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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张媚 苏建强新海垦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梓
青 曾托丽 韦东桥）开展专题党课、重
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旧址……为庆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1周年，连日来，
海南省农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及各下属企业纷
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系列活
动，引导垦区广大党员干部职工传承
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激
励党员干部职工在履职尽责中主动担
当、奋发有为。

6月23日，海垦控股集团在位于

定安县的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
开展“书记带头讲党课”活动，通过

“书记讲党课+现场观摩学”的形式，
组织海南农垦中层党员干部深入学
习领会省第八次党代会精神，教育引
导海垦广大党员不断提高政治站位，
统一思想和行动，为加快建设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海南自由贸易港作出海
垦应有的贡献。

在活动中，海垦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包洪文为参训的集团
中层党员干部、新党员代表作专题

党课辅导。
6月28日，在六连岭革命根据地

陈列馆，海南橡胶金江分公司党员干
部认真倾听解说员讲解，仔细观看陈
列柜里的文物。通过一张张历史图
片、一件件珍贵的馆藏文物，直观感受
到了革命先烈当年面临的艰苦条件及
恶劣环境，仿佛回到了那个炮火纷飞，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时代，每名
党员都为之动容，心生敬意，深感参加
红色体验及主题党日活动意义深远、
收获颇丰。

此外，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还结
合主业发展，开展多样化党建活动。

在儋州，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总
部总支、西庆派驻组总支、西培派驻
组总支分别到西庆派驻组三队标准
化建设胶园、西培派驻组培荣队、培
华队开割树胶园，开展胶园“三保一
护”作业。

活动现场，党员干部有的拿着锄
头修整平台、挖穴，有的挑簸箕运送牛
肥，还有的弯着腰压青料、控萌，大家
分工协作，干劲十足，充分展示了党员

干部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党员的责任和担当，
在推动聚焦主业发展、参与生产管理
工作中作贡献。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海垦企业开展的“七一”系列活
动，进一步增强了垦区广大党员干
部的党性意识，增强党员干部职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
识，进一步促进党群干群关系和谐
发展，营造了浓厚的“七一”节日氛
围。

海垦企业开展庆“七一”系列活动

参观红色教育基地 重温党史革命情怀

海南农垦公益林业务管理
培训班海口举行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谢兰青）6月29至
30日，海南农垦公益林业务管理培训班在海口举
行，来自海南垦区各级公益林经营管理单位的领导
班子成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约170人参训。

此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垦区公益
林管理，提升垦区公益林管理队伍的责任意识、担
当意识、法律意识，强化业务素养和履职能力，充
分发挥其在公益林管护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公益
林资源管理水平，打造一支高效精干的垦区公益
林管理队伍。

据了解，培训班特邀来自海南省林业和法学
领域的4位专家，针对公益林管理与巡护实践、管
护人员管理以及公益林案件、信访问题处理及保
护监测等重点领域开展专题教学，通过深入浅出
的讲解和丰富翔实的案例分析，引导学员学深悟
透。参训人员在为期两天的集中培训中，以专题
教学与研讨教学相结合的形式，深入领会培训内
容，提升个人专业化水平。

此次培训班由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主办，省生态公益林管理中心指导，省宣传干部
培训中心、海南日报文化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承办。

业务培训

海垦东路与属地政府
联合举办篮球赛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由文昌市东路镇政
府与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联合主办，东路农场
公司工会承办的庆祝建垦70周年暨垦地融合发
展男子排球邀请赛在该公司总部排球场举行。

比赛分淘汰赛和循环赛两个阶段进行，来自
东路镇人民政府、东路居居委会、海南琼北大草原
发展集团、红明农场公司、东路农场公司总部、东
路农场分公司等 6 支代表队共 72 人参赛。

比赛中，参赛队员开启激烈对抗，起跳拦网、
大力扣杀、奋力接球，双方你来我往，斗志昂扬。
比赛场面精彩纷呈，吸引周边职工居民千余人驻
足观看，掌声、欢呼声不断。

据了解，本次比赛提升了职工身体素质，推动
了垦区与地方群众体育文化交流。

垦地融合

海垦南繁与海南人才集团
达成战略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胜国）近日，海
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
繁）与海南人才集团有限公司在三亚市崖州区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

