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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与海垦龙江将建立融合发展机制

谋深度融合 促垦地一体
本报牙叉12月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

丽妙）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与海南农垦龙江农场
公司将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白沙垦地融合发展
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中各项内
容，设立工作专班，制定垦地联席会议制度、定期
会商会议制度，按照时间节点，分步骤逐个落实，
并结合各部门的工作职责压实责任，强化督导督
办。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8日从龙江农场公
司获悉的。

今年以来，白沙县委县政府与龙江农场公司
深入交流，高效对接，进一步推动垦地融合发展，
并制定实施方案，将垦地融合事项具体化、清单
化推进。

据介绍，该实施方案以双方合作共赢的原则
拟定。围绕方案，白沙垦地将建立起务实高效的
融合发展机制和常态化工作的机制，进一步推动
垦地空间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
护等方面的整合，实现一体化融合发展，构建起
垦地协同发展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振兴。

海垦红明投入81万元
完善椰子基地灌溉设施

查产业堵点 破发展难题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宝华 林声福）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近期投入
81万元建设旗下椰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的配
套灌溉设备。截至12月8日，已安装完成灌溉配
套设施360亩，预计本月底可竣工投用。

据了解，该椰子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位于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于2019年3月动工建设，共
占地420亩，种植甜水椰、香水椰、红椰、金椰等矮
种椰子树共计1.03万株。但近两年因管理不周，
椰子种植品质不稳定。

对此，红明农场公司结合“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组织人员实地调研，研究解决办
法，制定灌溉配套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投入
81万元安装基地自动化喷灌系统，共开沟并铺设
灌溉管道8800多米，安装接水开关63个，进一步
推动椰子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此外，该公
司还在周边开挖百米深井，并配套建设水塔，保
证灌溉用水需求。

据了解，灌溉配套设施完工后，椰子标准化种
植示范基地将被划分为7个区域。采取分片浇灌
形式，7天可完成全面浇灌，较过去节省9天时间。

眼下，海垦“白沙”绿茶早春
茶已开采。12月 8日，在位于白
沙黎族自治县牙叉镇的海垦白沙
茶业标准化茶园里，随处可见茶农
挎着茶篓，穿梭在茶树行间，采摘
新茶。

据了解，早春茶一般指由越冬
后茶树第一次萌发的芽叶制作而成
的茶叶。由于气候条件温润，海南
的茶树萌发新芽的时间较内地茶区
早两至三个月，采摘制作第一批春
茶的时间也提前至冬季。

海垦南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推进

零散变集约 薄地变良田
本报三亚12月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

胜国）12月8日，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海南农
垦南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现场，挖掘机等施工机
械忙碌作业平整土地，一旁工人手抓钢铲，在已
平整土地中覆上有机肥，改良土壤。

据了解，海南农垦南繁产业有限公司有序推
进土地开放整理工作，推进土地资源由零散变集
约，进一步提升土壤质量，为南繁产业发展储备高
质量土地资源，目前正稳步推进总面积约1.76万
亩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计新增水田7429.26
亩，新增旱地48.82亩，旱地改水田217.55亩。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杨光）2021年中国（海南）
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
称冬交会）将于本月16日至19日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目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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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统筹旗下企
业，精心组织，全力备战参展工作。

据了解，本届冬交会期间，海垦
控股集团将在主会场4号国际农产
品馆搭建780平方米的“海南农垦
馆”，设置产品展销体验区、自贸港
专区、“四梁八柱”战略专区和现场
直播间四大功能区域。

其中，产品展销体验区将提供
现场体验品鉴服务，展现海南农垦
品牌特色农业产品。海垦控股集团

旗下热作、果蔬、草畜、南繁和商贸
物流等产业集团将展现其咖啡、茶
叶、胡椒、果蔬、禽畜、种子等优势品
牌产品。

在“四梁八柱”战略专区中，海
垦控股集团将以图文和沙盘结合形
式，展现农垦“四梁八柱”战略，以及
各项发展成就，并以沙盘形式演示
重点项目。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将于16、17
日每天在现场直播间开展4场次直
播活动，利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
台直播带货，分时段线上推荐茶叶、
咖啡、胡椒、红橙、热带水果果干等
特色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冬交会期
间，由省农业农村厅、海垦控股集团

