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琼海市会山镇东太居居民服务中心，居民正在办理业务。 通讯员 冯清乾 摄

“居”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

集管理、服务、自治功能为一体，根据属地政府授权为垦
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

2016年6月15日，海南农垦首个社会管理属地化试点
东昌居正式挂牌成立。

目前已经设“居”83个，实现了垦区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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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

■ 9月4日
海垦控股集团组织第二批 40 名

党员领导干部到延安干部培训学院枣
园分院，进行为期 4 天的红色教育专
题培训。

■ 9月5日
由省国资委举办的 2017 年第三

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在海口正式
开班，来自海垦控股集团及下属二级
企业、农场公司的 155 名基层党组织
书记、党务骨干参加培训。

■ 近日
南金农场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签订科技合作
协议，双方将发挥优势叠加效应，共同
推动该公司热带特色农业示范区的建
设。与加工研究所建立科技合作关系
后，将依托该所雄厚的科技力量，开展
菠萝蜜等产业的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
工作，助力公司建设热带特色农业示
范区，实现互利共赢。
（海南农垦报记者 高莹 钟颢 整理）

本报海口 9月 11日讯 （海南农垦报记者
林倩 通讯员吴淑祥）海南农垦针对土地“三
过”问题，在东昌农场公司（原东昌农场）试点
的基础上，自去年7月起启动农场农用地规范
管理工作，垦区各单位拿出硬措施，打出“组
合拳”，取得了良好成效，真正激发“沉睡”资源
活力。

为打好农场农业用地规范管理这场硬仗，在
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和有关厅局的指导下，海垦控
股集团印发了《农场农业用地清理规范管理工作
方案》，成立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包点领导责任制
度；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协助农场开展工作；“以
土地换就业”方式，为无地少地困难职工安置问
题提供保障；充分发挥民主管理，科学合理确定
租金单价……种种举措，为打赢土地清理攻坚战
打下坚实基础。

据统计，第一批20个农场预计可收回农用地
73万亩，实现收入1.14亿元，较前三年平均收入
增加7541万元，增幅达193.85%。

自今年年初启动第二批农场农用地规范管
理工作以来，历时半年的时间，已完成系统录入
调查13.7万户，调查人口40.3万人，土地调查面
积473.03万亩，其中农业用地455.93万亩；完成
换签土地面积53.74万亩（含对外租赁）。目前，
第二批农场中，17家农场已基本完成各项工作
任务，进入收尾及突破钉子户等工作。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垦区各农场公司将查遗
补漏，挖掘潜力，尤其是对“三类地”的调处，将继
续积极主动与市县及乡镇政府沟通协调，加强对
被占地及争议地调处收回工作力度，力争整体实
现土地增收8500.77万元。

第二批农场农用地
规范管理进入收尾阶段

白沙农场积极参与白沙黎族自治县特色产业小镇和美丽乡村建设，依托农场原址茶园景观等资源，将“茶产业”与“旅游业”相结合，打造原生态茶园小镇。图为美景如画的白沙茶园。 通讯员 许欢 摄

设立覆盖全垦区的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居”83个，承担农垦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垦区居民享受城里社区服务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吴
天奥 通讯员罗平原）进入秋季以来，海南菠萝蜜
市场价格较往年有了大幅度提升。近期，海垦红
昇农场有限公司菠萝蜜批量上市，销售平均单价
每斤2.6元，比往年涨了近1元。在7至9月份高
产期，有不少游客慕名开车赶到果园采摘菠萝蜜，
还有来自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外地客商前来收
购(见下图，通讯员 罗平原 摄)。

菠萝蜜属于特色高效农业，农场公司种植的
菠萝蜜品种为马来西亚一号，由于土壤肥沃没有
沙子，种植出来的菠萝蜜不仅口感好，而且味道
甜。“去年均价每斤1.4元，而今年比去年均价高
出1元。”这对红昇农场公司东升基地分公司职
工潘国松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潘国松种了近9年菠萝蜜，现在共200亩，每
亩产量近5000斤，而且果园的菠萝蜜均已挂果，
在潘国松的菠萝蜜园里，每棵树上都挂着沉甸甸
的果实。

近年来，红昇农场公司大力引导职工发展
特色高效农业，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转型
升级，不仅在红昇农场公司东升基地分公司建
立近千亩菠萝蜜示范基地，还创立农业合作社
积极做好产品统一销售工作，并以科学管理为
导向，严格菠萝蜜田间管理，培训熟练管理技
术，如今，菠萝蜜已成为职工创收增收的主要
经济来源之一。

