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3条主要交通
公路进行扩建改造，
总里程24.53公里

东方市将垦区危房改造、环境卫
生整治、美丽农场建设、道路建设养
护、扶贫等民生事项纳入全市统筹

投资 3113 万元
建设海南西线高速公
爱互通立交路口

划拨510多
万元用于环境
卫生整治

为 35 户贫困
户发放临时救助资
金18.5万元

■ 海南农垦报记者 张昌龙
通讯员 肖胜

“今年芒果不但丰收，而且还顺
利卖出了好价钱。”近日，在位于东方
市的海垦广坝农场公司公爱片区，芒
果种植户叶昌盛高兴地说。

“顺利卖出”，离不开海南西线高
速公爱互通立交路口的开通。路口
开通前，每到作物收获期，运输车都
要绕道10公里才能进入场区，既浪
费时间又增加成本，好多客商往往以
此压价。

去年，东方市政府投资3113万
元建设海南西线高速公爱互通立交
路口，有效解决了公爱片区职工群众
多年来出行难、运输难等问题。今年
芒果采摘期，前来收购芒果的客商多
了，运输也更便捷了。

建高速路口解决垦区出行难，是
东方市垦地融合发展的一个具体行
动。海垦广坝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耿传苏表示，东方市政府不但承
接原广坝农场的部分社会职能进行
属地化管理，还把农场的危房改造、
环境卫生整治、美丽农场建设、道路
建设养护、扶贫等民生事项纳入全市
统筹。

在环境卫生整治方面，东方市划
拨510多万元用于购买环卫设备、人
员经费及管理费，并给予25个人员
编制，还在广坝农场公司设立了农场
综合执法大队，主要管制乱搭乱建、
非法侵占农场土地等工作。

在脱贫攻坚工作方面，东方市扶
贫办多次派专人到广坝农场公司进
行入户核实工作，确定了35户贫困
户，并发放临时救助资金18.5万元。

同时，针对扶贫开发工作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在广坝农场公司基层单位设
立环卫保洁工岗位，对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户实施就业扶贫。截至目前，共安排
5名贫困群众从事环卫保洁工作。

贫困户毛自强告诉记者，去年9
月，广坝农场公司不仅给他提供了9
头猪苗，还安排他从事环卫保洁工
作，每月能领取1000元工资。更让
他想不到的是，去年底，东方市政府
还给他送来了6000元的临时救助资
金，家里两个孩子的学费有了着落，
生活也更有了盼头。

道路建设养护方面，东方市交通
局将广坝公路升级改造纳入全市统
筹范围，对场区3条主要交通公路进
行扩建改造，总里程24.53公里。

“东方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农
场社会管理职能移交工作，有助于我

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耿
传苏介绍，广坝农场公司将争取八所

“红泉小区”项目早日动工建设，抓好
“黄金文化之光旅游风情小镇”项目
的落地。

同时，依托高速出入口建成的契
机，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多方引进有
实力的企业或公司，力促高速路出入
口附近的土地被成功开发成热带风
情小镇，提升土地价值，创造新的经
济增长点。

此外，充分利用东方市政府开发
大广坝库区旅游资源，以及东河镇风
情小镇特色，结合农场公司的自然环
境和地理位置优势，打造占地400亩
的养生山庄，形成集观光农业、休闲
养老于一体的休闲项目，推动农场公
司的旅游产业发展。

（本报八所6月18日电）

■ 海南农垦报记者 伍祁榕
通讯员 陈春霖 方晓斌

大雨洗刷后的胶林，显得格外翠
绿，儋州联翔黑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5幢猪舍掩映其中。6月9日上
午，海胶集团西联分公司东风派驻组
东成队胶工陈正记，骑着摩托车又一
次来到合作社找理事长刘学现“借”
猪苗。“老刘一直不肯把猪苗给我，说
是要优先赊给困难职工，让我再多等
几天。”家里的猪圈已经空置了好几
天，陈正记心里很着急。

之前，陈正记靠着割胶每月
2000元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为了增加收入，去年，他先后从合作
社赊了两批共11头猪崽，经过家庭
圈养销售后，不仅偿还了合作社的猪

