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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记
者孙慧）今天，由人民日报、新华
社、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等多家中央媒体组成的采访团，
对海南农垦改革进行采访。

采访团今天来到屯昌县，采
访了屯昌县委书记田志强，从农垦
改革社会职能移交、产业合作开
发、农业用地清理规范等方面进行
采访。在海南农垦新一轮改革发
展中，屯昌县委、县政府对管辖区
内的中建农场、中坤农场支持力度
很大，从民生基础设施保障、产业
开发上都给予了资金和人力支
持，同时协助农垦顺利完成了两
家农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
能移交，顺利设立6个居承担农
场的社会管理职能。

采访团又先后到中建农场、
中坤农场采访农场公司制改革以
及产业化发展等。中建农场、中
坤农场目前已经顺利完成了公司
制改革，建立起了党委、董事会、
监事会、经理层的组织架构，并积
极推动农业用地清理规范。

中央媒体记者表示，要从垦
地合作、设立居管理机构、公司制
改革等方面报道海垦改革发展。

■ 本报记者 孙慧

三月末，在天地东昌公司的凤梨
基地，漫山遍野的凤梨硕果累累，即
将迎来基地的第一轮收获。

“早出晚归奋斗了4个多月，终于
适应了这种‘创业者’的生活，感觉比
在机关时更有闯劲，更有奔头！”4个月
前，从原先东昌农场干部转换为天地
东昌公司财务总监的吴忠说。

国营农场转企改制，组建公司走
市场化道路，是海南农垦新一轮深化
改革的一大主线之一。从2015年末
开始，海南农垦陆续推动农场转企改
制，构建规范化现代企业制度，让农
场变身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
市场主体。

推动转企改制
剥离农场的社会职能

新一轮农垦深化改革中，按照中

央关于深化农垦改革指导意见和农
场企业化改革要求，省委、省政府制
定了《关于海南农垦农场公司制改革
的指导意见》，推动农场改制为农场
公司。

作为公司，首先一步就要解决原
先政企不分的历史问题，分类剥离农
场的社会职能机构，将农场承担的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纳入属地市
县政府管理。

一场轰轰烈烈的农垦社会属地
化改革行动开始，各市县政府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积极配合接
收农垦移交的社会职能机构。同时，
为接收后的社会职能顺利移交管理，
我省率先在全国探索设立名为“居”
的基层社会治理单元，既可扁平化管
理提升办事效率，又不占用行政事业
编制，社会服务更加专业，受到广大
职工欢迎。

目前，海垦垦区所有农场（所）共
挂牌成立的“居”已经有83个，农场

社会管理属地化改革基本完成。农
场也因此走上市场化道路。

清理农业用地“三过”
推进土地资本化发展

近年来，在滞后体制束缚下，农
垦的土地管理和利用相对粗放，土地

“三过”问题（即租期过长、租赁面积
过大、租金过低）普遍存在，不少农场
经营亏损严重。

2016年，农垦选择东昌农场作
为首个农业用地清理规范试点，经
过为期9个多月的探索，东昌农场收
回了农业用地3.1万亩，实现了1.2
万亩土地资产划转变更、登记发证，
东昌农场的经营状况也从亏损到盈
利转变。

随后，农垦逐步向全省40个农
场和海胶集团所有基地分公司开展
农业用地清理规范，彻底清理长期存
在的土地“三过”问题。

2017年1月，农垦出台了《关于
推进海南农垦土地资源资产化和资
本化实施方案》，计划用一年时间，
对农垦全部土地进行资产化管理，
用三到五年时间，对资源条件好、价
值高、具有产业发展优势的农垦划
拨用地通过作价出资方式实行资本
化经营。目前，第一批3555亩经营
性农用地资本化作价出资方案已经
报省政府批准。

