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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举行
第七届老年人体育运动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南农垦第七届老
年人体育运动会在海口举行。本次活动旨在活跃
海垦离退休老年人的文体生活，加强各市县垦区
兄弟单位之间情感联系，充分展现海垦老年人的
风采。

据了解，本次运动会共有 156 支队伍，近
1700人参加，比赛时间将持续1个多月。运动会
项目包括健身球操、健身秧歌、乒乓球、气排球、太
极拳、门球、象棋等17个项目，分别在海口、定安、
乐东和儋州等地举行。

省农垦老体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了办好本
届运动会，省农垦老体协与海垦控股集团有关部
门精心策划，深入基层调研垦区老年人体育健身
活动情况，精心制定具有农垦特色的实施方案和
竞赛规程。本届运动会将进一步突出老年体育健
身特色，办出有温度的老年人体育盛会。

海垦3家企业入围
2022省百强企业

本报讯（记者邓钰）在日前发布的2022海南
省企业100强名单中，海南农垦共有3家企业入
围。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海南天
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分别以251.11亿元、153.33亿元、
13.02亿元的营业收入上榜，位列第3、第13和第
91名。

此外，此次评选还发布了海南省制造业企业
40强和服务业企业50强名单。海南天然橡胶产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入围海南省制造业企业40
强，排名第三。

当前，海南农垦各企业正以党的二十大精神
为指引，紧紧把握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机遇，贯
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
革，全力推进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
海垦力量。

海垦热作布局华东市场
本报讯（记者邓钰）11月7日上午，海南农

垦热作产品（上海）供应中心和销售中心（江浙沪）
分别在上海市南汇区文友街18号、浦东新区中关
村科技大厦开业迎宾。海垦热作产品开始在上海
铺设线下渠道，布局华东市场。

在销售中心，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旗下白沙绿茶、白马
骏红红茶、五指山金鼎茶、母山咖啡、昌农牌大
坡胡椒等百余款产品琳琅满目，供客人品鉴购
买。

同时，供应中心所在地汇聚了浦东历史博物
馆、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浦东新区文化艺术中心
等场馆，人流量大，消费能力强。值得一提的是，
供应中心在装修上还融入了海南农垦的历史、文
化和产品故事以及产品优势介绍，不少客人驻足
欣赏并打卡拍照。

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集团通过在上
海开设销售中心、供应中心，进一步提高海垦热作
产品在省外的曝光率，为热作产品走向全国市场
打下基础。下一步，该集团将与合作伙伴共同深
耕华东消费市场，铺设多家销售网点，更好地展示
海南农垦形象，讲好海南农垦故事。

2023中国种子大会暨
南繁硅谷论坛征集田间展示品种

本报三亚11月1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蒙胜国）海南日报记者11月10日从海南农垦南
繁产业集团获悉，2023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
论坛将在该集团旗下项目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
业园农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中心举办展示
活动。目前，中国种子协会正向有关单位征集展
示品种。

2023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计划于
2023年3月19日至22日在三亚举办，大会特设
田间展示环节，供全国种业各相关单位、企业实地
展示优良品种，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

据介绍，2023中国种子大会设有品种展示
和品种示范两种模式，为有需求的参展单位提
供一定规模的生产示范田展示服务。征集范围
包括适应三亚气候，可在大会举办时间段展示
出优良性状的水稻、玉米、鲜食玉米、瓜菜、杂
粮等各类作物，且为五年内审定、登记的优良品
种。

省总工会职工主题
读书系列活动走进海垦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南省总工会“岛·
读”——大型职工主题读书系列活动在海垦控股
集团职工书屋举行，活动以“学习党的二十大 礼
赞开拓者——读《橡胶风云》分享会”为主题，致敬
海南一代代劳动者报效祖国、扎根热土、筚路蓝
缕、开拓创新的奋斗历程。

据悉，此次活动以“致敬奋斗者纪实文学丛
书”中《橡胶风云》为主题书籍，以访谈交流、配乐
朗诵等形式，让广大职工在品味书香中感受工匠
精神。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省总工会将在全省深
入推动职工书屋建设，加强职工思想引导，提升职
工整体素质，进一步满足广大职工日益增长的精
神文化需要。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闻涛 张其泽 李小卉

虽已入冬，11月10日，位
于文昌市东路镇的海南农垦
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东路）第三基地荔枝园里，连
片的荔枝林仍绿意盎然。和
往常不一样的是，照料它们的
人早已换了一轮。

“过去是农场公司组织职
工指导、管理荔枝林，现在都
靠专业第三方企业来运营。”
荔枝园里，专职于某农技企业
的管理技术人员陈仕明，带着
农业无人机喷洒控梢药物，开
展田间管理工作。

荔枝种植是海垦东路的
传统产业，近年来发展虽然红
火，但一度面临营收整合低
效，国有资产控制力弱化等问
题。2021年以来，海垦东路
因势利导，探索“自主经营+
产销剥离”产业发展模式。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探索“自主经营+产销剥离”产业发展模式

