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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16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羊广）足不出户，全球好货
送上门。3月16日，海口市民只需打
开美团外卖软件，搜索“goodlife”好
生活，就可线上选购众多品类进口日
用消费品。

“goodlife”好生活是海南农垦商
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旗下海垦“好生

活”居民进口日用消费品店的美团
线上门店，目前配送范围已覆盖海
口秀英、龙华、美兰、琼山四大区域，
让椰城市民足不出户，就可购买进
口好货。

在 美 团 外 卖 软 件 上 ，打 开
“goodlife”好生活购买页面，可看到
销售品类涵盖休闲零食、日用百货、美
妆洗护等10余个品类，且多款产品享

受优惠满减折扣。
“goodlife”好生活中所有进口日

用消费品，均通过“全球直采，线下直
购”模式，由海南农垦专业买手团队对
接全球进口货源进行大宗采购，无缝
对接线上线下门店销售，通过规模化
采购省去中间环节，在节约成本的同
时，能为消费者带来便捷的购物体验
和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

除了美团外卖，海垦商贸物流集
团还通过开通海垦“好生活”相关微
信小程序和抖音平台以及常态化开
展直播带货活动等举措积极拓展线
上渠道，完善产品销售体系，提升品
牌知名度。

据了解，下一步，海垦商贸物流
集团将持续加大力度拓展线上平台，
针对淘宝、抖音、小红书等不同热门

网络平台的特性，有的放矢地打通传
统电商和内容电商渠道。此外，该集
团将积极挖掘垦区内部资源，与热
作、果蔬、草畜等各产业集团内部协
同，整合垦区水果、茶叶、咖啡、腊肠
等优质产品，发力打造线上、线下销
售平台，努力拓宽产品末端销售渠
道，提升海垦产品的名牌影响力和竞
争力。

海垦推进天角潭水库
移民安置点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振）日前，海南
农垦各相关企业在儋州市那大镇举行天角潭水库
移民安置点建设工作调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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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一线，现场
查看天角潭水库移民安置点建设情况，并在会上
了解八一总场公司、西联、中坤、西达等农场公司
关于天角潭、迈湾水利枢纽工程项目征地及移民
安置工作推进情况。

会议要求，各相关农垦企业要做好移民身份
认定工作，指定专人专办，确保相关工作落实到位；
同时加强垦地协同，要对接市县政府，办理可研报
告批复，初步设计和工程招标；主动对接各市县政
府“五网”设施设备配套，并以书面形式上报，结合
各公司实际，制定移民生产安置实施方案，做好移
民档案管理、信访维稳和风险防控等相关工作。

垦地协同

龙江农场与品资所
共推苗木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少波）近日，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司
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以下简称品资所）专家组就果树良种良苗研发示
范基地项目进行交流，推动项目建设。

2021年以来，龙江农场公司与品资所加深校
企联动，合力编写波罗蜜繁育和种植规程，引进试
种热品4号、16号芒果苗等，进一步推进当地种
苗产业标准化发展并增强良种储备。此外，与会
专家分别结合自身研究科目，通过不同的角度指
导大岭苗木培育和白沙红橙种植产业发展。

龙江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院企合
作模式，让企业可以更直接地将先进科研成果转化
于生产应用，不仅节省了自主研发成本，提高生产
水平，而且在专家团队的长期跟踪指导下，许多发
展难题和瓶颈得到快速解决，有效提高企业的市
场竞争力。

校企联动

海垦热作与海南航空
共谋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唐小华）日前，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航空在海口
开展座谈，双方就建立市场合作机制、共同助力乡
村振兴等深入交流。

在座谈中，双方初步达成共识，将以产品代销
或市场活动等形式作为合作切入口，借助海南航空
地面服务、空中客舱、航空网络等多方面的渠道影
响力，导入我省热作产品和品牌共同推动乡村振
兴，并在不断夯实合作模式基础上，大力拓展新的
合作领域。

据了解，海垦热作集团旗下拥有59.9万亩的
高组织化热带作物生产基地，以及母山咖啡、白沙
绿茶、白马骏红、昌农胡椒等全产业链打造的热作
产品品牌。

跨界交流

海垦红明荔花飘香引蜂来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春意渐

浓，荔花飘香。日前，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
的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荔枝种植基地，远道而
来的养蜂人，寻芳而来，蜜蜂林间采蜜，酿得满口
甜蜜。

