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南橡胶再塑生产流程标准：

2022年
海南橡胶
将创建标准化胶园

8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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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基础 聚焦发展主业 提振发展信心

看胶树、走林段、定标准、寻对策
……日前，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在位于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
南橡胶阳江分公司第六派驻组八队
胶园举行。

来自海南橡胶总部相关部门和
25家基地分公司等150余人齐聚于
此，切身思考天然橡胶产业发展的根
基：如何从种植端发力，推进橡胶产
业标准化、现代化发展？

海南橡胶相关工作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海南橡胶推动橡胶产业向规
模化、标准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的同
时，也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而胶园
建设与管理是天然橡胶产业之本，只
有加强胶园建设，才能保证产业的长
效良性发展。

近年来，随着天然橡胶市场价格
持续低迷，胶工队伍老化、人员流失
等多重因素影响，小部分胶园出现管
理粗放，技术含量低现象，例如个别
胶工只注重割胶和收胶，管理、养护
胶林积极性不高。

此外，个别胶园在一定程度上存
在生产制度、标准落实不到位等现
象。

改变，刻不容缓！
“在此关头，建设标准化胶园，

是企业聚焦主业，提振发展信心的
有力举措。”该负责人补充介绍，去
年以来，海南橡胶紧紧围绕“防风
险、降损失、聚焦橡胶主业”工作主
线，持续深化改革，夯实产业基础，
此次从种植端着手全面推进标准化
建设，旨在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
引领力。

为此，海南橡胶今年将结合“能
力提升建设年”活动要求，充分依托
天然橡胶标准化抚育技术，创建一批
标准化示范胶园，全面提升胶园标准
化管理水平，促进中小苗速生快长，
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推动天然橡胶产
业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2022年，海南橡胶将创
建标准化胶园80万亩，其中开割胶
园50万亩，未开割胶园3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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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林段由我负责，不
仅是割胶，平时的管护也不能马虎。”6

月16日，在儋州市雅星镇长岭居的一处胶林中，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

胶）八一分公司长岭派驻组胶工刘盛海看着一株株生长旺盛
的橡胶树，脸上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刘盛海负责的橡胶林段管理有序，
一株株橡胶树身姿挺拔、齐整排列，林段间干净整洁，杂草稀少。

在外行人看来，橡胶树种植简单，一株树苗，一处薄田，就能收
获。而刘盛海等胶工却认为，橡胶树种植不易，从育苗、种植、管理、
养护到割胶、收胶每个环节都有一套科学标准，哪个环节处理不好，都
会影响橡胶的产量和品质。

近年来，随着天然橡胶产业发展愈发成熟，胶林的生产管理注入
越来越多的标准化要求，推动产业不断向现代化转型。

今年以来，海南橡胶聚焦天然橡胶主业，通过全面推
进标准化胶园建设，全面提升天然橡胶资
源供应保障能力，促进橡胶产业可持续
发展。

业内人士表示，传统而言，橡胶产
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强度大，人
力成本较高。胶园的规模化、标准化
建设上需与时俱进、迭代升级，增添数
字化、信息化新技术、新内涵。

在此情况下，行业升级转型，迫
在眉睫，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智慧
化、智能化发展，节约人力成本，提升
橡胶产业综合效益，是出路之一。

今年，海南橡胶梳理胶园建设各
环节，再塑生产流程标准，特别提出
要坚持耕作机械化、技术革新化和数
据信息化等多重标准，通过推广机
械开垦定植，萌生带采用割草机
除草，挖掘机开沟施肥作业等，

减轻职工劳动强度，提高工作效率；
并尝试应用“智能化”割胶等采胶新
技术，不断提高人均割株，提高劳动
生产率。

此外，海南橡胶还注重胶园的
“数智化”建设，进一步提高数据信息
的管理水平和信息化成果的应用程
度，加快橡胶智慧收购平台推广应
用，逐步实现胶园“大数据”管理。

海南橡胶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
在此次标准化胶园建设中，海南橡胶
将坚持建设标准，严格把关，把真正
具有示范性、代表性、群众认可的示
范胶园建立起来，确保建设质量。

（本报那大6月16日电）

找准方向，应当如何发力？海南
橡胶层层分解任务，确定实施路径，
以点带面推进，让标准化、高质量胶
园建设思路深入人心。

目前，海南橡胶已下发《2022年
胶园建设重点工作推进方案》《天然
橡胶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等系列文
件，明确建设路径、责任分工、验收与
成果展示等内容，以确保项目有计划
有目标落实。