主办的“海垦好物 一站集采”海南
农垦专场推介会将于12月17日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旨在搭建
交流平台，邀请政府单位和省内外
客商、行业专家代表共聚一堂，共同
体验、品鉴海南农垦农副产品，进一
步打响我省热带农业产品品牌。

专场推介会中，主办方将邀请
全国各地大型农产品企业、采购商、
线上线下经销商、供销社系统代表
等齐聚海口，开展海南农垦产销对
接专场活动，向到会客商推介海南
农垦系列产品，为其搭建线上线下
销售平台、渠道，进一步打响“海南
农垦”品牌，提高其市场影响力，并
进一步展现我省热带高效农业建设
成果。

设置四大功能区，举办专场推介会，8场专场直播……

海南农垦冬交会看点提前知

环保要求不断提升
橡胶企业自我加压

环保，已愈发成为橡胶产业发展的题中之义。目前，
全球橡胶生产和消费正在向环保化转变，但在橡胶行业
需求不旺、价格下滑的形势下，如何应对成本增加、技术
需求、流程革新等要求，成为困扰各大橡胶企业的难题。

“算好环保账，应该成为橡胶加工企业的基本功。”海
南橡胶金橡公司副总经理张杰介绍，随着海南建设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步伐的推进，各项环保要求不断提升，愈
发考验橡胶加工企业。

“近年来，我们从多方面布局，在加工段推进橡胶行
业绿色转型。”张杰表示，作为行业龙头企业，海南橡胶迎
头而上，自我加压，以推进技术改革创新为抓手，持续提
高橡胶加工自动化、智能化及绿色环保化水平。

据了解，从2005年开始，海南橡胶不断推进加工板
块整合，将分散在全省各地的数十个小型橡胶加工厂进
行规模化合并，使得数量从最初的89家减少至15家，并
积极谋划下一步转型升级。

“在这过程中，加工厂经过整合，减少废水、废气等污染
物的排放总量。”张杰表示，同时，企业更能“集中力量办大
事”，对加工厂的管理能从过去“撒胡椒面”式转变为重点突
破，将有限的资金投入规模化工厂开展环保改造工作。

革新流程节能减排
加减并用答环保题

“这几年，随着环保要求的提高，工厂里的‘黑科技’
越来越多。”卓传伟说，虽然工人不知道这些东西的运行
原理，但大伙实打实地感受到了它们带来的好处。

如何推进橡胶生产环保化转型？在金水分公司的加
工厂里，一道道环保“加减法”正在上演——“加”出生产
效率，“减”掉污染排放，一增一减之间实现节能、降耗、减
排，助推产业绿色转型。

“光是去年，我们就投入了近700万元更新加工厂的
环保设备。”金水分公司副总经理陈金华介绍，除了加装
除氨塔，该公司还升级改造了废水处理系统。

橡胶初加工废水由于污染物成分复杂繁多，不仅
CODcr、BOD5浓度高，还含有较高浓度的氨氮，总氮及
总磷，处理难度大。

金水分公司在废水处理系统升级改造中，因地制宜，
对症下药，改造了厂区雨污分离、生物脱氮除磷氧化系
统、污泥处理等子系统。所有经处理的污水可达到一级
排放标准。

据悉，项目全线完工后，预计达产期乳标胶、凝标胶废水
处理系统每年可减少污染物总排放量达CODcr1500吨、固
体悬浮物250吨，总磷50吨等，年可回收废胶约150吨，产生
沼气11万立方，经济价值可达112万元。

环保做“加法”，还体现在提高加工效率、节约能耗
上。今年8月以来，金水分公司投入88万元，积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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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废为宝”是海南橡胶作环保“减法”的秘诀。生产
污水经过净化后，被称为再生水，在工业生产中又被称为
中水，可再次用于工业生产。

