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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万泉花果农产品交易中心
计划5月交付使用

本报嘉积2月14日电 （记者邓钰）海南日
报记者2月 14日从海南农垦红昇农场公司获
悉，海南农垦万泉花果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建
筑主体已达到竣工验收条件，目前已进入室内
装修和园林绿化施工阶段，力争在今年5月交
付使用。

据了解，万泉花果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位
于琼海市大路镇，是海南万泉花果文化旅游区
项目重要组成部分，占地约20亩，项目预计总
投资约2.1亿元，目前已完成投资约1.8亿元。

项目建成后，可实现集餐饮、水果线下及电
商交易、水果冷链、旅游商品售卖、民宿酒店、
商务休闲等多功能运营综合体及具有琼海风貌
的高速、旅游节点驿站，助力海南农垦以及琼海
市农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化建设。

琼中26.59万亩公益林
移交垦区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赖汉龙）2月11
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林业局在海南橡胶乌石
分公司举行琼中垦区公益林移交管理工作会议，
将26.59万亩公益林移交至海南农垦琼中片区
单位。

会上，琼中林业局与乌石、中坤农场公司
和海南橡胶乌石分公司、长征分公司、阳江分
公司、加钗分公司等垦区琼中片区单位签订
《移交协议书》，共移交公益林面积26.59万亩，
移交人员 100 人，其中技术人员 5 人、管理人
员 13 人、护林员 82 人，移交交通工具摩托车
59辆。

据了解，公益林移交后，垦区琼中片区各单
位将因地制宜，规范制度建设，做好人员管理，
组建专业队伍，做好公益林管护工作。

龙江农场公司
推动大岭苗木基地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少波）2月11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乡大岭居海垦龙江
大岭苗木基地，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司组织公
司工作人员及各管理站人员，开展特色优势水
果品种种植活动，种下近500株优良热作品种
树苗。

扶苗、培土、抗肥……在苗木基地现场，大
家分工协作、相互配合，种下16号芒果、猫山王
榴莲、黑黄皮、牛油等近500株 30多种优良热
作品种的树苗。

据了解，下一步，龙江农场公司将以市场为
导向，进一步拓展销路，优化升级苗木生产结
构，引种市场需要的新品种，提高市场竞争力，
打响龙江大岭苗木品牌。

“印象海口”主题写生营学生
走进海垦博物馆

用画笔勾勒海垦历史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运霞）2月13

日，“印象海口”主题写生营的10多名学生走进
海南农垦博物馆，了解中国天然橡胶百年发展史
和海南农垦70年的发展历史，并用画笔描绘出
对海南农垦发展历史的认识。

在海南农垦博物馆，讲解员带领大家通过近
距离观看文物、图片等展品，了解海南农垦的建
立和发展历史，并科普天然橡胶的种植历史和产
业发展情况，感悟农垦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
的精神。

参观结束后，同学们熟练地托着小画板，拿
起画笔画下所感所思，随着构思、勾线、涂改等
动作，割胶、开荒“大会战”、茅草房等一幅幅生
动的场景跃然纸上。

海南农垦博物馆相关负责人表示，日前，该
馆入选2021年—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第
一批认定名单。该馆将通过开展以参观、体验、
互动和写生为主题的研学教育活动，让学生们接
受爱国主义教育和科普教育，在探索中实践，在
实践中成长。

海垦热作成立专项小组

推动白沙茶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2月11日，白沙黎族自

治县与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热作集团）举行垦地融合发展座谈会，
共商如何通过垦地协作做大做强做优白沙茶产
业。

据了解，海垦在白沙茶产区拥有坚实的产
业基础，不仅拥有连片种植的标准化茶园、现代
化的茶叶加工厂，且拥有成熟的茶业人才队伍，
旗下海垦牌白沙绿茶享誉岛内外。

双方均表示，将以垦地融合为契机，共同做
大白沙绿茶产业、打响白沙绿茶品牌。海垦热
作集团将发挥龙头企业优势，带动茶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并成立白沙茶产业融
合发展领导小组，与白沙做好垦地融合各项工
作，为产业建设凝心聚力。