引资本发展新项目
打造市场新品牌

近日，蓝洋农场公司一口气注
册了3个类别的“蓝洋氮泉”商标，
对旗下的蓝洋温泉资源进行“蓝洋
温泉万年水龄”、“蓝洋温泉——中
国温泉浴疗”、“蓝洋温泉——中国
冷泉饮疗”的认证，重新包装旗下老
品牌蓝洋温泉，打造新的品牌市场
形象。

记者走访发现，新组建的20家
农场公司，开始陆续依托自身资源，
引入新项目，包装老品牌，通过发展
产业来闯市场。

海垦投资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
介绍，农场转企改制闯市场，要围绕

“八八战略”，根据区域分布、产业特
色和资源禀赋，培育核心产业和清晰
的盈利模式，使改制后的农场公司真
正成为产权清晰、治理规范、自主经
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

同时，农场公司除董事长由农
垦控股集团任命外，其他管理人员
包括总经理按市场化方式聘任，薪
酬与公司经营业绩直接挂钩。改制
后的农场公司普遍反映，产业定位
更加清晰，自主经营权明显增加，与
市县融入更加紧密，打破了过去“大
锅饭”、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局面，管
理层和员工干事创业的精神面貌焕
然一新。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

转企改制、清理土地、引入资本

海垦农场甩开膀子闯市场

央媒组团采访
海垦改革发展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计
思佳 通讯员陈创淼 郑俊敬）今天上
午，海口市秀英区在万达广场建设工
地启动为期两个月的农民工依法维权
专项检查活动。据了解，针对秀英区
重点建设项目多、施工企业多的特点，
该区未雨绸缪，提前就相关法规政策
进行宣传，并通过“6+6”工作法保障
农民工权益。

“施工企业与农民工签订合同后
才能进场施工”“施工总承包企业要
直接把工资发放给农民工，不得把工

资给‘包工头’”……在上午的活动现
场，秀英区人社局工作人员通过案例
解读了建设单位（业主）、施工总承包
企业、分包企业和农民工等各方，在
工资支付方面的规定和应该注意的
问题。随后，还开展了法律咨询和现
场投诉活动。

“万达广场项目分包给了40多个
企业，最多的时候，这里有3000多个
农民工同时作业，是秀英区很有代表
性的重点项目。”秀英区人社局局长刘
锋介绍，去年该局在处理农民工劳资

纠纷的时候，发现很多施工项目存在
两大问题：建设单位没有实行分账管
理，将工资和工程款混在一起发放给
施工企业；施工企业没有和农民工签
订劳动合同，导致农民工维权时空口
无凭。

刘锋告诉记者，2017 年秀英区
已确定重点建设项目173个。为了
确保农民工工资支付，除了提前进
行宣传，该区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采取“6+6”工作法，即在抓重点项
目征地、拆迁等工作的同时，增加工

作中涉及的安全生产、固定资产投
资、税收、维稳、农民工工资和“双
创”等六项工作，切实维护农民工合
法权益。

另外，在管理制度建设上，秀英区
人社局要求建设单位和施工总承包企
业按照我省规定，在工程开工前分别
按工程中标价2.5%缴纳农民工工资
保证金。发生欠薪时，可从保证金中
先予划支。此外，还实行严格的农民
工实名制管理制度，确保施工企业和
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海口秀英区启动农民工维权专项检查活动

开展政策宣传 保障农民工权益

本报三亚3月25日电 （记者
林诗婷）今天上午，三亚市全域乡
村旅游月欢乐采摘节在育才生态
区拉开帷幕，200多名涉旅行业代
表、市民游客体验了采摘鲜果、拓
展寻宝、房车露营等一系列乡村旅
游新产品。