海垦红昇菠萝蜜
批量上市价格好

海垦联手农发行海南分行

创新银企合作推进涉农
棚户区改造等领域建设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伍
祁榕 刘棠琳）今天，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了解
到，海南农垦将联手农发行海南分行，创新银企
合作新模式，通过海垦控股集团、专业公司、农场
公司、招商引资企业四个层级，采取“统贷、分用、
共管、统还”或“分贷分还”等模式，共同推进垦区
涉农棚户区改造、海垦现代特色高效农业、海垦
特色旅游、垦区“八八”战略等领域建设，助力海
垦改革发展。

记者了解到，目前，垦区已有16个项目进入
动态项目库，贷款需求约52亿元，其中2个项目
进入办理贷款操作过程。

去年5月，海垦控股集团已与农发行海南分
行签订了《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5年内向
海垦提供200亿元意向性信用额度。

自协议签订以来，农发行已通过政策性优惠
中期流动资金贷款6500万元支持维护海岛和牛
养殖基地正常运营，并促进该基地与海垦草畜产
业公司重组整合；向三亚华海圆融旅业有限公司
发放了流动资金贷款3000万元，支持三亚兰海
仙谷项目开园试业，第二期支持完善兰海仙谷项
目基础配套的3亿元中长期项目贷款正在走办
理流程。

■ 本报记者 邓钰 袁宇 李关平
见习记者 唐咪咪

■ 见习记者 欧英才
本报记者 李关平

正午时分，在西达农场公司昆仑
片区职工罗崇金的山鸡养殖基地里，
几只山鸡正慵懒地在菠萝蜜树下打
盹。

没有成片集中的鸡舍，没有成群
的鸡等待喂食……因为这里的山鸡
白天都是放养的。养出来的山鸡、产
下的鸡蛋，供不应求，然而罗崇金却
坚决控制数量。

“鸡养太多了，放养出去就没有
那么多东西吃了，而且对生态也会造
成破坏。”罗崇金道出了原因：“客户

看中咱养的鸡，就是因为咱们这里生
态好、鸡又是放养的。”

养不一样的鸡

今年已经33岁的罗崇金，2010
年拿出7万元开启了他的创业征程。

“这里靠近澄迈加龙坪热带雨林
区，山地多，植被茂盛，非常适合发展
林下养殖。”罗崇金说。可是，到底养
什么呢？经过长时间的市场考察，他
发现了一种名为绿壳蛋鸡的山鸡市
场行情不错，市场上绿壳鸡蛋，最少
1.5元一枚。

2012年，他从广东引进3000只
绿壳蛋鸡种苗，开始了以山鸡养殖为
主业的创业日子。他承包了130亩
的山地，在原来橡胶林的基础上，有
空地的地方种下了沉香等热带作物，
13个鸡舍就掩映在林中。

喂不一样的食物

别人的鸡是圈着养，罗崇金则放
养绿壳蛋鸡，他只需早晚喂养一次，
喂鸡的饲料包括玉米、稻谷等。“如果
喂饱了，鸡就不跑出去觅食了，所以
只喂三四成饱。”罗崇金说。

跑出去的鸡吃啥？“除了吃虫吃
草，树上掉下来的水果它们也不放
过。”罗崇金乐呵呵地告诉记者，这
种放养模式使养殖成本降低许多。
不仅如此，罗崇金还引来山泉水给
鸡喝。

做不一样的决定

采访中，罗崇金的电话响个不
停，都是酒店或超市客户打来的。

“罗崇金养的山鸡和鸡蛋都供不

应求！”几年下来，昆仑片区职工们都
知道罗崇金养的山鸡和鸡蛋畅销，有
些人提议罗崇金多养一些。

面对山鸡俏销、鸡蛋供不应求，
罗崇金却做出跟大家料想中不一样
的决定：不再扩大生产。近年来，罗
崇金一直坚持存栏山鸡3800只的规
模，每月卖绿壳鸡蛋约2万枚。

“放养山鸡和绿壳鸡蛋卖得好，
首先是因为这里生态环境好。但是
生态环境承载力是有限的，如果盲目
扩大养殖规模，会造成植被破坏，到
时候后悔莫及。”罗崇金对记者说。
此外，他也有自己的“算盘”。澄迈正
在打造周边的热带雨林景区，附近还
有西达农场公司的九乐宫温泉，近两
年自驾游游客不断增多，在旅游线路
上，罗崇金的农家乐已经开起来了，
绿壳鸡蛋变成了旅游产品，卖到了2
元一枚。 （本报海口9月11日讯）