通过建设标准化胶园，海南橡胶
强化胶园各环节的流程标准，推进橡
胶产量、质量双提升。

“我们加强胶园管、养、割、收各
环节的管理，在原有基础上稳步推进
标准化胶园建设。”海南橡胶八一分
公司生产技术部副部长赵檀介绍，该
公司已成立了标准化胶园管理领导
小组，在技术指导、管养标准、强化监
管、胶工培训和激励等方面发力，抓
好胶园管理工作。

“每株开割树每年割胶时控皮

在9.6厘米，施加不少于20公斤有
机肥……”刘盛海将示范岗的各项
标准烂熟于心，因为他明白，只有
管好胶树，才能保证产业的持续发
展。

“通过标准化建设，示范胶园橡
胶树生长和产量明显优于同区域同
类胶园，胶工割胶积极性更高。”赵檀
说。

“我们探索实行分割龄、划区
域管理。”海南橡胶阳江分公司生
产技术部相关负责人刘汉文介绍，
该公司将15割龄内的开割树位列
入割胶技术管理“红线区”，进行重
点监控，制定严格的技术指标和严
格的奖惩措施。

目前，各基地分公司还结合生产
实际，开展个性化探索，建立以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为基础，
企业标准、基地标准作为补充，初步
形成涵盖管、养、割、收等种植全过程
的标准体系。

重规范 强化流程标准 推进量质双升

数智化 推进技术革新 实现数据管理

海南橡胶各基地分公司
举行割胶技术竞赛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余德现）近日，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海南橡胶保国分公
司举行2022年“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海胶”割
胶技术比武竞赛，来自分公司6名管理人员和
15 名胶工选手齐聚赛场，同台竞技，展示风
采。

这些参赛选手是从该分公司30多个割胶
生产队300多名胶工中，经过层层选拔筛选出
来的。选手们全神贯注，行云流水般完成下刀、
行刀、收刀等动作，一条条整齐的割面逐渐在树
桩上显现，展现出较高技能水平和良好精神风
貌。

6月14日，海南橡胶红光分公司工会举行割
胶技能比武大赛。来自分公司3个派驻组、38个
生产队的20名优秀胶工在选拔中脱颖而出，参加
了本次割胶技能比武大赛。

据了解，海南橡胶各基地分公司通过制定实
施方案，成立领导小组，顺利推进割胶技术竞赛
开展，旨在深入贯彻落实省委“能力提升建设年”
活动要求，进一步提升管理人员和胶工的割胶专
业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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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东昌农场志》
公开出版

本报讯（记者邓钰 林宝华）近日，《海南东昌
农场志》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公开出版。

《海南东昌农场志》于2020年9月启动编纂
工作，在中国农垦农场志丛编纂委员会和海南农
垦场志编纂相关人员的帮助和指导下，《海南东昌
农场志》的编纂工作按时间节点要求推进，历经近
两年时间圆满收官。

据悉，按相关要求，《海南东昌农场志》编纂
时间线段为1952年2月至2020年12月，内容分
为6篇26章90节，涵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
军事等方面，记录农场改革进程，反映改革发展
成就。

海垦红昇与属地政府
联合推进重点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桂梅焦）6月13
日下午，海南农垦红昇农场公司领导班子先后到
万泉镇、东升居，与属地镇居召开垦地融合联席会
议，加强沟通与联系，研究探索融合新思路、新方
法，共商垦地融合工作事宜，不断推进垦地融合事
业健康发展。

会议听取了红昇农场公司项目建设、产业发
展、社会职能移交、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治理
等整体情况的汇报，并就垦地融合具体实施方案、
公司辖区堵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讨论。

万泉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万泉镇委镇政府
将在琼海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给予红昇农场
公司辖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危房管理、乡
村振兴、人居环境改造等经费保障，全力支持农
场公司项目建设、被占地收回和“两违”整治等
重点工作，加快推进信息互通、项目共建、资源
共享、利益共享、问题共治，实现统筹协调高质
量发展。

东升居相关负责人表示，东升居将结合红
昇农场公司实际情况，探索推进居与公司的社
会管理模式，做好辖区老旧危房编制、实施、建
设审批和监管工作，推进道路路灯、供水、人居
环境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共建共享，保
障居与公司建设发展需求，提升建设水平，促进
共同发展。