下一步，海垦热作集团将从加强种植端茶
园管理，提升加工端产品质量和打造专家型、学
习型产业发展队伍，以及深化垦地融合等方面
做好茶产业发展。

各
企
业
推
进
项
目
建
设
、产
业
发
展
，全
力
冲
刺
﹃
开
门
红
﹄

海
垦
：
铆
足

开
新
局

2月14日，在三亚市崖州区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二期）项目
现场，日头高照，机械轰鸣，工人们头戴安全帽穿梭其间，稳步推进土
地平整工作。

同日，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咖啡种植园内，一簇簇熟
透的红果在咖啡树枝头相携而生，种植户们忙碌采摘咖啡鲜果，汗水
早已湿透衣衫。

人勤春来早。眼下，海南农垦各大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种植基地生
机勃勃，春季管理忙；重点项目集中动工，加速推进……

开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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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引领下属各部门、各企业，以党建引
领、高效管理、多线推进等举措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垦地融合等
年度重点工作，冲刺虎年“开门红”。

农业现代化
精心栽培 精细管理

一路驱车来到白沙黎族自治县
荣邦乡大岭居一处苗木基地，灿烂阳
光下，大片绿油油的苗木让人眼前一
亮，头戴草帽、手拿花剪的工人们穿
梭其间，忙着移栽幼苗。这里是海南
农垦龙江农场公司旗下大岭苗木产
业园基地。

在大岭苗木产业园基地的育苗
大棚内，黑黄皮、牛油果等一批“新
奇特”种苗刚刚种下。

“这两年，好苗木、新苗木供不应
求，基本是育好一茬就被订走一茬。”
基地管理人员张俊斌介绍，种苗除了
供应本地，还吸引许多省外客商慕名
而来。

2021年，海垦龙江农场公司依
托大岭苗木产业园基地建设，以农业
现代化手段，规范化、标准化、高端化
发展苗木产业，售出 70 余万株苗
木。据统计，基地已建成苗床近40
亩，年出圃苗木100万株，拥有波罗

蜜、芒果、猫山王榴莲、嘉宝果、手指
柠檬等20多类130多个苗木品种。

在海口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海南
农垦红明妃子笑荔枝种植基地，万亩
荔枝树长势良好，一簇簇金黄的小花
已陆续在枝头萌发。工人手拿工具
穿梭林间，不时剪去细碎的花枝，为
荔枝树疏花。

“一年之计在于春，果树管理记
在心。”连日来，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
司田间技术管理人员周军华带领工
人，以网格化管理手段，划片定点疏
花，提升荔枝的产量和品质。

荔枝产业是海南农垦的特色产
业，面积总计约10万亩。早在荔枝春
季管理时期，红明农场公司、海南农
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果蔬集团）等垦区企业通过内部
协同，从种植端、管理端、销售端等环
节入手，在做好春季管理工作的同
时，打通市场销售渠道。

管理制度化
建章立制 项目提速

在位于琼海市大路镇的海南万
泉花果文化旅游区项目施工现场，一
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塔吊机、
施工车正在忙碌作业。

“项目一期力争3月开园，我们
正争分夺秒推进完工。”该项目执行
总经理刘文晖介绍，为抢抓进度，项
目组织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于年后
迅速返岗复工，加班加点推进建设，
正重点推进亲子生态魔法庄园建设，
目前已完成园区大门、广场、主干道
路以及湖边星空屋、萌宠动物园、儿
童游乐园等工程建设。