苗钱和饲料店的饲料钱，还净赚1万
多元。初尝到养猪甜头后，他今年把
家里的猪圈重新整修扩大，计划再从
合作社赊借20头猪崽进行饲养。“割
胶是主业，养猪是副业，‘家庭小养
殖’有赚头。”陈正记笑着说。

与陈正记一样，去年向合作社赊
借猪苗发展家庭式养殖的困难职工
还有33户，他们共赊借了301头猪
苗。刘学现介绍，家庭式养殖是依托
职工家中搭建的小型猪圈，在不影响
正常工作的前提下，职工利用空闲时
间养猪增加收入。这种养殖模式规
模小且生态环保，职工家庭种植的农
作物可以作为天然的喂养饲料，而生
猪排泄物经过处理，可以作为农作物
肥料，促进作物生长，养猪成本也可
进一步降低。

刘学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户
困难职工若是能养殖5至8头猪崽，
一年出栏2至3批，除去养殖成本，1
年能够净赚8000元至1.2万元。这
对于困难职工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
的收入。

“要让困难职工以最少的投入，
挣到更多的钱。”谈及如何利用合作
社带动困难职工增收，刘学现说，困
难职工领养猪苗，首先要提交申请，
由分公司工会组织人员到职工家里
考察后，合作社按低于市场的价格，
以“赊账”形式向职工提供猪苗，并提
供技术指导。对于没钱购买饲料的
职工，合作社给予担保，职工可先向
农资店赊饲料，待猪出栏销售后一并
偿还。分公司会对养殖户进行造册
登记，并全程跟踪监督。

海胶集团西联分公司副总经理、
工会主席李卫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今年橡胶价格仍涨落不定，胶工
收入难以保证，为了更好地帮助合作
社扶持困难职工发展家庭式养殖，海
垦控股集团工会、海胶集团工会和该
分公司工会共同拨付45万元，支持
合作社扩大种猪养殖规模，保证猪苗
供应量。“引导职工发展短平快产业，
搞活小型家庭式经济，使职工的钱袋
子逐渐鼓起来。”

看着猪圈里30多头活蹦乱跳的
猪崽，刘学现心里喜滋滋的，再过几
天这批猪崽就出栏了，将优先赊给3
户困难职工。“今年我的计划是争取
实现生产猪苗 2000 头，辐射带动
100户家庭增收。”刘学现说。

（本报那大6月18日电）

建高速互通立交路口，划拨510多万元加强环境卫生整治……

东方垦地融合发展谋新篇

儋州联翔黑猪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帮扶困难职工

“家庭养殖”变成“赚钱副业”

净利润 1381.39万元
今年

1月至4月
海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营业收入4975.02万元 同比增幅达 190% 同比增幅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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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一总场公司
赴冯塘绿园取经
为打造八一军垦风情小镇积累经验

本报海口 6月 18日讯 （海南农垦报记者
余美君 通讯员张太和 方伟吉）近日，八一总
场公司组织20多名领导干部赴海口市永兴镇
冯塘绿园参观考察，为打造八一军垦风情小镇
积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营管理和现代农业
生产经验。

学习组一行在冯塘绿园内一边参观，一边听
取园区负责人对园区运作、发展乡村旅游带动农
民增收等方面的情况介绍。

据了解，八一总场公司将依托军垦文化和
丰富的自然资源打造八一军垦风情小镇，并把
提升石花水洞地质公园建设力度作为打造风情
小镇的重要抓手。下一步，八一总场公司将依
托石花水洞地质公园、长岭森林公园及公司周
边的农家乐等资源，采取混合式股份制形式，引
进高品质的旅游开发经营企业，提升石花水洞
和长岭山森林公园景区的硬件水平，加快推进
风情小镇建设。

延伸草畜产业链，打造农业升级版

海垦草畜将建设
HiCross项目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林
倩 通讯员陈福海）近日，海南农垦草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草畜科技）牵手Agron-
omy绿色可再生能源农业（泰国）有限公司，就
HiCross项目成功签约，并将把产品销往国内外
市场。

据了解，HiCross是一种非侵入性、非转基
因、无任何已知重大病虫害的草本植物，既能用于
制作高价值动物饲料，也适用于制作生物质颗粒
燃料。HiCross项目不仅成本低、回报快、利润
高、可循环，还能形成良好产业链。

