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10
2021年12月22日 星期三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刘乐蒙 美编：张昕

检校：王振文 邝才热新海垦

红明农场公司新开辟257亩荔枝基地

建标准基地 育富民产业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

林宝华）12月21日，在海口市大坡镇一处农田，
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东昌公司组织工人忙冬
种，开辟荔枝基地。

该荔枝基地于11月下旬启动建设，位于东昌
公司五队一侧，面积257亩，以种植“妃子笑”品种
为主。截至12月20日，仅一个月时间，该基地已
全面完成园地清理、翻耕、定标、挖穴、备肥、备苗
等前期准备工作，预计12月底或明年1月上旬全
面完成种植计划，共计8400多株。

红明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将进
一步优化该基地基础设施建设，安装喷灌设施，实
现水肥一体化管理，用标准化生产技术，产业化经
营方式，推动荔枝产业向标准化、集约化、规模化发
展，并将通过对病虫害防控等环节进行跟踪指导，
从源头上保证荔枝质量，做强做优特色经济产业。

挖潜力

海垦一企业中标海南中学创新项目

做周全准备 保项目质量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梁璟钰）近日，海

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保亭事业部下属企业海
南农垦中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顺利中标海南中学
创新实验中心项目（代管）。

据了解，海南中学创新实验中心项目的建设
旨在解决学校社团活动场所紧缺问题，进一步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该项目建设地点位
于海口市府城板桥路与大路街交叉路口。项目拟
新建1栋地下1层、地上5层的创新实验中心，总
建筑面积为4534.90平方米，主要设置社团用房、
展厅用房、多功能厅、水泵房等。

在严要求之下，保亭事业部各部门高效协作、
紧密配合，高质量地完成了投标文件的编制工作，
最终旗下中南公司以严谨优秀的方案和合理的报
价赢得了评标专家的肯定，顺利中标。

亮实力

海垦南繁集团与两企业签约

增科技含量 延种业链条
本报三亚12月2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

胜国）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南繁集团）分别与河北省种子协会和广西兆和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西兆和）签订合作协议。这
是海南日报记者12月21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根据协议，海垦南繁集团将与河北省种子协
会围绕种业开发进行多层次、全方位沟通交流，将
进一步发挥各自优势，实现资源互补，合作建立种
子产业联盟、种业产学研平台，并在企业孵化等方
面共同发力，以产学研融合促进种业发展。

同时，海垦南繁集团将与广西兆和在南繁育制
种技术研发、土壤地力提升、作物病虫害防控科技成
果推广应用与新技术研发等方面开展业务合作。

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冬交会
作为交流合作平台，与各地科研单位和客商加强
沟通，以科企合作、项目驱动、产业融合、强链补链
等举措为抓手，做好南繁文章，打造“育繁推服”一
体的现代化种业集团。

八一总场公司推进火龙果种植基地项目

扩产业规模 促集约经营
本报那大12月2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李莎莎）12月 21日，在儋州市雅星镇的一处农
田，工人忙着平整土地，为耕种做准备。海南农垦
八一总场公司将在该地块投资500余万元，发展
火龙果种植产业。

据了解，八一总场公司所在的区域是海南省
火龙果优势种植区域。该公司在火龙果种植技术
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产业基础良好，将
在建设与推进该项目时，按照标准化生产要求，并
发挥示范作用，推广火龙果标准化生产技术，进一
步引导周边农户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壮大当地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调整。

近年来，八一总场公司在做好优化种植业、发
展新业态新产业基础上，积极打造一批面向省内
外的“果园子”基地，促进产业发展、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强农业发展后劲。

增效力

焕活力
海垦“喜迎建垦70周年”职工羽毛球比赛开拍

展精神风貌 聚干事热情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雅慧）12月18

至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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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在海口举办2021年

