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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8 日上午，海垦控股集团
与农业部农垦局牵头组织的正大集
团、国新资本等企业考察组一行，在海
口举行合作座谈会。双方围绕加快推
动农垦“共享农庄”、特色产业小镇与
美丽乡村建设等进行深入交流，并初
步达成共识。双方表示，将以“共享农
庄”项目建设为抓手，深化务实合作，
打造具有经济效益和示范效应的农垦
特色“共享农庄”，实现合作共赢。

■ 近日，海垦茶业集团连获殊
荣：一是在农业部召开的中国茶产业
联盟成员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国茶产业
联盟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茶产业联盟
为首次成立，大会共有全国157家茶企
和34家涉茶科研、教学、协会等单位参
加。二是在省委宣传部、省农业厅、省
工商行政管理局、省国家税务局、省地
方税务局共同开展的“海南省诚信示
范企业”创建活动中，被推荐为农业行
业“2016年度海南省诚信示范企业”。

■ 近日，海垦建工集团橡城建设
工程监理公司监管的香樟林风情街
（二期）项目荣获海口市2017年度“椰
城杯”（市优）建设施工优质样板工程
奖项，该奖项是海口市关于建筑工程
质量评测的最高奖项。目前，该项目
正在申报海南省2017年“绿岛杯”（省
优）工程奖项。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 海南农垦报记者 倪德馨

一改过去的行政任命，转为面向
社会公开招聘二级企业总裁或总经理
岗位；与省内优秀企业建立人才相互挂
职体系；成立人才战略咨询顾问委员
会；不仅大手笔引进人才，还大手笔拿
出资金奖励人才……成立一年多来，海
垦控股集团在人才战略上动作频频。

在新一轮海南农垦改革发展全速
推进之际，这“三大”人才战略，成为了
海南农垦人才工作的纲领，指引着海
南农垦的人才队伍建设，让人才成为
海南农垦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

大方引才
吹响人才集合号

3 月份，海垦控股集团 2017 年
“青苗计划”百人招募公告发布，计划
面向全国高校公开招聘11类共100
名管理培训生，以储备海垦控股集团
未来中层管理团队的后备力量。

大规模引进人才，在海垦控股集
团并非首次。2016年5月底，海垦控
股集团拿出335个岗位公开招聘，吸
引了1400多人报名，最终签约111
人。如此大规模招聘和一次性签下超

百人，这在海南农垦60多年来的人才
引进史上鲜见。

“大方引才，一是体现在量上，二
是体现在职位上。”海垦控股集团人力
资源部负责人告诉记者，人才的质量
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高素质人才
能将工作带上一个新台阶。

与高素质人才匹配的是高职务。
海垦控股集团毫不“吝啬”地拿出了集
团总部总经理助理、二级产业集团总
经理、副总裁等高职务“礼待”人才。

从海口市旅发委总规划师“转身”
为蓝洋农场公司董事长的石向荣，在
公司筹备阶段，就带领公司班子成员
向儋州市政府主动争取，将蓝洋纳入

“多规合一”改革试点，为公司重大项
目落地提供规划依据，为下一步的开
发与建设奠定基础。

大度容才
引发人才磁场效应

“二级企业和农场一律不再沿用
‘处级干部’‘科级干部’等行政化概
念。”“赋予二级企业自主用人权，其经
营管理人员由董事会通过市场自行选
聘。”……去年9月，海垦控股集团一
份《关于全面推进农垦企业去行政化

管理的通知》的出台，犹如一颗石头投
进了垦区长期以来行政化选人用人机
制的平静湖面，激起层层涟漪。

东昌农场公司总经理麦全法，从省
农垦科学院文昌试验站站长到如今岗位
的变动，正是自己通过市场化应聘的方
式竞争上岗的。“市场化招聘是一个双向
选择，对于个人发展来说可以自主选择
适合自己的岗位。”麦全法说，企业实行
市场化管理能更好地发挥个人才能。

