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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9日，暖阳高照，沿着蜿蜒的山
路驶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大丰

居。行至大山深处，视线豁然开朗，连片的咖啡树向
阳而生，红果满枝，花果相偕，描绘出一幅春日盛景。这

是海南农垦人历经半个多世纪培育的咖啡园，浓郁的咖啡香
在这片土地经年萦绕。

近年来，随着海南农垦改革的深入和产业建设的推进，海南农垦
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整合垦区咖啡、茶叶、
胡椒等热作产业资源，推动热作产业发展迈向专业化、标准化、品牌化。

与此同时，海垦热作集团主动适应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进行了诸多探索，将新理念、新技术、新模式注入产业发展的第一
线，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面貌，也给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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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企业计划打造
西联百年胶园文化主题公园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谢永斌 黄振）3月
8日，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与西联农场公
司相关负责人深入西联百年胶园调研，并召开座
谈会，共同策划如何将百年胶园打造为文化主题
公园。

双方表示，要在自贸港建设战略引导下，谋划
好百年胶园建设。要充分挖掘农垦文化、知青文
化等内容丰富的百年胶园故事，将其打造成为传
承农垦文化、弘扬农垦精神的文化主题公园。要
将展览、体验性割胶、配套性消费等相结合，借助
东坡书院等周边景点，将其打造成为具有人文价
值、纪念意义、教育意义、科研价值和旅游观光的
文化景点。

据了解，西联百年胶园是1907年马来西亚的
归侨潘宝任、曾金城、何庆开等为代表组织投资种
植的中国第一批胶园，也是新中国第一批国有胶
园。西联胶园的沧桑百年，不仅见证了我国橡胶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发展历程，更是一代代海垦
人的精神见证。

今年首期“农垦大讲堂”
海口开讲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今年首期“农垦大讲
堂”在海口开讲，海南农垦各企业以现场听课和远
程视频学习的形式积极参与。

今年，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
结合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要求，持续加大力度，围
绕特色化、品牌化方向，将“农垦大讲堂”打造成长
期高效的人才培养平台。

海垦景区推出
“三八”国际妇女节旅游大礼包

本报讯（记者邓钰）连日来，海南农垦旗下
石花水洞地质公园、莲花山文化景区等多个景
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基础上，纷纷推出优
惠产品套餐和丰富体验活动，满足岛内市民和
游客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期间的旅游消
费需求。

在儋州，石花水洞地质公园自3月7日至9日
开展“三八”妇女节活动，推出古装游园、文创祈福
等特色活动，并推出门票和特色餐饮团购优惠。此
外，景区内提供丰富多样的本地特色小吃、旅游纪
念品、扶贫产品，游客可按需选购。

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自3月8日至31
日推出套票畅游活动，购买套餐可游览莲花山地
质公园、莲花山文化景区和蓝洋温泉公园。此外，
正值桑葚成熟时，自3月8日起，游客凭莲花山文
化景区票根，还可免费进入该公司旗下桑葚园，一
品采摘乐趣。

海南橡胶西联分公司
开展土地清理回收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韦汇）日前，海南橡
胶西联分公司组织土地办、护林组等相关人员前
往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的新盈片区，开展被占地强
制回收工作。

在回收工作中，西联分公司还组织管理人员
将合同补换签办理、土地租金收缴工作下沉至一
线，进行现场办公，确保占地清理回收工作顺利开
展。据统计，西联分公司当日共回收被占地16
块，面积86亩。

下一步，西联分公司将多措并举规范土地管
理与使用。一方面，该公司将加大宣传引导力度；
另一方面，依托合法方式有效维护胶园土地的完
整性，保护国有土地资源的合法权益。

“拥有这么好的咖啡树，以前产业为什
么发展不起来，最大的原因还是缺乏理念。”
在大丰居的海垦热作咖啡种植园，海垦职工
何新权摆出了“症结”。海南农垦的咖啡种
植历史已跨越半个世纪，然而在过去，这一
产业却始终不成气候。