记者了解到，双方将共同组建合资公司，并
分3个阶段进行项目建设：第一阶段即育苗阶
段，将建苗圃150亩，投资约5万美元；第二阶
段打造3万亩种植基地，建设饲料加工厂，投资
约1500万美元；第三阶段打造15万亩种植基
地，扩建及建设饲料及燃料加工厂，投资约1.5
亿美元。

海垦草畜科技、海垦草畜产业有限公司董事
长王文南表示，当前海垦草畜正致力于农业产业
升级，希望通过双方的合作，进一步丰富、延伸
草畜产业链，开拓市场渠道，叫响海垦草畜（牧）
品牌。

蓝洋成功试种
“跃光一号紫圆茄”
亩产可达1.6万斤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林
倩 通讯员胡建南）近日，记者从蓝洋农场公司获
悉，该公司于今年3月引种的“跃光一号紫圆茄”
试种成功，预计平均亩产可达1.6万斤。这也是
该品种在我省首次试种成功。

据了解，“跃光一号紫圆茄”从河南跃光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引进，由该公司提供种苗和负
责技术指导。“跃光一号紫圆茄”属于早熟、高产、
抗病、稀植型品种，营养价值丰富，口感佳，生长周
期长，挂果率高，高抗黄萎病、青枯病等土传病害，
耐储藏，耐运输。

蓝洋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公司
正结合蓝洋的资源禀赋，全力推进“百园千墅，
万亩花海，万千风情”现代农业庄园建设。引种

“跃光一号紫圆茄”一方面可作为特种农产品，
为创建现代农业庄园打基础；另一方面将作为
扶贫产业，采取“公司+农户”模式，以点带面推
广给贫困户及辐射到周边农户种植，提高农户
收入。

龙江农场公司
因户施策助扶贫

本报牙叉6月18日电（海南农垦报记者伍
祁榕 通讯员江城）“再过3个月，我就能搬进新家
了。”说起正在装修的新房，龙江农场公司贫困户
韦亚昌心里甭提有多高兴了。

长久以来，韦亚昌一家6口居住在3间共80
平方米的土坯瓦房里。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以
及治疗最年幼孩子的地中海贫血症，韦亚昌一家
人的日子过得紧巴巴。因房屋漏水，每逢雨季、台
风天，全家人都要转移至队里的办公室过夜。

转变始于去年7月。龙江农场公司在做好精
准扶贫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把符合条件的农村户
籍困难家庭纳为精准帮扶对象，通过危房改造、产
业扶持、医疗救助、助学帮扶、社会兜底等多种形
式，因户施策，帮助贫困户实现脱贫致富。

与韦亚昌一样，享受危房改造、产业扶持的
农村户籍贫困家庭在龙江辖区内还有6户。“产
业扶贫可增强贫困户自身的‘造血’能力，帮助
他们尽快脱贫。”龙江农场公司党委委员伍和平
说，妥善解决贫困户住房问题后，农场公司将按
照“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组织贫困户
把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提供给每人的4500元
产业发展资金捆绑在一起，入股到白沙欣辉畜
牧养殖有限公司发展生猪养殖，使每位贫困户
每年可获得固定分红，为他们早日脱贫致富打
下基础。

“海垦卡”将打造
新型消费模式
预计7月发售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吴天奥）记者今天从海垦商
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集
团推出的“海垦卡”将于7月正式发
售。“海垦卡”拥有智能管理系统，可用
于购买农产品、省内旅游等。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供应链金融
事业部投资经理赵俊介绍，“海垦卡”
既有实体卡，也有用于网上支付的虚
拟卡，可用于海南农垦生鲜平台及农
产品旗舰店的线上、线下消费，也可
用于省内部分景点、酒店消费。此
外，拥有“海垦卡”的消费者享有更多
会员特权，如购买促销产品、小产量
限购商品等。

据了解，“海垦卡”在投入市场
前期主要用于消费，而后期将推出
金融服务功能，为会员提供理财业
务等。

本报海口6月18日讯（海南农垦
报记者高莹）记者今天从海垦控股集团
获悉，今年1月至4月，海垦控股集团旗
下海垦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金控）营业收入4975.02万元，同比
增幅达190%，净利润1381.39万元，
同比增幅35.8%，成为海垦控股集团发
展的重要支撑板块。为推动重点项目
落地，海垦金控将逐步建立母子基金
管理体系，让资金“跟着项目走”。