“改革后我们力求通过市场化选
聘、契约化管理，逐步废除过去企业经
营管理人员的国家干部身份和行政任
命形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人力资
源配置上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人力资
源最优配置和企业效益最大化的双重
目的。”海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
人介绍，《通知》里的种种新规定，突出
了企业特点，更是从制度上为“容才”
建立了保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放权让挂职人才放开手脚大胆
干，也是海垦落实“大度容才”的具体
举措之一。海南农垦与海航集团、国
开行海南分行等省内优秀企业建立人
才相互挂职体系。

海航集团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总裁谭玉平到海垦实业集团挂职总
裁，不仅将海航集团的执勤文化和业

绩文化等成熟文化和制度引入实业集
团，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还主动与
海航合作的企业沟通，实现资源共享。

“挂职就是实职，我到农垦是为了
真正‘沉下去’做具体一线工作的。”谭
玉平在谈到挂职体会时说。挂实职、
实挂职，谭玉平道出了海南农垦挂职
体系的关键所在。根据挂职干部的不
同特点和个人特长，海垦对挂职干部
做好安排，让他们有实职、有实责、更
有实权，切切实实为农垦带来新变化。

大气励才
激发人才干事激情

在2017年海南农垦工作会议上，
海垦控股集团兑现激励约束机制，根
据承诺，拿出315万元对2016年为扭
亏保盈工作作出突出贡献的16家企
业进行奖励。海垦控股集团还在今年
初下发了奖罚方案，设立了七项专项
奖，奖罚力度更大、金额更高。

“获得经营特别贡献奖对我们来
说既是鼓励，更是鞭策，2017年还要
继续自我加压，迎接新一年的挑战，抓
牢新一轮的机遇。”捧回企业经营特别
贡献奖一等奖100万元奖金，海垦畜
牧集团总经理王兰高兴的同时，也深

感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王兰表示，畜
牧集团计划在5年内将生猪养殖规模
由现有的14万头发展到50万头，带
动农垦职工及周边农户发家致富，同
时积极筹备“新三板”挂牌工作。

除了实打实的奖金鼓励，海垦控
股集团在奖罚机制上下足了功夫，旨
在释放制度红利，激活人才干事激情。

海垦控股集团针对总部员工和二
级企业绩效责任人，分别出台了不同
的绩效与薪酬管理办法，但都明确提
出设立突出贡献奖、特别奖励等，保证
人才付出、贡献与收入成正比，尤其是
对作出重大贡献、取得显著经营效益
的，要给予重大奖励。

“集团要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
‘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观念，
建立健全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人才
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海
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
今后，海垦控股集团还将出台更加灵
活的薪酬激励等机制，突破企业在人
才激励、评价、流动等方面的体制机制
障碍，明确鼓励员工多劳多得，努力营
造“以创造论价值，以贡献论英雄”的
氛围，最大限度释放人才制度含金量，
让制度红利真正落实到人才头上。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

海垦茶叶
布局西北市场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张
佳琪）2017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第21届中国
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近日在西安落幕，
参展的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推出的早春茶等产品
受到客商欢迎，展销期间日销售额近5000元，还
与当地一家企业达成总经销协议，成功打开了西
北市场这块“空白地”。

西安地区总经销商对海垦茶叶，尤其是早春
茶的品质赞不绝口。“茶汤鲜亮，入口回甘而且耐
泡，性价比很高。”西安地区总经销商相关负责人
说，已向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预定了一批茶叶，今
年将积极推广海垦茶。

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总经理吴海江表示，西安
地区是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首个发展点，今年还
计划确立深圳地区总经销，为打造“百城千店”注入信
心和动力。按计划，集团将通过直营店、地区代理、特
许加盟、特渠店以及电商平台等多种形式，力争5年
内在全国成立“海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连锁店100家、
全国经销合作店100家，进一步拓展岛外市场。