海垦热作第三期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萍）近日，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
第三期大讲堂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垦
热作白马岭茶业公司岭头茶厂开课。

据了解，此次大讲堂以项目管理为主题，围绕
项目申报流程及重点事项、项目建设管理程序及
管控重点等方面有关问题进行讲解，进一步提升
干部职工综合管理能力。

此次大讲堂课程紧凑、内容合理、实操性强，
进一步提升海垦热作旗下茶业基地公司项目谋划
能力和管理水平，规范项目全过程管理，做好项目
风险防控。

海南农垦老年人南部片区
综合展示活动顺利举办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胜国）6月14
日上午，“喜迎二十大”海南农垦老年人南部片区
综合展示活动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海南农垦南
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圆满落幕。

在南部片区综合展示活动会上，海南农垦南
繁集团、神泉集团和金江、立才、东新、荣光等农场
公司共派出6支队伍，分别表演了广场舞、太极
拳、功夫扇、气功等节目。表演主题鲜明，时代特
点突出，队形变化和动作流畅、准确、自然，展现出
各个表演队的技能水平。

据了解，为保障此次活动顺利开展，海南农垦
老体协与海垦南繁集团精心策划，周密部署和细
致安排，确保活动展出特色、展出水平，为各队员
提供加强交流、切磋技艺平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梓青）
“我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研发出更
多的精品茶叶，助力茶农致富，助力乡村振
兴……”6月15日，在位于屯昌县南坤镇
的海南农垦中坤农场公司，海南农垦学习
宣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巡回宣讲团
成员符小琴在台上动情讲述以《用心制茶
致富茶农 奉献社会》为题的宣讲心得。台
下，来自垦区中部片区的党员代表认真聆
听，沉浸其中。

6月14日至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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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连在旗下母瑞山农场公司、神泉集团、西
联农场公司和中坤农场公司举行学习宣传
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巡回宣讲活动。

在为期两天的巡回宣讲活动中，8位
来自基层的宣讲团成员，依次上台宣讲。
他们中有以实干发展茶产业、投身乡村振
兴事业的劳模代表，还有奋战在天然橡胶
事业建设一线的割胶劳模；有长期奋战在
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专家，也有醉心
科技研发的青年代表……

《青春热血献胶魂》《为橡胶产业做大
做强发声献力》《历史自信·不负韶华·强国
有我》……宣讲团成员学深悟透省第八次

党代会精神，并结合自身经历和实践感悟、
所见所闻，用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和生
动的细节，讲述一个个令人动容的真实故
事。

生动精彩、深刻透彻的宣讲，受到现场
干部职工的热烈欢迎。“这场宣讲通过‘身边
人讲身边事’的形式开展，有温度、接地气，
对我触动很大，让我倍感振奋，对省第八次
党代会议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中坤农
场公司副总经理蔡小娟表示，党代会报告提
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中坤农场
公司正积极推进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垦区移
民安置工作，将切实解决好移民安置工作中

“急难愁盼”问题，争取如期完成移民搬迁安
置的建设任务。此外，该公司将大力发展特
色产业，加大对移民的产业帮扶，让搬迁移
民“搬得出、稳得住、能发展、可致富”。

海垦控股集团党群工作部相关工作负
责人表示，此次巡回宣讲活动以身边榜样
说身边事的形式开展，旨在掀起全垦区学
习热潮，持续推动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深
入基层、深入人心，进一步凝聚力量，以奋
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推进海南农垦实现高质
量发展。

海垦开展学习宣传贯彻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巡回宣讲

讲述身边故事
凝聚奋进力量

6月16日，在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期）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在抓紧安
装、调试刚进场的红茶、绿茶生产线。

据介绍，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期）是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旗下项目，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的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
园内。为提升茶叶加工水平，海垦热作投入上千万元配置了国内外一流先进
生产线，具有设备性能稳定、加工质量高、生产智能化、环保化等优点，可实现
年产成品茶1000吨的加工能力。

图①为俯瞰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
图②为工人在安装茶叶烘干机。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饶玉霞
图/本报记者 李天平

引进新设备 做好茶文章

其中

开割胶园50万亩

未开割胶园30万

建设标准化

施肥精准化

管理规范化

耕作机械化

技术革新化

数据信息化

良种良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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