这样忙碌而有序的建设场景，分
散于垦区各大项目现场。为鼓舞士
气、奋力冲刺虎年“开门红”，海垦控
股集团通过月度例会、项目推进会等
多种形式鼓舞士气。

据统计，2021年以来，海垦重点
项目建设马力全开，全年累计完成重
点项目投资58.8亿元，促进重点项

目建设各项措施的落实，加快项目建
设进度。

2022年，海垦控股集团计划完
成重点项目投资 70 亿元，推动各
大重点项目落地开花。与此同时，
为推进管理制度化，该集团在垦区
全面推行项目“155”管理模式，加
强调度和督导，确保项目按时序推
进，全力推进 2022 年投资和项目
建设工作。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以建章立
制，助推项目提速。”海垦控股集团相
关负责人介绍，“155”管理模式指的
是，以“一张责任清单”理清项目建设
中所有工作重点事项；每项重点工作
要明确计划、措施、节点、责任、监督

“五个到位”；将完成进度拆解成“五
步步骤”，并建立“红、绿”双色过程管
控机制，对快于节点推进的项目标
绿，慢于节点的标红，并对其进行每
日督促。

产业品牌化
延长链条 提升品质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吴思敏

2月14日，2022年北京冬奥会新增项
目女子单人雪车比赛在国家雪车雪橇中心

“雪游龙”结束，中国“双姝”怀明明、应清联
袂出战，分列第6、第9位，实现了中国在该
项目的突破。

“精彩！”在距离北京2000多公里外的
海口，郭雄彬在看到比赛结果后难掩激动，
除了为奥运健儿的精彩表现喝彩外，他还
曾作为千万建设者的一员，参与“雪游龙”
建设。

郭雄彬是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宝橡林产）生
产技术研发部部长，从始至终参与了该公
司涉及的冬奥会项目。

“这是一项光荣与挑战并存的任务，
我们心中惊喜与压力并存。”郭雄彬回
忆，2019年 10月前后，经过层层筛选认
定，海垦宝橡林产因生产的改性橡胶木
具有防火、阻燃、防白蚁的优良特性，相
继中标“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遮阳棚木
梁工程Ⅲ标段”项目和“国家雪车雪橇中
心赛道防翻滚装置——改性橡胶木装饰
材料”，成为我省唯一的中标企业，也是
橡胶木首次被成功应用到国家重点大型
赛事场馆中。

根据项目建设内容，海垦宝橡林产承
接木梁深化设计及生产安装木梁52轴共
59榀，木梁体积为446立方米；供应赛道
防翻滚装置材料330立方米。

“雪游龙”是我国首条雪车雪橇赛
道，场馆规划、设计、建设、运行都是“零
起点”，这意味着对于所有参建者而言，
没有任何前期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是
从零起步。

“尤其作为一个扎根‘南国’的林业企
业，我们对冰雪运动更是一无所知。”郭雄
彬介绍，同时，海垦宝橡林产还面临着项目
工期短、任务重、设计复杂、生产要求高、户
外施工难度大、运输困难等难点，“为了冬
奥会，我们拼了！”

中标后，海垦宝橡林产结合参数要求
和工程设计要求，投资2000多万元，改造
生产车间，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成功申报木
结构工程施工一级资质；成立重大项目推
进组，双线推进项目建设，一方面在延庆现
场充分做好对接协调和安装筹备工作，另
一方面，在位于儋州市西联农场的海垦林
产宝联加工厂生产车间内，紧锣密鼓做好
材料的生产工作。

冬奥会项目时间紧、任务重，但海垦宝
橡林产对每一个工艺流程更加精益求精。

“加工过程中，材料对精度要求极
高。”郭雄彬介绍，为了使众多独一无二的
木梁与钢结构能够完美匹配融合，木梁工
人制造加工时，误差必须精确至毫米。否
则，价值十几万元一榀的木梁便化为废
材。海垦宝橡林产人严格恪守施工图纸
要求，一遍又一遍测量划线、确认角度与
精度，才进行下一步切割，生产出符合冬
奥会品质的木材。