西达农场公司昆仑片区职工罗崇金依托生态养殖山鸡走上致富之路——

绿水青山里“山鸡”变“凤凰”

三亚市农垦社会管理属地化成
立南新居、南田居、南滨居、立才居、
南岛居，按照该市相关工作要求，将
城市管理机制嵌入居，实行网格化管
理。居以网格为单位，以“两委”成员
兼任网格长，无死角覆盖所辖区域，
及时了解群众的心声，化解区域内出
现的各种问题。

过去，农场存在许多“三不管”地
带，这些地方的基础建设和环境治理
工作总面临着无人管理的难题。长
期以来种种原因造成历史欠账较多，
导致基础设施薄弱缺损，占道经营、
街道脏乱差的现象突出。

“居”的设立为农垦职工带来办
事便利的同时，也吹响了环境治理

的号角。“身边发生有噪音、垃圾、污
染等事，我们都可以通过手机向网
格员反映，很快就能得到解决。”家
住三亚南新居的退休人员陈永宏笑
眯眯地说，南新居成立后加大了对
居内环境卫生的治理，建立起了环
境卫生长效机制，“现在，马路上没
有了槟榔汁，小区里没有了垃圾堆，

电动车也不乱停了，菜市场也变干
净了。”

在屯昌县中建居，当地政府不仅
支持中建居治理脏乱差问题，市政部
门还投入850余万元，建设垃圾转运
中心，化解了原中建农场范围内垃圾
清运难题。

（本报屯城9月11日电）

“从家到服务中心办
业务只要几分钟，还有专
人接待服务，方便又高
效！”9月9日上午，在屯
昌县西昌镇晨星居居民服
务中心，原国营中坤农场
职工王时同不到十分钟就
办好了曾令他困扰许久的
社保业务。

设“居”，海南实施农
垦社会管理属地化过程中
的创新之举。2016年 6
月15日，海南农垦首个社
会管理属地化试点东昌居
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已经
设“居”83个，实现了垦区
全覆盖。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
走访多地，实地感受设
“居”后给垦区居民带来
的好处。

“别看现在办业务方便轻松，过
去可得到离这里30余公里远的中坤
厂部办理，如果材料不齐得折腾好几
趟。”王时同感慨，自从设“居”后，农
场职工在家门口就可以一站式办理
社保、民政和计生等各项业务，极大
提升了办事效率。

走入屯昌各“居”的居民服务中
心，一字排开的社保、民政等便民窗
口让前来办理业务的居民一目了然。

晨星居负责人王新洲介绍，“晨
星居”承担着社会保障、民政、计生和
卫生等15类109项社会管理职能，并

实行“一个窗口受理”“一站式服务”
和“一次性答复”服务模式，解决职工
办事难的“心病”。

同样在三亚市吉阳区南新居，原
南新农场的居民都纳入了居的管理范
围，相应的业务都能在居直接办理。
南新居还设立便民综合服务中心，通
过优化办事流程，下放审批权限，群众
能在南新居办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
残联审查、老年人认证、计生服务等
35项职能。“只要手续齐全，均可在一
个工作日内办结，办事效率极大提升
让群众满意率直线上升。

“晨星居的员工皆由原农场职工
选聘上岗，这当中不仅有身份变化，
更有职能转变。”西昌镇镇委副书记
陈烽回忆，这些职工从管理者转为服
务者，要在短时间内迅速熟悉各类管
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办理流程。

和晨星居一样，如何在短时间内
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能力，完善服务
机制成为各“居”成立后需迫切解决
的难题。为此，屯昌以“规章＋培训”
提升“居”的服务效率和质量。

陈烽介绍，屯昌编制了53项社会

管理的办事指南和56项办事流程图，
严格界定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完善

“居”服务机制，同时，该镇委政府通过
建立镇领导联系“居”工作机制和“居”
党委书记（主任）列席镇党委会（班子
会）制度，有效加强政府和“居”之间的
指导联系。

在海口市琼山区东昌居，居长李
忠介绍，东昌居所有工作人员都要通
过民主方式，依法选举产生，实行任
期制，如果任期内提供服务让老百姓
不满意，将会被解聘。

家门口可享社区服务

服务人员要选聘上岗

整治环境换新颜

垦·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