海垦茶叶的品牌优势正吸引来更多的经销商
加盟，不久前，海垦茶业集团的又一家专营店在昌
江开业。“海垦茶今年还准备进入东方、乐东等多
个市县。”吴海江说，集团发展战略明确，岛内市场
要做精、做细、做透；岛外市场要放开步子积极走
出去，面向全国引进有实力、有经验的茶叶经销
商，打造网格化的营销体系，确保各级营销层级互
不干扰，合作共赢。

海垦控股集团与三亚市达成共识

垦地携手推进
重大项目落地

本报三亚6月11日电（海南农垦报记者高
莹）近日，海垦控股集团与三亚市政府召开垦地重
大项目协调会议，就协调推进南田温泉度假产业
小镇及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南繁产业集团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建设工作进行深入探讨。

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尽快确定垦地共建模
式，建立健全垦地联席会议制度，坚持政府统一规
划、垦地联动，尽快推动一批项目落地，实现垦地
共同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总经理王业侨表示，希望通过
联席推进会的方式，围绕项目建设进一步沟通，加
快对接解决项目中存在的问题，共同推动项目落
地，达成合作共识。

三亚市副市长李劲松在会上表态，南田温泉
度假产业小镇及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南繁产业
集团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两个项目都是省、市
重点项目，三亚市一定会不遗余力，开设“绿色通
道”支持两个项目尽快落地。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林倩 通讯员唐群峰）日前，
海垦控股集团印发《海南农垦脱贫攻
坚两年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
案》），要求认真贯彻落实省脱贫攻坚
的决策部署，立足建设生活美好的美
丽农垦，采取精准化识别、针对性扶
贫、科学化脱贫的方法，建立结对帮
扶的包户机制，确保2018年底前实
现垦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退出。

《方案》提出了十二项重点脱贫
工作：一是入股联营，帮扶脱贫；二是
培训提升，技能脱贫；三是开发岗位，
就业脱贫；四是扶贫项目，带动脱贫；
五是提供种苗，产业脱贫；六是贴息
贷款，创业脱贫；七是共享农庄，农旅
脱贫；八是构建渠道，助销脱贫；九是
慈善捐助，救济脱贫；十是流转农地，
种养脱贫；十一是资助学业，工作脱
贫；十二是衔接政策，兜底脱贫。

《方案》提出，根据《海南省农村
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2017年计
划减少国有农场城镇户籍贫困人口
7141人（含移交农场640人），国有农
场农业户籍贫困人口749人纳入各
市县建档立卡系统，列入2017年减
贫计划；2018年计划减少国有农场
城镇户籍贫困人口4067人（含移交
农场402人），并要求2017年完成垦
区当年贫困人口减贫任务，在2018

年底前实现垦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退出。

《方案》要求，垦区各单位要集中
力量，整合垦区土地资源，利用农垦
产业优势，全面贯彻落实省脱贫攻坚
战略部署，全力做好垦区扶贫开发工
作，助力全省打赢脱贫攻坚战，并在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的领导下，积极配
合属地政府贯彻执行党的扶贫开发
工作方针。

海垦将携特色产品和
优质项目亮相海商会

本报海口6月1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余
美君 通讯员杨志强）紫米、胡椒、柠檬……2017
世界海商大会暨首届世界海商精品博览会将于6
月27日至29日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海垦
控股集团将携多款特色名优产品亮相海商会，展
示海南农垦近年改革发展成果以及海垦“八八”战
略发展潜力和前景。

“此次参展的展品不仅有垦区特色农产品，部
分产业集团还将宣传推介一批优质项目和服务。”
据负责筹备此次展会的海垦商贸物流集团相关工
作人员介绍，本次参展重点是展示海垦八大产业
的建设和发展，同时汇集具有海南农垦特色的名
优农产品参展，参展单位除海垦八大产业集团外，
还有部分农场、农场公司，期望通过产品的展示、
项目和服务的宣传推介，展现海南农垦形象，寻求
合作共赢。

据了解，农垦形象馆展位面积约200平方米，
将分为海胶集团、海垦茶业、海垦果业、海垦金融等
八大产业展台及特色农产品展台等共9个展台。
目前，展品协调、展馆设计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