和果园“闹分手”和市场“结亲家”

基地的生产虽看似剥离，却始终
逃不出企业的“手掌心”。海垦东路相
关负责人介绍，第三方在开展生产田
间生产管理的全过程，都要按照海垦
东路设定的预算和事项来执行生产环
节，保证产品产量和质量。

海垦东路果蔬分公司经理林勇介
绍，企业根据每个荔枝基地实际情况，
制定了相应的生产管理方案和验收标
准，从抚管方式、生产管理投入、技术

指导和考核奖惩等方面，明确奖惩机
制和责任范围，细化生产基地各阶段
所需用工、农资等费用。期间，在开展
生产过程中分阶段验收，确保农资到
位、喷药到位、管护到位。

和基地“分了手”，海垦东路铆足
劲和市场“结亲家”。在“产销剥离”模
式下，海垦东路能更集中精力发力于
销售端口，围绕市场需求，专注于产品
设计、营销推广、品牌宣传等工作。

全新的管理模式带来的不仅仅是
科学种植的方法，还有实实在在的收
益。据统计，以东路一队妃子笑荔枝
基地为例，去年采取“产销剥离”模式
后，该基地荔枝产值同比增长33%，
带动500余名职工群众就业，人均年
收入增加约8500元。

取得了开门红，发展更有信心和
底气。在“产销剥离”模式的基础上，
东路农场公司还融合了自主经营模

式，专门设立生产机构，做到专人、专
业管理，让公司在提升管理手段、拓宽
销售渠道、优化营销策略上更具竞争
力。

海垦东路的探索，让人们看到这
一模式的另一种可能——在生产一头
实现了更专业化的田间管理，在销售
一头能以更灵活的形式探索市场，反
而提升了产业的总体效益。

（本报文城11月10日电）

“产销剥离”将生产与销售环节分
开，乍看增加了管理成本。通常而言，
一家企业的生产链条越完善，对生产
各环节的掌控力越强，在市场上的话
语权就越强。但为何海垦东路要主动
探索“产销剥离”模式，和果园“闹分
手”？

了解其中缘由，得从来龙去脉剖
析：20世纪90年代起，海垦东路片区

探索发展荔枝产业，目前已形成1.3
万亩荔枝种植规模。随着种植面积的
扩大，规模化生产成为可能，但田间管
理的人力、技术成本骤然高涨。

与此同时，随着荔枝产量提升，销
售压力与日俱增，传统的产销合一模
式难以保证企业的盈利。这一背景
下，许多单位迫于经营压力，无奈将土
地和生物性资产出租给职工。而职工

在土地上“种什么”“卖得怎样”却大多
与农场公司无关，从某种程度降低了
产业的聚集度，也削弱了企业对产业
的控制权。

海垦东路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此背
景下，单纯的土地承包并不能真正解决
产业发展问题，反而导致出租资产权责
模糊容易扯皮、营收工作推进不力、对国
有资产控制力弱化等问题日渐突出。

从2021年6月起，海垦东路党委
班子及经营团队下沉市场，进行多轮
调研，坚持以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为
核心，探索采取“产销剥离”模式，一改
承包模式，将旗下5个共1976亩的标
准化荔枝基地的生产管理工作集体打
包给专业第三方管护，而产出产品全
部由农场公司自主销售，以此集中提
升资源集中度和产业控制权。

夯实种植端 提升资源集中度和产业控制权

发力销售端 专注产品设计和营销推广

■ 本报记者 邓钰

踏入海口商圈，或漫步
海口湾，又甚至在某个小区
楼下，常有一抹靓丽的橙色，
伴着浓郁的咖啡香，不经意
间就惊艳了你的眼眸，沁爽
了你的鼻尖。

这抹橙色和这一缕浓郁
的咖啡香，皆来自母山咖啡
线下门店。2021年8月30
日，首家直营母山咖啡馆在
海口开业。短短一年多的时
间，母山咖啡已布点36家门
店，其中 10 家已在海口开
业。

一杯咖啡“狂飙突进”的
背后，是海南农垦热作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热作）的奋力探索。今年，
海南农垦将开设25家母山
咖啡实体店列为首批“揭榜
挂帅”项目后，海垦热作立即
响应，落实我省“能力提升建
设年”活动部署，以“揭榜挂
帅”攻关行动为抓手，创新理
念、研发产品、建设团队，在
标准化、特色化、品牌化等方
面进行探索，推进母山咖啡
线下门店建设，促进我省咖
啡产业转型升级。

海垦热作创新理念、研发产品、建设团队，推进母山咖啡线下门店建设

一杯咖啡背后的“品牌经”

加入木瓜鲜果的“木瓜拿铁”，
调配西瓜果肉和椰乳的“嘻瓜椰
椰”……近日，一场咖啡新品研发会
在母山咖啡绿海店举行。在咖啡师
邓俊林巧手和匠心之下，一杯杯别
具创意的特色果咖新鲜出炉。