以防翻滚材料为例，该种材料设计了
16种大小不一的规格，每次生产，都需要
重新设置一遍生产参数，没有捷径可走。
在挑战面前，宝联加工厂全力以赴应对，生
物高分子改性、一次四面刨、打齿、指接、二
次四面刨、层压、压刨……各条生产线干得
热火朝天，对每一榀木梁、每一块板材的质
量力争做到精益求精。

原材料加工在宝联加工厂完成后，立
即被运往北京延庆现场安装。为了抢抓进
度，建设工期跨越秋冬两季，海垦宝橡林产
的建设团队克服了陡峭狭长的盘山公路、
拥挤狭窄的装卸场地、凛冽大作的北风、刺
骨难耐的低温、干燥难捱的湿度、不时降下
的暴雪等种种不利条件，工程终于在2020
年初完成验收。

海垦宝橡林产党委书记、董事长许浩
表示，宝橡林产将以此为契机，借助海南自
贸港的政策优势，加快企业转型，调整产品
结构，进一步向高端深加工行业迈进，提高
橡胶木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助力我
省“三棵树”产业转型发展。

（本报海口2月14日讯）

海垦宝橡林产参与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游龙”场馆建设

“海垦造”亮相冬奥舞台

2月14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天地东昌凤梨种植基地，300多亩凤梨
抢“鲜”上市，工人在田间地头采摘凤梨，忙得不亦乐乎。

据悉，该基地由海南天地东昌生态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与红明农场公司以股
份形式合作打造，主打品种为“台农十七号”。基地于2月6日迎来首个采摘日，
比往年提前了十多天，且收获面积扩大到300多亩。

目前，基地凤梨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
式运作，带动周边村民就业。在采收季，该公司每天可提供三四十个临时务
工岗位。

文/本报记者 邓钰 图/通讯员 林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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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梨抢“鲜”上市

“摘咖啡鲜果虽然辛苦，但收成
好，心情自然好！”连日来，在位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南
农垦咖啡鲜果收购点，种植户排着长
队，将刚采摘的成袋咖啡鲜果送到工
作人员手中检验、称重。

一粒粒鲜果经过检验后，将进入
海垦热作集团的咖啡加工车间经过
脱皮、脱胶、晾晒、脱壳、烘焙等数道
工序，成为高品质的咖啡豆。

往年这时候，这些咖啡豆通常经
过包装后，销往各大商超。今年，它
们有了新去处——母山咖啡店。

目前，海口已有3家母山咖啡店开
门迎宾，消费者可在其中沉浸式感受母
山咖啡的风味和文化，实现了母山咖啡
从种子到杯子全产业链条的完善。

“今年，我们计划在全省布局25
家母山咖啡线下门店，并加快推进母
山咖啡共享农庄的打造工作，进一步
延伸产业链条，打响海南农垦品牌。”
海垦热作产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豫介绍，母山咖啡要闯出一条海南
咖啡的新路子，实现从品种研发、科技
育苗，到大数据管理监测、研发深加工
产品的全链条发展，“我们致力三产融

合发展，让农业生产体系日渐完备。”
与此同时，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

的海垦果蔬集团旗下的标准化种植基
地，工人们根据种植管理规划，把香蜜
一号、十七号等波罗蜜作为重点种植
品种加强管理；榴莲、柚子等新增品种
种植工作也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2022年，海垦果蔬集团将进一步
优化现代生产工艺流程，完善产品生
产加工产业链条，丰富种植项目。“标
准化、品质化，才能打响名头，闯进市
场。”海垦果蔬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开年，该集团便已接收到许多饮品
企业的订单，例如来自新式茶饮“益禾
堂”的1000吨近2000万元波罗蜜果
肉订单，批发基地的水果预订等等。

此外，海垦果蔬集团将加强品牌
化建设，将盒马鲜生、京东作为拓宽
水果直销渠道，打造从田间到舌尖的
产品供应链条。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产业转型升级为主
线，以超前谋划培育企业发展动能，
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格局，推进企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营根2月14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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