙迅速在线上平台打开销路。
如今，一盒10斤装精品红橙在电
商平台甚至能卖出288元左右的
价格。

此外，白沙和龙江农场公司将
紧紧围绕“白沙红”品牌建设，加快

“白沙红橙”区域品牌创建，深入挖
掘资源潜力，推进农旅文融合，打
造集采摘、休闲、娱乐、科普为一体
的红橙生态观光旅游路线。

（本报牙叉1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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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农”牌胡椒产品
销售额达1680万元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曾广进）
今年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下属的海口东昌
胡椒有限公司狠抓产品质量，搞好销售服务，截至
10月底，旗下“昌农”牌系列胡椒产品，销售量达
407吨，销售额达1680万元，销售量和销售额两
项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

今年以来，海口东昌胡椒公司不断做好“创
新”文章，更新技术，并将“昌农”牌胡椒饼干、黑胡
椒、白胡椒、海盐胡椒等系列产品，打造成“伴手礼”
礼盒装面向旅游市场推广，争取市场发展空间。

下一步，海垦企业将加强产业协同，持续推动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围绕“昌农”品牌，打造一
系列具有品牌标识、突出品牌价值的胡椒产品，深
化产业链合作，进一步拓展市场消费渠道，提升品
牌认知度、美誉度和影响力。

三亚装配式建筑构件
生产基地项目开工
项目施工方为海垦建工集团

本报三亚11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刘
洋）11月9日，在位于三亚市天涯区的三亚装配式
建筑构件生产基地项目现场，施工机械有序运
作。项目施工方海南省农垦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海垦建工集团）多举措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如期建成投产。

目前，该项目正在进行土地平整和挡墙桩基
础施工阶段，施工现场10多台工程运输车、10台
挖掘机、3台炮机、2台桩机，全部正常运转，力争
在计划工期内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海垦建工集团实行“三提前”举措，通过提前
计划，提前部署，提前进场抓好项目建设管理工
作。一方面，该集团抽调精干力量到一线成立专
项指挥部，责任到人推进项目；同时围绕工期、安
全、质量等方面制定工作计划，挂图作战，倒排工
期等，将任务细化到日、落实到人。相关工作人员
深入施工一线督促指挥，多渠道沟通，确保材料、
机械设备供应充足，着力解决项目建设中遇到的
难题，聚众力把工程项目建设推上“快车道”。

垦旅公司积极筹备
蓝洋樱花节

本报那大11月9日电（记者邓钰）海南垦旅
康养旅居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旅公司）获悉，
该公司正通过开展樱花树补种、创新活动内容等，
积极筹备2022年第二届蓝洋樱花文化旅游节。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9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据了解，受今年10月台风导致的连日暴雨天
气影响，蓝洋樱花乐园区内的樱花树遭受到不同
程度破坏。为使樱花能在明年花期绚烂绽放，垦
旅公司积极组织人员开展栽植补植工作，并将通
过丰富载体、创新形式，注重细节、打造精品，增强
樱花文化旅游节的吸引力。

垦旅公司还将充分结合地方民风民俗，营造
独具特色的观赏游玩环境，认真做好游客接待、宣
传推介、文艺活动、招商引资、安全保卫、医疗卫
生、志愿服务、交通疏导等工作，抓好各环节衔接，
并加快樱花客栈改造进度，串联各景点，完善配套
设施，同时，把景点打造、赏樱路线设置、相关活动
安排等结合起来，实现节点融合、活动联动，引导
游客赏蓝洋樱花、泡蓝洋温泉、住樱花客栈、游莲
花山文化景区，让游客“迎得来、留得住”。

海南橡胶金水加工分公司
杂胶生产线技改成功

本报椰林11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赵
起超）海南日报记者11月9日从海南橡胶金水加
工分公司获悉，该公司开展杂胶生产线技改项目
并取得成功，为解决子午胶车间杂胶生产线除杂
性能低、除杂效果不理想以及成本高等堵点、难点
问题打下坚实基础。

据了解，该杂胶生产线技改项目于今年8月
15日启动，共投入资金88万元，在原有杂胶生产
线设备的基础上，新增一台HM700锤磨机、一台
SS600-13搅揉机、螺旋输送机、不锈钢输送机，
并对笼滚筛、斗升机进行改造。