近年来，咖啡赛道的竞争愈发
白热化。众多“网红”咖啡店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年轻人的消费心理和
饮食口味愈加多元化。

母山咖啡如何在万花丛中脱颖
而出？为了展现差异化的竞争优
势，母山咖啡在产品创新上下了一
番功夫。

海垦热作自“揭榜挂帅”攻关行
动以来，成立了母山咖啡研发小组，
每季度根据后台数据淘汰点单率较
低的产品，并选出受欢迎的产品不
断迭代升级，还会根据季节、气候、
时令水果等研发应季新品并推出相
应的促销活动。

从门店开设伊始，母山咖啡十
分注重打出咖啡的“海南牌”，已陆
续推出“歌碧欧”“海盐咖啡”等多款
极具琼岛风情的特色咖啡饮品。

如今，经过专班团队的多轮研

发，母山咖啡店已经推出“甄选咖
啡”“创意果咖”“海岛风味茶饮”“咖
啡与诗与酒”等多个产品系列，巧妙
地打造出“咖啡+”产品体系，将火
龙果、绿橙、百香果、芒果、柠檬等热
带水果以及海垦茶叶等融入其中，
受到市场青睐，俘获了一批年轻消
费者的“舌尖”。

“我们还与海南省旅游学校合
作开设‘母山咖啡班’，有针对性地
培育咖啡馆特需人员。”海垦热作相
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将通过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共同围绕咖啡冲泡、
饮品开发、咖啡烘焙、企业文化等，
进行人才的培养和输送。

咖啡线下门店不仅只是提供销
售与服务的属性，也承载用户群体
养成的功能。作为极具潜力的新锐
线下咖啡品牌，母山咖啡十分重视
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购销体
系，在开设各类网络营销渠道的同
时，发力公众号和粉丝社区等网络
平台建设，在社交属性建立和品牌
形象塑造等方面创造更多可能，有
效建立起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联系。

（本报海口11月10日讯）

母山咖啡前身是“琼丰”咖啡，
有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但对
于省内诸多消费者而言，仍是一个
稍显陌生的品牌。

因此，开设线下门店，也成了推
动母山咖啡产业化发展的题中之
义。“线下门店的建设能进一步完善
母山咖啡从‘种子到杯子’产业链
条。”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介绍，一
方面，线下咖啡店能提供给消费者
体验产品的直接平台，另一方面能
作为母山咖啡品牌建设和海南农垦
文化展示的载体，提高曝光度、关注
度和美誉度。

作为新生的线下门店品牌，母
山咖啡要面临的挑战不小。省咖啡
行业协会相关人员表示，对于当下
层出不穷的咖啡品牌来说，门店扩
张的精准定位和选址都尤其重要。
想要成体系地扩张数家乃至数十家
门店，对于门店运营管理等能力也
都有极高要求。

今年5月，海垦热作成立母山
咖啡线下门店工作专班，并设立事
业部，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和工作台
账，从理念设计、门店选址、产品研
发、视觉传达、价格体系设计等多重
方面着手，按照项目时序进度积极

推进。
“我们计划多条腿走路，既要聚

焦品牌化战略开设大型品牌旗舰
店，集中展示品牌形象，也要围绕社
群化需求，布点贴近居民日常生活
场景的社区店。”海南农垦母山咖啡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畅健接受海南日
报记者采访时介绍，随着咖啡消费
的普及，“小而美”的社区店成为众
多市民的消费首选，且用户黏性较
高。

走进母山咖啡海甸岛驰天钰园
门店，原木色的展柜，搭配橙色亮
眼的吧台和座椅，简洁新潮的调调
吸引了不少年轻人拍照打卡。浓郁
的咖啡香和舒缓的音乐扑面而来，
室内空间虽不大，但自有一种亲切
感。

市民谢博就住在附近，闲暇时
间他总喜欢来门店里坐坐，享受一
份惬意时光。“在这里给人一种放松
的感觉。”他说。

“我们希望利用咖啡门店，让大
家感受到母山咖啡的品牌理念和海
南农垦的文化。”李畅健介绍，馆内
整体是以橙色为主色调的装修风
格，希望能在门店中营造出一种包
容、分享、绿色、健康的氛围。

2021年8月30日
首家直营

母山咖啡馆
在海口开业

今年5月
海垦热作成立母山咖啡线下门店工作专班
并设立事业部

从理念设计 门店选址 产品研发 视觉传达 价格体系设计

等多重方面着手

社群化 一抹“橙色”风景

差异化 打出特色海南牌

短短一年多的时间
母山咖啡

已布点36家门店

其中 10家

已在海口开业

制图/张昕

海口市民在母山咖啡馆万象城店购买咖啡饮品。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在母山咖啡馆海口绿海大厦店，咖啡师在制作特色果咖。

母山咖啡推出的特色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