“现在我们的中水回用率已达90%。”陈金华介绍，
加工厂改进生产工艺和优化加工流程，将处理过的中水
引流回加工生产环节，替代清水使用，在减少废水排放的
同时，进一步节约水资源。

此外，该加工厂还将处理CODcr过程中产生的沼气，收
集用作燃料和发电原料，进一步达到节能、降耗目的。

新理念引领新发展
持续写好环保文章

金水分公司的实践并非个例。目前，海南橡胶正在旗
下加工企业中推进技术改造，推动橡胶生产环保化转型。

橡胶加工绿色转型之路任重道远，仍存在节能环保技
术有待进一步研发，相应标准和机制仍需完善，改造资金投
入巨大等诸多桎梏。业内人士表示，目前，针对橡胶环保加
工的新模式、新机制还未完全形成，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
放，仍需要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等多方合力共同推进。

“我们将贯彻新发展理念，并加强政企研协作，不断推
进橡胶加工绿色转型，促进产业提质增效，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海南橡胶相关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
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海南橡胶将作好环保“加减法”，算好经

济账和环保账，走出绿色发展路，作好“三棵树”文章。
（本报椰林12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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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加工时异味轻多了，都是这台‘大
家伙’的功劳。”12月8日，在位于陵水黎族
自治县群英乡的海南橡胶金水橡胶加工分
公司（以下简称金水分公司）加工厂，从业多
年的工人卓传伟发现，工厂里添了越来越多
“黑科技”。

卓传伟口中的“大家伙”指的是工厂去
年新增的除氨塔。它伫立在工厂的生产线
旁，收集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氨气，并与水反
应相溶，从而净化气体。

橡胶加工厂里的“黑科技”远非如此。
近年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统筹旗下金水分公
司等众多加工企业，通过改良加工工艺、革
新加工流程和等举措，推动橡胶生产加工环
保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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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橡胶一乳胶枕头生产线
完成自动化改造

推技术改革 提生产效率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鹏）海南天然

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企业爱德福分
工厂——安徽可可美家乳胶制品有限公司，日前
完成1号和3号枕头生产线的改造工作，已通过
初步验收并投产。

据了解，爱德福科研团队借鉴国内外先进的
自动流水线技术，对已有的枕头流水线进行改
造，实现高温迅速硫化，自动开合模，高效率降
温等。

经过试运营，在产能方面，经改造后每条生
产线可日生产枕头3300只，较改造前增加 800
只，增幅达32%；在人力成本方面，每条生产线作
业人数减少7人；在节能方面，生产线蒸汽用量较
改造前减少约3成。

据了解，生产线的改造，进一步提升了爱德
福的乳胶生产设备自动化程度，以及产品品质及
市场竞争力，并进一步降低了人工成本，提升生
产效率。

展望

品山间新绿
尝 滋味

海垦东北部片区
老年人体育协作展示活动举行

赛趣味项目 搭交流平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小龙）12月6

日，由海南省农垦老年人体育协会主办的海南农
垦东北部片区老年人体育协作展示活动在红明
农场公司举行，来自海口、文昌、琼海片区等海垦
单位组成的12个代表队依次上场，分别展示太极
拳、太极剑、广场舞、秧歌、功夫扇等比赛项目。

赛场上，各代表队英姿飒爽，行云流水的动
作，刚柔并济的招式，让人目不暇接，尽显海南农
垦老年人乐观向上的夕阳风采，赢得了现场观众
的阵阵掌声与喝彩。

有关负责人表示，活动旨在为海南农垦广大
老年体育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让更
多的老年朋友参与其中，在强身健体的同时，感
受传统文化的魅力，真正实现老有所乐。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陆贵松
图/通讯员 黄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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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橡胶加工厂
进行规模化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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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水分公司加工厂

投入了近700万元

更新环保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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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白沙茶业标准化茶园。

春茶茶芽。

茶农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