同时，金水加工分公司成立了杂胶生产线技
术改造攻坚小组，全程指导协调，严把技术关，并
由技术水平高、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的技术人
员组成骨干力量，分工协作，形成合力。

据了解，改造前的杂胶生产线除杂性能低、除
杂效果不理想，需经过二次压绉才能生产出合格
品，不仅生产效率低，还浪费了大量人工成本及动
力费用，极大地制约了杂胶生产线的加工效率。

海垦60户家庭入围
海南“绿色家庭”示范户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海南省妇联揭晓了
2021年海南省“绿色家庭”示范户名单，其中，海
南农垦共有60户家庭入围。

省妇联持续开展“绿色家庭”示范户、示范点
评选及创建活动，2021年新建省级“绿色家庭”示
范点18个，命名省级“绿色家庭”示范户2000户，
推动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家庭新风尚，共建海南
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良好氛围。

据了解，获评的“绿色家庭”将生态文明素养、
禁塑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再生利用、绿色消费、
绿色出行等理念融入生活点滴的，为全省广大家
庭树立了榜样。

本报牙叉11月9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陆岳泰）为丰富茶树种质资
源，提升产品品质，天然茶叶公司与华
南农业大学于日前达成茶树新品种

“华农181”授权推广合作，成为我省
目前唯一取得该品种授权的企业。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9日获悉的。

合作后，华南农业大学向天然茶
叶公司提供1万株“华农181”无性扦
插茶苗，派出茶树育种团队提供技术
指导，计划于5年内在我省推广种植
300亩。

据了解，“华农181”是华南农业大
学茶学系教授黄亚辉团队历时12年
从粤北南岭茶树群体中选育出优质、
高产、耐寒的茶树新品种。目前，万
株“华农181”无性扦插茶苗已在白
沙试种。

茶树新品种
“华农181”白沙试种

本报海口11月9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羊广）“双十一”是商家必
争之地，海南农垦企业正积极迎接

“双十一”网购促销高峰。海南日报
记者11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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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旗下的
海垦“好生活”跨境购将于11日下午
4时至晚上10时，在其线上商城举
行以“低价狂欢‘双十一’”为主题的
促销直播活动。

在当天的直播中，主办方将以超
低折扣直播促销包含日用、美妆品类

的20款主推产品，其中包括黛珂、兰
蔻、资生堂、科颜氏等一系列知名品
牌的热门产品。

同时，主办方还将在直播中推
出 18轮惊喜抽奖，每 20分钟举行
一轮，奖品涵盖食品、日用品等，中
奖人可凭中奖码在海垦“好生活”京
海花园门店领取奖品。

“马上就是‘双十一’，我们的仓
库已经备满货品，货源充足”“我们
已经组建团队，保障物流运输”……
连日来，针对“双十一”期间跨境商
品种类多、数量大等特点，海垦商贸

物流集团提前部署，安排工作从备
货物、稳物流、保质量、提销量等多
方面入手，积极迎接“双十一”网购
促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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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介绍，希望借助近年火热的直播模
式，以及借助“双十一”电商营销的契
机，进一步提升海垦“好生活”的知名
度、美誉度。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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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南自贸港建设大背景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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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垦“好生活”跨境购开展“双十一”促销
包含日用、美妆品类共20款产品

白沙红橙产业发展过程中却也不
乏“甜蜜的烦恼”，首当其冲的便是“果
贱伤农”现象。

所谓“果贱伤农”，一方面是因为水
果收成不好造成，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市场波动导致滞销造成。

“往年，等着收购商上门，定价权
把握在收购商手里。”当地白沙红橙种
植大户刘文漠说，每年白沙红橙上市，
初期行情好时收购价能达到四五元一
斤，可到了尾期，跌到一两元可能都无
人问津。

相关专家表示，造成“果贱伤农”现
象的原因有多种，不仅包括市场需求信
息不畅，农产品季节性集中上市，产销
信息不对称造成跟风种植，还包括一家
一户的分散经营模式，农业的规模化、
专业化程度低，产出的果蔬品种单一、
质量不高导致市场竞争力低等。