据了解，该采摘节在三亚推进
全域旅游建设中孕育而生，旨在促
进农旅结合，打造乡村特色旅游路
线，带动本土农民乐享“旅游饭”，实
现旅游精准扶贫。迈入3月，正是
三亚芒果飘香的季节，本次旅游路
线设计巧妙融入水果时令特色、苗
族文化内涵、优质自然环境以及房
车露营等新旅游产品，推动该市乡
村游览，同时在那会村后靠小组设
主会场，进行芒果采摘、苗寨长桌
宴、乐淘农家特产、观赏苗族舞蹈表
演、苗寨拓展寻宝、篝火狂欢晚会等
体验活动。

“除了品尝到新鲜芒果，还能感
受到苗族长桌宴、歌舞等民俗风情，
工作压力也瞬间释放。”三亚市民聂
女士说。

三亚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三亚拥有好山好水好风光，除
了热带滨海资源，同时环境条件
优越的乡村亦有待挖掘，此次活
动将打创该市特色乡村游品牌，
促进农旅融合，实现以旅游发展
助力精准扶贫，加快三亚旅游产
业升级转型。

三亚全域乡村旅游月
欢乐采摘节启幕

海南全域旅游在行动

本报博鳌 3月 25日电（记者官
蕾 通讯员李明镜）昨天上午，受中国
公共外交协会之邀，来自泰国、老挝、
柬埔寨、印度、孟加拉等12个亚洲国
家的15名媒体记者，走进琼海博鳌北
山村，实地了解海南省农信社的小额
信贷经验。

在北山村现场，小额信贷技术员
热情地向记者们详细介绍海南农信
社小额信贷支农助农的情况，并带领
记者们走进农信小额信贷支持的辣
椒种植户家中，详细了解海南农信社

“一小通顺贷”的实际案例应用情
况。在北山村便民服务点，小额信贷
技术员通过社会保障卡的实地“改
密”、“取现”等系列操作，向记者们介
绍海南农信社是如何借助现代科技
手段，提高金融助农服务的便利性、
实用性、普惠性。

在听取农户和小额信贷技术员
的相关情况介绍后，记者们纷纷结合
本国的实际情况进行提问，如“农信
社贷款的利息如何”、“政府是如何贴
息的”、“便民服务点可以提供哪些服

务”等。
来自老挝《万象时报》的记者表

示，听了海南省农信社的相关介绍
后深受启发，能够让农户在得到信
贷支持的同时，也得到生产发展的
保障，“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做法”。
他表示，老挝农业人口较多，和海南
地理位置相近，老挝可以借鉴海南省
农信社的经验，助力老挝贫困户脱
贫致富。

据介绍，来自孟加拉的“穷人银行
家”尤努斯来海南传经送宝，帮助海南

农信社发展小额信贷。从“格莱珉”模
式基础上发展而来，历经十年探索，结
合海南省情，海南省农信社闯出了一
条实用性很强的普惠金融之路，其经
验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并走出国门。

海南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南省农信社希望能与中国国情相似
的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金融机
构开展合作，在“精准扶贫”、“支农支
小”上发力，扩宽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
度，让“人人享有平等的融资权”这一
美好愿望真正实现。

12国记者取经我省小额信贷经验
省农信社相关负责人：希望能与亚洲各国尤其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开展合作

关注海口“双创”83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叶媛媛 通讯
员林先锋 龙泉）今天19时许，海口福地美食街

“双创”观光夜市正式开市，首届“琼台复兴”美
食节同时开幕。这是海口市琼山区结合海口

“双创”与“琼台复兴”特点推出的又一力作。今
晚，近3万人次市民在此边赏千年古城文化，边
品本土特色美食。

海口福地美食街“双创”观光夜市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忠介路上，原培龙后街特色美食街位
置，全长252米，占地3561平方米。该街原先
是一个马路市场，地面破损不堪，污水横流，是
海口有名的“脏乱差”一条街。自海口“双创”
后，该街结合府城千年历史文化传承的特点进
行改造，最终形成如今古色古香的特色风貌。