海南新盈红树林
国家湿地公园

海垦控股集团大方引才、大度容才、大气励才——

三大人才战略激活改革发展源头活水

海垦印发脱贫攻坚两年行动实施方案

确保明年底前垦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本报定城6月11日电（海南农
垦报记者林倩 通讯员许振东）“你看
这些小羊羔，多可爱！”母瑞山农场公
司母瑞一队的贫困户冯尔信这几天
很开心，因为公司为他购买的4只种
羊在几天前生了4只羊羔。

冯尔信是母瑞山农场公司7户
贫困户中家庭条件状况最糟的，妻子
患有甲亢，不能干重活，自己也带了

一身病，孩子还在上学，正是用钱紧
的时候。公司为他购买了4只种羊，
让他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自海南农垦打响脱贫攻坚战以
来，母瑞山农场公司根据精准扶贫的
思路，通过调查摸底、识别、认定、群
众评判等一道道程序，选出最应需要
资助的贫困户，并陆续为他们梳理出
因病、因残、因学、因灾等致贫类型，

有的放矢地为贫困户定制脱贫方
案。截至去年底，该公司7户建档立
卡贫困户都吃上了私人定制的“脱贫
套餐”。

“我们会根据贫困户实际情况，
为其提供羊、牛、茶叶等产业项目。”
母瑞山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产
业发展不易，扶贫产业更难，所以需
要找准产业、对准人头，既不能过度

追求“高大上”，又要适合扶贫对象特
点，既要考虑短期，又要兼顾长远，这
样的产业扶贫才能变“输血”为“造
血”，增强贫困户的自我发展能力。

如今，冯尔信脸上的笑容多了：
妻子的病开始好转，母羊生了小羊
崽，前段时间他还自己花钱购买了一
只公羊以便配种。他相信，往后的日
子也会越来越好。

母瑞山农场公司“一户一产业”精准扶贫

这份“扶贫套餐”很对贫困户“胃口”

沿着浩瀚的北部湾向东南方向拐
一个弯，有一个名叫“后水湾”的地方，
紧依着西联农场公司新盈分场东场和
墩吉两个生产队，生长着507.05公

顷红树林，宛若一条舞动的水袖，这便
是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据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
园监测站护林员罗理想介绍，这里的

红树林种类繁多，有正红树、木榄、红
海榄、角果木等12科18种，主要伴生
植物14科17种。得益于良好的生态
环境，这里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候鸟越

冬，其中就包括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的黑脸琶鹭、黄嘴白鹭以及勺嘴鹬等
珍稀濒危鸟类。截至目前，在湿地公
园里已经记录到100多种鸟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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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坤农场公司坤兴养猪合作社：

发展林下养殖
打造循环农业

本报屯城6月11日电（记者吴天奥 通讯员
蔡小娟）“最开始这里只有一山的槟榔和橡胶。”中
坤农场公司坤兴养猪合作社社长陈学能说，如今
通过在山下建设猪舍、发展林下养殖，合作社初尝
以养促种、以种补养的循环农业甜头。

坤兴养猪合作社位于中坤农场公司五队。几
年前，为了更好地浇灌槟榔和橡胶，五队的职工们
只能购买价格昂贵的肥料，可到头来收成却不
好。2015年，屯昌县发展全县域生态循环农业，
要求养殖场严格实行雨污分流，鼓励建设干粪池，
干粪出售给有机肥厂生产有机肥或堆沤还田，建
设沼气池或厌氧发酵池、污水储存池，污水经厌氧
发酵储存后资源化利用。

“屯昌县政府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真正实现
了立体种养，良性循环。”陈学能说，现在合作社年
均出栏生猪可达500头，而利用一系列的循环系
统，可以为1万多株槟榔、2000多株橡胶提供大
量优质有机肥，保证了槟榔和橡胶产量。陈学能
笑着说，除了猪价效益可观，由于大量施用有机
肥，槟榔鲜果个头更大、色泽更好，比市场均价高
出了0.4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