为避免“果贱伤农”，龙江农场公司
除了在提升红橙品质上下功夫，还积极
探索多样的市场销路，开拓了线上+线
下的销售模式，让传统佳果通过互联网
在短时间内走进全国消费者的家中。

今年8月起，龙江农场公司成立了
产量统计、加工品控、果品购销、财务核
算等8个专项工作小组，研究分析市场
需求、果品行情、客户资源等。并多次
组织周边农户召开专题会议，交流讨论
价格设定、营销策略、客商对接、品牌推
广等相关工作。

“企业要做产业，就需要充分了解
市场，也要让市场了解我们。在信息的
有效沟通中，争取下大客户、大订单。”
龙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符积前
介绍，该公司提前统计出红橙产量，再
摸底岛内外市场信息，如需求量、果品、
口味等，然后要求果农严格按照质量标
准、采摘时段进行采摘，并由农场公司
组织进行统一购销签约大规模订单。

在订单农业中，龙江农场公司成为
大型经销商与果农之间的杠杆和缓冲
剂，一头向经销商保证供货量，一头向
果农保证价格，维持订单诚信。

“靠着这一模式，我们在今年 10
月，红橙还未开摘前，便签下了200万
元的订单。”符积前说。

动态监管摸产量
统一购销签订单

■ 本报记者 邓钰

孟冬如春，橙果丰收。白
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成畦连
片的红橙种植园里，橙果枝头
满挂，果味丰美馥郁。

在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
司的白沙红橙智慧标准化种
植基地里，职工们钻入果林
中，挎着果篮，手持园林剪，摘
下一个个饱满芬芳的橙子。
而在数公里外的海垦龙江果
品管控中心车间内，刚被摘下
的红橙在自动化生产线上，经
过清洗、烘干、测糖、分选、打
包等，被发往全国各地。

从不足百亩的分散无序
种植到数千亩的规模标准化
种植；从提篮叫卖的廉价水
果，拓展到产值突破千万元的
特色产业……历经近20年的
发展、壮大，在当地政府的支
持下和海垦龙江农场公司的
积极带动和推进下，红橙产业
早已深深扎根白沙，承载着当
地乡村振兴、产业升级的希望
与梦想。

又是一年橙红橘绿时，在
海垦龙江白沙红橙智慧标准化
种植基地，一个个饱满的红橙
满挂枝头，在油绿的叶片中探
出身子来。

“你看，这批果子的果型饱
满，大小适中，果皮富有光泽，
品质极佳。”11月9日，在海垦
龙江白沙红橙智慧标准化种植
园，龙江农场公司农业开发公
司经理陈德弟随手摘下一个红
橙介绍。

红橙高品质的秘诀都藏在
日常的管理功夫里。近年来，
龙江农场公司迈开了白沙红橙
产业化发展的步伐。一方面发
挥党员带头作用，成立合作社，
带动职工扩大种植面积，助力
产业规模化发展，提高市场议
价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制定种
植、品质管理准则等手段，并派
出技术人员，保障红橙标准化
种植，稳定红橙品质。

“为了保证果品质量统一，
农场制定标准，带动果农做到
统一规划、统一种苗、统一品
牌、统一技术和统一销售。”陈
德弟说，标准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却不容易。

“龙江农场公司制定了修
剪、喷药、施肥、间种作物等作
业规程，实行奖罚制度。”陈德
弟回忆，农场公司组织专班定
期检查。“一次，检查中发现有
处红橙基地杂草丛生，长势较
差。基地管理者做检讨，并重
新制定管理方案，现在这块基
地的红橙果品质量极大提升。”

近年来，在龙江农场公司
的带动下，以“公司+基地+农
户”的经营模式为白沙红橙产
业注入了新活力，生产经营由
分散和无序状态向规模化、标
准化演变。目前，七坊镇以及
周边乡镇的白沙红橙种植规模
已从2003年的百余亩扩展到
近6000亩，其中近3000亩进
入投产期。

规模种植聚产业
统一标准保品质

转型升级闯市场
延链强链做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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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垦龙江白沙红橙智慧标准化种植基地，农户采摘红橙。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黎黎族族女女孩孩在在直直播播卖卖红红橙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