作为本次开市最大亮点，首届“琼台复兴”
美食节让人期待。美食节活动分为特色美食
展销区、临时就餐区、商铺就餐区、集中就餐
区、文化展览区和表演舞台等区域。其中，特
色美食展销区共设摊位和商铺合计40个，均
以提供海南本土特色美食为主。为了尽可能
帮助困难群体、拉动就业，此次活动还优先引
入低保户、下岗失业人员和“双创”后取缔的流
动摊点商贩等低收入困难群众进驻。该部分人
群整体占比达35%。

海口福地美食街
“双创”夜市开市

关注“三月三”

琼中筹备“三月三”
歌舞佳肴迎客来

本报营根3月25日电（记者郭畅 通讯员
陈欢欢）随着海南黎族苗族“三月三”传统节庆
日进入倒计时，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活动主会
场的节日氛围也愈发浓郁，全县各族人民都在
为这场即将到来的盛宴忙碌着。

近日，在县城各大广场、各乡镇文化大舞
台，都能看到黎族苗族同胞们正在紧锣密鼓地
排练竹竿舞、黎苗服装走秀等节目，走进红毛镇
番响村，一支民间文艺队伍认真地排练着黎族
民歌《摇篮曲》。

“肉茶富含氨基酸，是地道的黎族美食，游
客一定会喜欢。”琼中黎族阿妹郑丽艳告诉记
者，为了增加家庭收入，三月三期间，她打算带
着自家制作的肉茶、牛肉干、山兰酒，到琼中黎
苗风情街销售。据了解，琼中将在节庆月期间，
举行海南民族特色商品展及美食品尝活动，为
游客献上视觉和味蕾的“饕餮大餐”。

为迎接“三月三”，琼中相关部门正加紧对
临街立面的改造、装饰，琼中县广场景观提升项
目、琼中中部少数民族文化体育演艺中心、琼中
黎苗民族文化展览馆等也在加紧建设中。

海南忠橙柑桔研究所
在澄迈成立

本报讯（记者刘笑非 特约记者陈超）3月
22日上午，海南忠橙柑桔研究所挂牌仪式在澄
迈县美文村举行。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
所、中国柑桔学会、浙江柑桔研究所等机构都将
与海南忠橙柑桔研究所展开合作。

海南忠橙柑桔研究所所长周广科表示，该
研究所实验基地位于澄迈县老城镇，占地面积
600亩。研究所目前已经与法国及国内顶级柑
桔科研机构达成科技合作协议，已从国内外引
进20多个优良柑桔新品种，根据海南独特的气
候环境进行研发，辅助农民种植生产，形成一条
龙产业链条。

海南忠橙柑桔研究所成立后，还将进一步
加强忠橙柑桔研究所的科研、技术优势与生产
企业、基地有机融合，在科研项目研究、试验基
地建设、新技术新品种研发与推广应用等领域
开展全面合作与交流，积极探索提升研究机构
的综合利用价值，为海南省柑桔产业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我省今年乡村教学点
小学教师培训启动

本报海口3月25日讯（记者陈蔚林 通讯
员云慧明 实习生陈卓斌）日前，省教育厅下发
通知，正式启动省委、省政府2017年为民办实
事事项之“海南省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培
训计划”。

培训计划分为省级示范性培训和市县普及
性培训，将围绕教育理论、教学技能与实践能力
等内容，为3000名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教师开
展培训。

根据安排，7月中上旬，600名培训管理者
和边远乡村教学点小学语文和数学学科青年
（骨干）教师，将接受为期10天的省级示范性
培训；7月中下旬至8月底前，2400名乡村小
学、教学点小学语文和数学学科教师，将接受
为期10天的市县普及性培训；8月至11月，琼
台师范学院、省教育研究培训院将分别组织示
范性培训项目学员及东部、西部市县学员统一
参加省级网络研修及跟踪指导学习。

农场职工住上保障房 近年来，东升农场共进行危房改造854套，集中场部居民点建设住房148套，解决了2512人的住房
问题。图为东升农场职工保障性住房。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