“喜迎建垦70周年”第五届职工羽毛球比赛，来自
垦区的19支代表队共228人参加。

据介绍，为做好赛事组织工作，海垦控股集团
工会从前期筹备、场地管理、秩序维护、急救医疗、
宣传动员等方面积极做好保障，为参赛运动员营
造了良好的比赛环境，确保了赛事顺利进行。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已连续5年举行
职工羽毛球赛，为职工打造展现精神风貌、增进友
谊沟通的交流平台，并通过该赛事激发干事热情
和创造活力，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海
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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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全垦区印发《海南农垦科技创新驱动
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
年）》（以下简称《方案》），以制度引导，
发挥科技创新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科
技支撑作用，进一步提升企业技术创
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
创新体制机制。

《方案》的实施将通过完善海垦控
股集团科技创新顶层设计，在体制机

制创新、研发投入、项目合作、平台建
设、人才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强企业科
技创新能力，重点聚焦天然橡胶、南繁
种业、畜禽养殖、热带高效农业4大产
业，促进科技项目取得重大成果，积极
推进科技创新成果产业转化。

《方案》明确，海垦控股集团及其
下属企业将以“深化改革，创新体制”

“制度引导，市场配置”“优势互补，协
同创新”为原则，力争到2023年底，实
现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科技投入持续稳步增长，创新体系和

体制机制更完善，形成一批高技术含
量、高附加值、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
技术和新产品。

根据《方案》，海垦控股集团将从
打造科技创新平台、创新产业新支柱、
培育科技产业创新主体、加强产业技
术攻关攻坚、建立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和开展开放创新新格局拓展行动共六
个方面，建设科技创新的“海垦队”。

在统筹打造海垦产业互联平台
方面，海垦控股集团将在构建集团总
部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同时，统筹打造

海垦产业互联平台，推动天然橡胶、
南繁育种、热作农林、畜禽海产、商贸
物流、旅游康养、金融服务、资源开发
各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对
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
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技
术对企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
用，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完
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品和
服务迭代。

海垦控股集团以及各相关下属企
业还将聚焦种业创新，资源综合利用

绿色循环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着力
打造创新产业新支柱。

值得一提的是，海垦控股集团还
将加强培育科技产业创新主体，在目
前已有3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基础上，
加强引导、资源聚集，切实解决高新技
术企业发展瓶颈问题，在资金、土地、
人才、政策等科技创新要素方面给予
开创性支持，培育扶持企业创新主体
快速做大做优做强，并争取将旗下多
家企业培育为高新技术企业，打造一
批科技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企业。

海垦控股集团印发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从六方面着手 建科创“海垦队”

塞尔维亚的奶酪、智利的车厘子
……今年，海南农垦馆新设了自贸
港专区，向广大市民游客展示海垦
王府井“超冕生活”和海垦“好生活”
的进口日用消费品，众多进口
商品“漂洋过海”，来到寻常
百姓家。

“这款‘双J’级别的
智利车厘子，居然才卖
339元一箱。”自贸港专
区的海垦王府井“超冕
生活”站台，市民吴竹
珍对进口车厘子“爱不
释手”，在试吃后，毫不犹
豫下单了3盒5斤装的车厘
子。“我去年在超市买同样级别
和份量的车厘子，可要500多元，

今天我可算实现了‘车厘子自由’。”

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旗下的

海垦“好生活”也不甘示弱。“我们这

次带来了 230 多个产品亮相冬交

会，同时在线上也同步布局，只要扫

码下单，600余款进口日用消费品、

跨境免税产品立即包邮到家。”海南

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海垦

国际”）相关负责人表示，借由此次

冬交会这一平台，海垦“好生活”一

方面积极展示企业形象，提高品牌

知名度，吸引更多客流；另一方面则
是根据市场需求，不断丰富产品品
类，推出新产品，为消费者提供更多
消费选择。

“这次我们精选了本国最畅销的
产品前来参展，希望能得到中国消费
者的欢迎。”在海垦“好生活”进口日

用消费品展柜，
首次参加冬
交 会 的

塞
尔维
亚客商
波波维奇
为展柜带来
了奶酪等进口
商品。他告诉海
南日报记者，今年
冬交会，其负责的奶
酪品牌已经与海垦控股
集团达成相关合作协议。

“我们渴望和海垦控股集团
等有实力的企业合作，将更多
好产品带来海南。”