为共同做好南繁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地
服务国家南繁战略。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南繁产
业“育繁推服”的产业链条，在南繁产业人才的引
进、培养、使用和人才服务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做
大人才队伍规模、做活人员使用机制、做优人才成
长通道。

尤其是，双方将针对海垦南繁开展人力资源
综合服务，即咨询服务及制度建设、薪酬改革、能
力提升、人才引进、岗位外包、派遣、培训、见习、人
才输出等方面的服务，开展长期深入合作。

本次签约是双方贯彻落实海南省第八次党代
会精神的重要举措，并将共同探索人才和产业牵
手，人才服务产业、产业凝聚人才的良性模式。

据了解，海南人才集团是经海南省委、省政府
批准成立的国有控股公司，由海南省发展控股有
限公司与国家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企
业国投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成立，是
以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服务赋能海南自贸港发展
的专业服务机构。

人才培养

海垦果蔬省外拓展
荔枝采销业务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姚嘉雯）近日，海
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
蔬）组织采销团队前往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开
展荔枝采销业务。

今年4月起，海垦果蔬采销团队便深入陵水、
万宁、文昌、定安和海口等多个荔枝产地，提前布
局现场，为提高荔枝果品筛选效率和精准度，从外
购进荔枝采购分拣设备。6月起，该团队前往广
东、广西、福建等荔枝产区，开展岛外荔枝采销工
作，采收品种包括妃子笑、黑叶、玉荷包、桂味、糯
米糍等。

据统计，海垦果蔬专注于全系荔枝销售业务，
截至6月26日，岛内外荔枝采销总量约为352万斤。

据了解，海垦果蔬在产、销、加工等各环节频
出新招，探索荔枝产销模式，扩展供应链资源，在
省内外多地开展荔枝销售工作。

下一步，海垦果蔬将持续发力，汲取荔枝产业
链建设经验，打造果蔬产业全链条。

产业发展

随着优良品种被选育，红毛丹得以
实现规模化种植。目前，保亭全县红毛
丹种植面积达到近3万亩，带来了4亿
元以上的产值。

从一株苗木到一个产业，当年引种
红毛丹的先辈或许无法相信，小小的红
毛丹能有这么大的能量。

近年来，随着种业的重要性不断被
认识。保亭和海南农垦企业垦地协同，
推进红毛丹产业提质增效，将红毛丹种
质资源的保护和开发作为重要抓手，解
决种业“卡脖子”难题。

今年5月，省级红毛丹种质资源圃
在保亭热带植物园落户，将这片60余岁
的红毛丹林纳入其中。

目前，种质资源圃共占地44.4亩，
设有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区和品种展示

区。种质资源收集保存区占地22亩，保
存440株不同性状的红毛丹种质资源，
其中可用于杂交育种的红毛丹雄树4
株、雌树436株；品种展示区占地22.4
亩，种植不同品系红毛丹435株。

省级红毛丹种质资源圃将农垦科学
院作为技术依托公司，收集整理现有红
毛丹种质资源，并分别从叶片、茎枝、花
果等方面开展生物学特性分析。

下一步，保亭和海垦科学院将依托
垦地融合机制，依托省级红毛丹种质资
源圃，联合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形成技
术联盟，加大红毛丹种质资源引进力度，
结合现代生物育种技术，选育出更加优
异的红毛丹品种，推动红毛丹产业的健
康持续发展。

（本报保城7月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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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强做优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积极引

