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亮产品、展形象、广交友、勤取经……

消博会上，海南农垦忙些啥？

到2025年

海南农垦系统计划保存

热带果树种质资源超过 1500份

引进或创制新品种超过 15个

建设热带果树种苗繁育基地3个至5个

产业化推广应用品种5个以上

种植规模 10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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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三亚7月30日电（记者邓
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利声富）
海南农垦企业将依托人才、土地和
热带果蔬产业基础，紧抓海南自贸
港政策优势，加快引种、育种、商品
化推广和品牌打造工作，加快推进
热带珍稀水果新品种产业化。这是
海南日报记者7月30日从在三亚举
办的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
论坛上获悉的。

当天，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
繁硅谷论坛分论坛——园艺产业发
展论坛举行。其中海南农垦企业围
绕《海南农垦热带水果产业化发展现
状与未来》作主题演讲，介绍海南农
垦近5年热带水果收集、保存和评价
情况，并向各地专家、企业代表介绍
下一步工作计划。

海南农垦系统自1954年开始探
索栽培热带水果并推进其产业化，并
于1956年至1961年，先后从马来西
亚、柬埔寨、菲律宾、印度等众多国
家，分82批（次）引进红毛丹、山竹
子、榴莲、牛油果等热带果树20种，
在热带水果引种、栽培和产业化上有
着深厚基础。

20世纪80年代后，海南农垦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水果产业。随
后，垦区水果产业稳步发展，种植规
模逐年扩大，目前形成了芒果、荔枝、
绿橙、红毛丹等农场公司区域为主的
规模化、标准化热带水果产业，并培
育出“红明红”“东妃”荔枝、“白沙红”
红橙和“神泉”芒果等一众优质热带
水果品牌。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农垦
企业还选育出了12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红毛丹品种，其中“保研-7
号”成为保亭农户主栽品种。

近年来，海南农垦不断加强热带
水果引进、收集力度，种质资质得到
了进一步丰富。2019年至今，海南
农垦累计引进、收集、保存国内外热
带果树种质资源达300多份，归属于
26个科、46个属、138个种（品种），来
源地基本涵盖世界热带果树分布区。

今年，海南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加大
引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水果力度，计划
进一步收集、保存一批珍稀热带水果
种质资源，实现热带作物种源自主可
控，同时引进并创制一批热带水果新
品种，还将结合商品化部署，形成配
套种苗扩繁和标准化生产技术。

为此，海垦控股集团积极谋划热

带林果品种园、热带作物博览园、全
球热带水果引种示范项目等一批系
统化项目，推动优质热带果蔬品种在
海南的培育推广，促进农民增收，不
断丰富百姓“果篮子”。

当前，各项工作正有条不紊推
进。海垦控股集团正深入研究农产
品市场竞争形势，统筹推进产业结构
调整，计划到今年末，建成热带果蔬
种苗繁育基地1个，推进榴莲、榴莲
蜜、青柚、燕窝果、牛油果等5个品种
的引进与培育。

据介绍，到2025年，海南农垦系
统计划保存的热带果树种质资源超
过1500份，引进或创制新品种超过
15个，建设热带果树种苗繁育基地3
个至5个，产业化推广应用品种5个
以上，种植规模10万亩以上。

海南农垦企业积极引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水果

种下好种子 丰富果篮子

本届消博会上，海南味道更浓
郁，海南元素更亮眼，为本土企业和
品牌提供了展现实力、合作扩容的平
台。

作为海南省属国有农业龙头企
业，本届消博会上，海南农垦在销产
品、亮品牌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进
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扩大“朋友
圈”，力促海南农垦“走出去”。

为此，在消博会上，海垦控股集
团组织考察团队，接连走访王府井集
团、厦门建发集团、三亚跨境电商产
业园有限公司等多家与海垦“联姻”
的知名国企、业内龙头企业展位，就
学习先进经验、深化合作、推动相关
项目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7月28日，海南农垦专场推介招
商会在展会上举行。海垦产品组团