在红明农场公司东山片区的荔枝种植基地，
蜂农忙着从养蜂车搬下蜂箱，有序地排放在荔枝
园边的地上。

据了解，红明农场公司周边有近3万亩荔枝
种植基地，荔枝产量高、品质佳。今年荔枝花季以
来，先后有30多户“流动蜂农”从省外来到当地荔
枝园放养蜜蜂，共计有5000多箱1.5亿只蜜蜂。

对于从外地来海南放养蜂的蜂农，当地荔枝
农很是欢迎。蜜蜂采蜜酿蜜，能让蜂农增收，也能
让荔枝花均匀授粉，提高成果率，促进荔枝增收，
农户得利。

产业发展

广坝农场推进
红泉小区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施宇娥）日前，在
东方市大成镇，海南农垦广坝农场公司举行项目
推进会，推动红泉小区项目建设。

据了解，为了推进该项目，广坝农场公司主动
与项目合作方海南润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对接，
前期已制定了项目推进方案，签订了项目合作补充
协议。目前，在办理完成土地变性增容、延长土地使
用年限及更换土地证后，项目即可开始进行报建。

目前，双方对项目建设中涉及的资金管理、账
务处理、人员配备等事项进行了充分讨论，把遇到
的问题摆上桌面，交换意见建议，共同探讨和协商
解决办法，并将通过制定工作清单，列明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压实责任，依法依规推进项目建设
各项工作。要加大沟通和衔接力度，盯紧每个环
节，确保项目按时动工建设。

项目建设

春景灿烂，不仅是干劲勃发
之际，也是人们定目标、稳方向
之时。

今年之初，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明确要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并提出要持
续优化升级“八八”战略，构建“四梁
八柱”产业布局，加强产业协同，强
化科技支撑，增强服务国家战略和
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参与实
施乡村振兴，进一步推进垦地融合
高质量发展。

目标既定，阔步前行。海南农
垦各产业积极行动，迈开产业升级，
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

在定安县黄竹镇，海南农垦
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果蔬集团）的果品生产车
间里，工人作业不停，流水线传送
繁忙。

今年，围绕能力提升建设，产
业升级为主线，海垦果蔬集团定
下新的“任务书”——围绕优化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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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该公司将根据种植管理规
划，把香蜜一号、十七号等波罗蜜
作为重点种植品种；榴莲、柚子等
新增品种种植工作也正紧锣密鼓
地推进。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
续围绕“能力提升建设年”要求，
加强全体党员干部在海南自贸港
政策落地、现代产业体系构建、招
商引资、风险管控等业务知识学
习，并以项目建设为抓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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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抱由3月16日电）

海南农垦各企业勤管理、忙项目、促发展，积极落实各项重点工作

听，这里奏响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余德现

3 月 16 日，在位于
澄迈县福山镇的海南农
垦300万只蛋鸡全产业
链项目（一期）的蛋品车
间，随着传送带自动运
转，一颗颗新鲜的鸡蛋经
过初筛、清洗、烘干、检
测、消毒等环节，被分级
打包。该项目投产一年，
即将达到满产。

在位于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
南农垦母山咖啡种植园
内，又是春来收获时，一
簇簇的通透红果满挂枝
头，种植户们穿梭田间，
采摘咖啡鲜果，汗水早已
湿透衣衫……

一年春作首，万事竞
争先。连日来，海南农垦
各企业勤管理、忙项目、
促发展，抢抓时节，在做
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
基础上，通过提前谋划、
多线推动、党建引领等多
举措做好农作物春季管
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落实年度重点工作，为确
保今年一季度“开门红”，
高质量完成本年度发展
经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雨足郊原正得晴，地绵万里尽春耕。
春时不误，垦区大地，一片春管、春耕的繁
忙景象。

“最近天气好，橡胶叶长得快，不久就到
橡胶开割季了，我得抓紧时间练刀，练好技
术好割胶。”日前，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
在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橡胶）保国分公司的一处橡胶园
内，胶工韦芳认真揣摩割胶技术。