进热带果蔬优质品种，
做足“季节差、名特优、绿
色有机”文章。

——摘自省第八次
党代会报告

■
本
报
记
者

邓
钰

7月1日，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正是红毛丹成熟挂果
的季节。

遍布全镇的红毛丹种植园里，满是丰收景象——一簇簇红毛
丹挂满枝头，在油绿蓬勃的叶片中探出身子来，如同树上的焰火，
红得张扬而惹眼。

随着甜蜜果香日益浓烈，当地农户们迎来年度最大的盛典，
摘下这些火红果子，连同丰收的喜悦寄往全国各地。

追溯历史，人们惊讶地发现，红毛丹产业的星星之火竟从一
个小小的植物园里“燃起”，历经一甲子发展，渐成燎原之势。

当琼岛荔枝季结束，红毛丹便登台
亮相了。红毛丹红彤彤的果壳上满布细
密的毛刺，剥开粗糙的表皮，里面是莹白
精致的果肉，咬上一口，汁多、肉脆、清

新，甜酸可口。
红毛丹又有“毛荔枝”的别

称，二者果型、口感和味道相
似。也因此，人们常以为红毛
丹是土生土长的琼岛水果。

可追溯红毛丹的身世，才
得知它来自马来西亚，是不折
不扣的“舶来品”。它得以在琼
岛“安家”，与一甲子前海南农垦

先辈的引种实践密切相关。
“在海南农垦历史上，曾有过多

次从境外引种新、奇、特、新果蔬品种
的尝试。”海南省农垦科学院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农垦科学院）副总
经理、研究员崔志富介绍，1956 年至

1961年海南农垦先后从印尼、马来西
亚、菲律宾、印度、伊拉克、柬埔寨等
国，分 82 批（次）引进红毛丹、山竹
子、榴莲和无花果、番荔枝等 20种热
带果树。

根据《海南省志·农业志》《海南省
志·农垦志》等相关书籍和论文综合记
载，1960年，海南农垦系统保亭热带作
物研究所（以下简称保亭所）从马来西亚
引进红毛丹实生苗。1966年，这批实生
苗开花结果，被视为引种成功。这也是
中国最早的红毛丹引种记录。

“可以说，从那时起，红毛丹的本地
产业化道路便逐渐铺开了。”崔志富介
绍，这批红毛丹实生苗的成功引种，填补
了我省红毛丹种质资源的空白。长期以
来，海南农垦以多种方式保存红毛丹种
质资源，并加以研究利用，为红毛丹的产
业化奠定基础。

一株苗木的扎根

走入保亭所旗下的保亭热带植物园
里，60余年前种下的红毛丹树依旧蓬勃生
长。它们粗壮挺拔，红果满挂，亭亭如盖，
足有两三层楼高，煞是壮观。

“不同于大众想象的，外来果树只要
引种成功，便可销售、推广。”崔志富介
绍，业界对果树等种质资源利用要经过
收集、保存、调查、评价、开发利用，品种
审定等程序，才能面向大众推广种植，进
而逐步商品化。

自1960年引种以来，保亭所投入对
红毛丹种植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从中选
育出“保研”系列多个优良无性系可推广
种植品种。

多年来，这片红毛丹林里陆续走出了
保研1号、2号、3号、4号、5号和7号、8号
等十余个优良无性系可推广种植品种。

其中，保研7号、保研8号两个品种
于2002年经过海南省农业科学院和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鉴评，认为这两
个品种具有速生、丰产和肉厚、甜脆、汁
多、脱核等优点，而通过优良株系鉴定，
在保亭被广泛推广种植。

目前，海南种植的红毛丹品种，几乎
都是“保研”系列，其中7号和8号是市
场主流。在保亭红毛丹生产技术培训基
地中，茁壮生长的“保研7号”纷纷挂果。

“这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品种。”农户
高丽芳介绍，7号果果肉晶莹，肉质脆
爽，口感清甜，产量高且稳定，受到市场
青睐。

质优则价优，优质品种卖出好价钱，
对当地农民致富和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极
大助力。

一棵果树的进化

一个产业的壮大

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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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亭全县红毛丹种植面积

达到近3万亩

带来了4亿元以上的产值

其中

可用于杂交育种的红毛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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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展示区占地22.4 亩

种植不同品系红毛丹435 株

制图/张昕

▲近日，在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热带植物园，海南省农垦科学院
研究员崔志富（右）和同事讨论研究红毛丹种苗培育技术。

▼工作人员在采摘红毛丹。 本栏图版均由见习记者 王程龙 摄

种植的红毛丹“保研-7号”已陆续成
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