亮相，广招客商。在现场，海垦热作
便与3家农业企业达成合作意向，市
场推广金额达7000万元。

推出产品、介绍项目、沟通意向
……海垦果蔬、海垦国际等企业也
在展会上紧锣密鼓地为“朋友圈”纳
新，与省内外多家企业达成战略合
作，在供应链建设、进口贸易等方面
深化合作。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消博会上，海南农垦企业能
够“足不出岛”和世界各地的高端
客商交流，并对标海南自贸港建设
要求，寻找合作伙伴，从而补足自
身弱项，进一步聚焦主责主业，在
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整合销售渠
道、建设仓储物流体系等方面下功
夫，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7月30日，在第二届消博会
新闻中心，媒体记者了解海垦白沙
绿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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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
览会（以下简称消博
会）在海口落下帷
幕。这是一场精品汇
集、机遇迸发的盛会，
更是一个激发思考、
转换思维的课堂。

亮 产 品 、展 形
象、广交友、勤取经
……本届消博会中，
海南农垦企业忙得
不亦乐乎，在借力展
会打响品牌、完善渠
道的同时，也针对海
南企业如何抓住自
贸港建设机遇，打开
国际视野，提升核心
竞争力进行了深入
思考。

■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陈晓彤

产品“出圈”，擦亮海垦“金品牌”

“海南的农货，不输国内外大
牌。”日前，在消博会琼菜特色美食品
鉴服务区，参展观众黎可尝过一杯

“母山”咖啡后，不禁点赞道。
醇香浓厚的“母山”咖啡、清新回

甘的“白马骏红”红茶、辛香扑鼻的大
坡“昌农”胡椒、鲜嫩多汁的海垦黑椒
牛排……海南农垦旗下农产品在消
博会一经亮相，就受到消费者的关注
和欢迎。

据了解，这几款农产品皆来自海

南农垦企业。连日来，借助消博会
“流量”，海南农垦企业频频发力，推
动产品“出圈”。

“这是展台，也是世界各地的企
业和产品争奇斗艳的大舞台。”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豫介绍，此次消博
会，海垦热作集团携旗下咖啡、茶叶、
胡椒等三大类拳头产品组团亮相，在
海南馆、新闻中心、琼菜特色美食品
鉴服务区等多个展区设置品尝体验

区，“推销产品并非主
要目的，更为关键的是
亮出品牌。”

这一观点得到各
海 南 农 垦 企 业 的 认
同。作为国家级展会，
消博会自带“流量”且高
端，各海南农垦企业希望
能够借此契机，向国际展示
品质优秀的海垦产品，传播海垦
文化。

合作扩容，加快海垦“走出去”

洞察消费新趋势、学习先进经
验、促进企业发展是海南农垦企业此
次参展的目的之一。

“消博会是全球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聚集的有效载体。本
土企业更应以此为枢纽，主动对
接 中 外 企 业 ，努 力 强 化 相 应 链

条。”前来参会的海南农垦旗下
诸多企业代表表示，消博会上不
仅有无限商机，更有大量来自国
内外领先企业的先进经营理念和
市场经验，对企业而言是学习交
流的优质平台。

“众企云集，不仅能让我们学习

全球知名品牌的发展之道，也帮助我
们本土企业更好地走向世界。”连续
两年参与消博会，李豫说，作为海南
本土企业，海垦热作将借助消博会平
台，对照、吸收和消化国内外知名企
业、品牌的发展经验，找目标、找差
距，从而迎头赶上。

构建全链条产业体系；贴合当
下消费潮流，推出高、特、优、新产
品；利用新方式营销、培育新的消
费热点……消博会之后，海垦企业
在产品和市场上将有更多的耕耘
和思考。

（本报海口7月30日讯）

学习经验，推动海垦新发展

农技下乡

海垦红明加强
作物田间管理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林
宝华）连日来，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海南农垦
红明农场公司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调
查荔枝、胡椒等作物生长情况，提出科学管理意
见，确保产业发展取得新突破。