在海垦热作咖啡种植园里蓬勃生长的
多是“大丰1号”咖啡。提起这个品种，当地
人颇为自豪——这是海南农垦系统于1956
年成功引种中粒种咖啡“罗布斯塔”后，自
1985年开始试验选育的咖啡高产品种。

“产量高，香味浓，易种植，少虫害。”在
当地说起“大丰1号”，人们交口称赞。

“好品种，却没换来好价格。”何新权感
慨，过去，大伙并不理解良种价值。受理念
限制、认知不足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丰1
号”这一良种“藏在深闺”鲜有人知。

“要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力，把农业发展
步伐迈得更加坚实。”业内人士建议，推动热
作产业发展，要将科技创新为抓手，做好产
业建设的“五品”，即品种、品质、品类、品位、
品牌。首要从品种入手，同时以科技推动生
产技术革新，做好品质，做生态产品。再是
做好品类，加强产品研发，推出符合市场需
求和潮流的多类产品，同时突出特色。

该业内人士同时建议，在面向市场时，
企业还应树立好品位，要有产品标准，有产

品文化；同时做好品牌，公共品牌和龙头企
业品牌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带动农户增收，促进产业兴旺。

“农以种为先，种子是农业发展根基，也
是农业产业发展的科技壁垒。”海垦热作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豫认为，“大丰1号”
咖啡的“沉默”，归根结底是过去一段时间
内，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对“大丰1号”种质资
源的认识不足，缺乏市场先见和远见所致。

对咖啡种子价值的再认识，要求在市场
竞争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要以科技为引
领，把握良种资源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理念一变天地宽。海垦热作集团更与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以下
简称香饮所）携手，彻底完成“大丰1号”品
种的科研选育工作，并申报2020年度海南
林木良种。

2021年，“大丰1号”通过海南省林木
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进入2020年海南省
林木良种名录。

香饮所推广研究员董云萍表示，“大丰
1号”通过林木良种审定，等于拥有了“身份
证”，便于在全省更大范围进行良种推广，对
提高咖啡产量，稳定咖啡品质，宣传推广咖
啡品牌起到积极作用。

经过推广发展，目前“大丰1号”咖啡树
种植面积已接近6000亩。

为“大丰1号”申报林木良种仅仅是海
垦热作集团以科研创新为热作产业赋能的
一个具体举措。

近年来，海垦热作集团正在着力于打造
一条以“智”造取胜的热作全产业链条，从种
植、加工、质量控制、品牌文化等关键环节着
手，推进产学研协同，借助科研力量，围绕产
业链的科技支撑链，构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的现代热作产业体系。

如何将热作产品的效益放大？热作产
品要卖出好价钱，要靠品质和品牌。

好的热作产品是种出来的，也是“产”出
来的。于是，海垦热作集团在咖啡、茶叶、胡
椒等产业链条布局，通过项目建设，构建标
准化热作产品加工体系，推行自动化、连续
化生产。

近日，位于琼中湾岭镇的海南湾岭热带

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内，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
（一期）已完成主体施工建设，5条茶叶生产
线将进场安装调试，预计4月底试产。

“一期项目建设投产将整合中部地区海
垦各个茶叶基地的生产加工，打造现代化的
茶叶生产及仓储中心。”海垦热作产业集团
副总经理张威介绍，相较于传统生产线，5
条生产线设备性能优良，产品加工质量标准
稳定，应用先进的控制技术和柔性组织实现
加工过程智能化、自动化、环保化，推动了茶
叶加工品质和产量的双提升。

实施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开垦、高规范
种植、高质量加工，引进标准化加工生产线
……海垦热作集团不断“自我加压”，提升
产品品质，逐步构建起集热作产品分级采
收与遴选、精加工与仓储等于一体的全产
业链条。

今年1月，海垦热作集团经过层层严格
审核与社会公示，正式通过科技部火炬中心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证。
“人们常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在农