“想要胶水多，手上功夫得牢靠。”韦芳
说，橡胶开割前的培训练习至关重要，过去
由于技术不够娴熟，她总是割伤橡胶树，胶
水的产量较之其他胶工要少上两成。但勤
能补拙，她虚心向技术人员讨教，刻苦练习，
去年割胶的干胶产量达到12.8吨，比前几年
提高了4.5吨。“这不，今年开割季快到了，我
得抓紧练习，可不能退步。”

在胶园里，和韦芳想法相似的胶工不
少。胶园里热火朝天，一条条练刀的木桩被

“捆绑”在一株株橡胶树上，胶工们在做好疫
情防控的基础上，手持胶刀不停在木桩上奋
力练习，满头是汗，林子里切割树皮的声音
不时沙沙作响。

这样的场景并不鲜见。随着橡胶树抽
叶发芽，新割季一天天临近，海南橡胶做好
橡胶“两病”防治工作，组织全省各基地分公
司迅速做好农药、植保机械、油料等防病物
资的准备工作，建立区域内“两病”监测网
络，确保开割胶园按时投产；同时持续加强
春管力度，着重做好旧穴施有机肥、林段及
防护林控萌、肥穴压青、培土护根等田间管
护工作；并做好积极组织胶工开展磨刀、树
桩技术等复训工作，为胶农增产增收提供技
术保障。

草木焕发的盎然生机不仅在胶林展现，
也挥洒在荔枝、胡椒、咖啡等海南农垦各大
农作物的种植基地中。

近日，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海南农
垦妃子笑荔枝种植基地，万亩荔枝树长势良
好，已挂满金黄嫩花。技术人员手拿工具穿
梭在林间，不时剪去树上细碎的花枝。

据了解，为做好荔枝春季管理工作，海
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通过网格化管理手段，
划片定点安排工人疏花，还组织技术人员使
用高效舒蕾剂，提高效率，减少疏花用工量
和成本，提升荔枝的产量和品质。

忙碌不仅是在田间地头，在海南农
垦各大项目的建设现场，人员穿梭、机械
轰鸣，同样是一幅紧张热烈，春光不负的
生产景象。

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一期）项目现场，海南农垦
南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
集团）组织工人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做好绿化、照明等一期收尾工
作，并紧锣密鼓推进二期项目建设。

专区项目总指挥刘东辉此前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为了让生产
工期走在前头、衔接有序，海垦南繁集团
成立项目指挥部和临时党支部，建立项
目信息周报制度，在安全生产的同时加
紧建设进度，体现出了开局就是冲刺的
精气神，同时，把第一季度稳、早、实的工
作要求落实到了各个生产环节中。

在专区一期投用后，海垦南繁集团
还持续跟进，安装调试物联网设施，建设

“智慧农业”系统。
走入专区（一期）的大数据平台中

心，智慧农业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着园区
各区域的实时动态。“等到物联网设施全
面安装、调试完成，大屏幕上还会展示各
育种地块的温度、湿度、风向和风力等信
息，进一步指导农业生产。”刘东辉介绍。

建设争春早，确保“开门红”。今年
一季度，海南农垦各大企业在抓好疫情
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同时，紧盯重点项目
建设，多措并举为项目建设按下“加速
键”，确保重点项目按时间节点高质量
推进，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开好局、起
好步。

为此，海南农垦各企业还确立了项
目“155”管理模式，将所有的重点工作
事项放在一张责任清单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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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步
骤”，并建立“红、绿”双色过程管控机制，
并对其进行每日督促，确保重点项目按
时序推进，早日落地见效。

一个个项目全力冲刺，一处处工地
热潮涌动，诸多重点项目将为海南农垦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孕育新动能。

“海垦好生活”拓展线上销售平台

轻点手机下单 全球好货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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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6日，在澄迈县福山镇红光农场肉牛
繁育示范基地的幸福牛场，农户正在给牛喂饲料。

据了解，该基地占地面积158亩，建设总投资约
4000万元，目前存栏肉牛2100头。主要发展肉牛养
殖屠宰加工、牧草种植、肉品和饲料贸易、宠物医院服务
和动物疫苗经销等产业。该基地属海南农垦草畜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将通过“公司+基地+养殖户”的模
式，形成肉牛生态养殖循环，带动合作社及农户发
展，推动海南省优质肉牛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张芷毓 图/文

养牛过上 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