据悉，海垦金控于2016年12月
成立，统筹管理海垦金融资源，财务、
小贷、担保3家金融企业一并归入旗
下，通过多种举措增强“捞金”实力。

首先，旗下财务公司抓住农场企业化
改革的机遇，将资金归集面覆盖全垦
区，资金归集量由 8.36 亿元上升至
37.77亿元，即将垦区的资金集中放到
了一个“篮子”，以“短中长结合”的资
产搭配运营模式，实现了资产的保值
增值；其次，小额贷款公司抓紧风险管
控和对不良资产处置，合理规划放贷
金额和时间，尽可能减少资金闲置，让
资金“无空档”以实现盈利；第三，担保
公司主攻“改革”，积极开展混合所有
制改革，引进战略投资者，打造专业化
金融团队，利用专业化管理优势，增强
各项业务盈利能力。

金融服务是海垦控股集团八大产业
之一，海垦金控承载着为海垦快速发展
插上金融翅膀的重要使命。从市场的角
度看，海垦正处于新一轮改革发展机遇
期，扩大金融业务范围对增强市场竞争
力，提高行业地位，打造海南经济新的增
长极具有重要意义；从企业的角度看，海
垦在实施“八八”战略，发展产业园区、重
大项目的过程中，亟需海垦金控以金融
手段引入大量资金作为后盾，并配合高
效金融手段提供金融支持。

因此，海垦金控定位明确：发展
“7+1”战略，实现“服务集团其他七大
产业”和“实现自身业务发展”双轮驱

动。当前，海垦金控正结合海垦“八八”
战略，勾画未来海垦“产融结合”发展的
清晰路径：对内以服务垦区改革和产业
发展为使命，整合垦区金融资源，发展
好金融服务产业，通过积极开展兼并收
购等方式获取金融牌照，并促进业务协
同，实现效益提升；对外兼具市场竞争
力和盈利能力，充分利用好金融服务板
块的特殊属性，不断深化产融结合，支
持其他七个产业发展，包括促进资金融
通、吸引股权投资等方面。

“不仅要看净利润，更重要的是看
海垦金控的平台为集团带来的整体增
值效益。”海垦控股集团总会计师、海

垦金控董事长彭富庆表示，2017年是
海南农垦重点项目落地年，当前海垦
正大力实施“八八”战略，对资金需求
较大，海垦金控下一步将按照“融资型
母基金与专业型子基金相结合的母子
基金总体方案”，逐步建立母子基金的
管理体系，让资金“跟着项目走”。

目前，海垦金控计划初步设立50
亿元母基金配合集团各专业子基金推
动重点项目各项工作开展。今后海垦
金控还将根据集团产业发展需求继续
扩张金融布局，以混改模式引进战略
投资者，丰富金融业态，更好地为海垦
控股集团服务。

■ 2017 海南综合招商活动将
于 6 月 27 日拉开帷幕。6 月 14 日上
午，海垦控股集团召开海南农垦2017
年招商工作会议，听取参加此次招商
活动并将现场推介项目的 16 家产业
集团、农场公司招商活动筹备工作情
况汇报，对招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
署。届时，海垦控股集团将携旗下多
款特色名优产品亮相，展示海南农垦
近年改革发展成果，以及“八八”战略
发展潜力和前景。

■ 近日，海南农垦紧锣密鼓地同
步推进首批 14 家“共享农庄”示范点
的规划设计和相关平台公司的组建，
预计7月底完成规划设计，8月底完成
开发公司组建，争取今年底实现至少
2家示范点投入试运营。

■ 截至 6 月 15 日，垦区 33 家农
场（公司）中已有 30 家与当地市县签
订协议，正式将辖区内的城镇户籍贫
困人口移交所在的居管理，目前仅剩
红华、中坤和西达农场（公司）正在抓
紧配合做好移交前的审核工作，整体
移交进度达91%。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整理）

海垦金控：做大钱袋子助推项目落地
初步设立50亿元母基金，以母子基金管理体系推动项目建设

位于原红光农场的福山水库，湖面面积约8000亩，周边溪渠交织，水源充足。在原红光农场基础上成立的海垦草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加快推进红光草畜产业园区建设。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