业领域尤其如此，科技确确实实能够为农业
插上腾飞的翅膀。”李豫说，海垦热作集团希
望以获评为契机，打入“科技圈”，焕新传统
产业发展模式，进一步加强产业技术创新，
进一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在模式焕新之下，一场热作产业的“突
围之战”逐步打响。

去年上半年，海垦热作集团整合成立
后，便积极与专业科研机构、院校合作，从种
植端、生产端、产品端发力，推动热作产业创
新升级：

该集团陆续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香
料饮料研究所、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

院等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共建“产、学、研”示
范基地和学生实习基地，推进产业科技创新
和人才培养；

该集团启动了海南红茶示范生产线建
设与技术推广等3个科研合作项目，以科技
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咖啡、茶叶、胡
椒等热带作物科技成果的转化能力；

此外，该集团未来还将依托位于琼中的
咖啡种植园，建立种苗培育基地，设立咖啡
研究所，打造万亩咖啡种植园……

品热作产品，赏绿水青山。以散布在全
省的热作产品基地为依托，海垦热作集团通
过一二三产业各领域的资源整合，建设母山
咖啡共享农庄，融入文创体验、科普研学等
产业功能，将单一的农业生产模式转变为多
元化的现代化农业模式。

（本报营根3月9日电）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覃茹艳）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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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口举行2022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会
议。会上透露，今年该集团将围绕农垦中心工作，开展

“清廉海垦”活动，打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组
合拳”。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21年，在省纪委监
委派驻国企纪检监察组监督推动下，海垦控股集团以
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引领企业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
严格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开
展廉洁文化建设，营造清正廉洁氛围；坚持纠“四风”树
新风，驰而不息推进作风建设；强化监督职能职责，推
进“三不”一体建设；站稳人民立场，解决职工群众身边
违规违纪问题，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围绕农垦中心工作，开展
“清廉海垦”活动，通过坚持加强政治建设，不断提高政
治站位和坚持政治监督统领，推动重大决策部署落实，
坚持巡视巡察联动，构建“大监督”格局等多层面部署
和举措，引导党员干部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优化升
级“八八战略”，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格局，实现高质量
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值得一提的是，围绕海南农垦工作实际和工作重
点，海垦控股集团今年将精准发力，加强对金融产业、
购销管理、工程建设、资金管理、转让产权资产、投资并
购、境外经营投资、土地综合整治等重点领域的监督，
并紧盯重点项目、重要领域、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全程
管控，确保权力规范运行，全力打造企业清廉、干部清
正、政治清明的清廉海垦。

海垦控股集团将开展“清廉海垦”活动

理念更新 | 科技立企士气高涨

技术革新 | 项目支撑“质”“量”双升

模式焕新 | 产业升级“接二连三”

■
本
报
记
者

邓
钰

A

B

C

琼中大丰咖啡种植基地内的咖啡鲜果。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琼中大丰咖啡种植基地内，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职工正在晾晒咖啡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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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在海

口举办“培育好家风—
—女职工在行动”主题活动，图为员工参

加花植画艺术手作培训。本报
记者

邓钰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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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猪业公司与
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达成合作

本报海口3月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何
晋男）海南日报记者3月9日从海南农垦草畜猪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猪业公司）获悉，该
公司与海南浙江大学研究院将围绕学科协同、成
果转化、人才培养、资源共享等方面开展全面战
略合作。

海垦猪业公司表示，该公司将依托浙江大学
动物科学学院的科研实力、师资力量，提升公司的
科技实力。希望双方以海南自贸港建设为契机，
把学术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切实服务
地方经济，提升地方国企的科技软实力，携手打造
优质产品。

据了解，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前身系浙
江省立甲种农业学校兽医科，是全国办学历史较
为悠久的学科之一，学院师资力量雄厚，拥有畜
牧学、兽医学2个一级学科；海南浙江大学研究
院是立足海南战略发展需求和浙江大学“双一
流”建设导向，在三亚市崖州湾科技城设立的一
所研究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