（本报海口12月21日讯）

醇香浓厚的“母山”咖啡、肉紧
味鲜的“海岛福猪”、辛香扑鼻的“昌
农”胡椒……19日上午，趁着周末
来逛冬交会的市民向欣萍一到会
场，便如往年一样直奔海南农垦馆
进行“一站式”选购，“海南农垦的产
品值得信赖。”

连逛了几年海南农垦馆，向欣萍
发现今年的展馆有些不一样，“好像
更简洁，更亮堂了。”

实际上，海南农垦馆一改往年按
照农场公司和产业集团分区展陈模
式，今年紧扣产业主题，按照天然橡
胶、南繁育种、热作农林、禽畜等“四梁
八柱”产业新布局划分和展示。“这样
的布置能更突出我们的拳头产品和重
点产业抢抓客商眼球。”海垦控股集团
贸易投资服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本届冬交会上，海南农垦借力展
会销产品、亮品牌的同时，也在思考

如何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力促海
南农垦“走出去”。

12月17日，“海垦好物 一站集
采”海南农垦专场推介会在展会上举
行，海垦热作、海垦果蔬、海垦商贸物
流等多个海垦企业组团亮相，向省内
外客商介绍其产业布局、品牌打造、
项目建设和产品亮点等。

“这是海南农垦企业首次举办主
题推介会，”海垦热作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豫介绍，通过专场推介，能
够增强广大客商对海南农垦产业集
群的认知度和记忆度。

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冬交会
中，海南农垦馆中还设置了专业直播
间，引入专业直播机构，邀请粉丝量
大的网红主播，利用淘宝、抖音、快手
等直播带货平台，分时段、持续性线
上推介海南农垦特色产品。

时尚范吸睛 | 海垦企业组团亮相

今年冬交会首次在1号馆设置
现代种业与数字农业展区，布展面积
达6500平方米。身为我省农业企业
的先锋队，海南农垦企业迅速抢占

“一席之地”——海垦科技集团与海
垦南繁集团联手在此打造海垦种业
馆，秀出现代种业和数字农业发展中
的海垦“黑科技。”

“通过这个系统，各个地块的面
积、作物品种、使用人、交易情况都能
一目了然。”在海垦种业馆，海南金垦
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垦赛博）项目管理人员蔡淑敏指着一
块电子显示屏自豪地说。

电子屏中显示的是金垦赛博研
发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已经在海南
垦区茶叶、芒果、荔枝等产业基地有
了真实的应用场景。

而在展馆另一侧，海垦南繁集团
的工作人员正满怀信心地向顾客介
绍旗下的特色种子。本届冬交会，该
公司一口气带来了“垦选9276”“原
谷珍香”“玖两优2168”等多个水稻
品种种子。“它们都是在海垦南繁基
地培育，并由海垦南繁集团和相关科
研机构进行科研成果转化后，向市场
推出的产品。”在海垦种业馆，该展区
相关负责人史海峰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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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品牌建设的时尚范留人，用智慧农业的科技范动
人，凭借进口日用品的国际范诱人……12月16日至19
日，在为期4天的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
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上，海南农垦馆人气十足，一批名
优农副产品、进口日用消费品和特色品牌争先亮相，让参
展市民和客商不住称赞。

据了解，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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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优化“八八”战略，构建
“四梁八柱”产业格局，加大品牌创建与培育力度，有力推
进文旅农产业以及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转
型升级，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科技范十足 | 数字农业扎根田头

国际范浓郁 | 进口商品寻海南市场

聚合力

海南农垦馆内的果蔬产品造型别致。

主播利用直播带货平台推介海南农垦特色产品。

⬆海南农垦以拳头产品和重点产业抢抓客商眼球。
⬇农垦馆内的名优农副产品。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