多年来，红明农场公司和周边职工、群众积极
种植荔枝、胡椒、椰子、柠檬等热带经济作物，面积
达10余万亩。目前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时期，该公
司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重点做
好测土施肥、科学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

同时，红明农场公司还完善灾害应急预案，全
面排查排灌设施隐患，对排灌不畅、低凹浸水的田
块、地块及时疏通，做到沟内无积水、园里无杂草，
确保作物茁壮成长。

交流合作

海垦控股集团
与天津考察团洽谈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日前，天津
市政府组织考察团来到海口，与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洽
谈，围绕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热带水果南北流通渠
道和做强小站稻品牌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并就
推进更深层次合作达成共识。

座谈会上，双方盘点已有合作领域和相关项
目建设，并就如何推动已有项目提质增效以及总
结合作经验、形成常态化合作模式进行交流。同
时，双方谋划进一步合作，希望在人才、渠道、土地
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进一步盘活已有
资源等。

据介绍，下一步，天津市将以“保姆式”服务，
为在津的海垦企业等做好服务和支持，欢迎海垦
控股集团来津招商引资，共谋发展。海垦控股集
团将牢记农垦姓“农”，聚焦主业主责，学习借鉴天
津农垦企业转型发展的先进经验，与天津市紧密
对接，深入合作。

园区建设

海垦实业与中交海投
签约共建云龙智慧产业园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杨
光）日前，海南农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实业）与中交海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交海投）在海口签订项目合作协议，双方将以

“投资人+EPC+综合开发运营”模式，共建中交海
垦云龙智慧产业园综合开发项目。

据了解，此次签约的项目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云
龙镇，项目将聚焦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聚集
智慧农业生产、农产品精深加工和展示交易、仓储
物流等主要业态，力争打造集国际数字智慧服务平
台、热带农产品精深加工基地、智慧物流配送中心
和相关配套服务为一体的“3+1”一站式智慧产业
园区。此前，双方已成立联合工作组，开展项目策
划、规划、合作模式制定等前期工作。协议签订后，
双方将成立两家项目公司，分两期开发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垦和中交合作的首个片
区开发项目，双方将充分积累、提炼项目推进经
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模式，为高质量发
展夯实项目建设基础。

品牌打造

海垦热作与五指山市
共谋茶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近日，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
与五指山市政府就联手发展五指山大叶茶产业举
行座谈，现场成立了工作专班，明确了工作内容和
相关职责。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海垦热作将发挥
龙头企业优势，在茶叶加工和品牌打造、市场开拓
等环节和五指山茶企“抱团”发展，提升五指山茶
叶规模和品质，打响五指山大叶茶品牌。

据了解，目前，海垦热作已在五指山市水满乡
注册成立了海南五指山金鼎茶业有限公司，并计
划在全国范围内打造五指山大叶茶线下体验馆。
未来，该集团将在五指山市打造高质量的大叶茶
种植示范园，为打造五指山大叶茶品牌和开拓市
场夯实基础。

优势互补

海垦果蔬推进
农产品贸易业务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唐
电坤）近日，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果蔬）与海南鑫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达成战略合作，将共同推进农产品贸易业务发展。

根据合作协议，海南鑫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将充分发挥品牌战略咨询、供应链建设等优势，为
海垦果蔬产品销售提供渠道支持。海垦果蔬将充
分发挥在海南省内的资源优势和国有企业背景优
势，积极整合各方资源，为数字农业供应链合作提
供支持，共同实现合作经营目标。

垦地联手
扮靓湿地

日前，位于
儋州市光村镇
的海南新盈红
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风光秀美。

近年来，作
为该湿地公园
的管理单位，海
垦西联农场公
司在儋州市政府
的大力支持下，
积极探索湿地的
保护性开发，着
力扮靓湿地。

蒙美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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