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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经营管理机制的改革

和创新要取得实效，要继续完善
公司法人治理体系、规范“三会”
制度、完善集团和二级企业的授
权管理和服务监管，做好混合所
有制改革、僵尸企业清理等工
作，实行职业经理人和协议化
薪酬等约束激励措施。

要抓投资、上项目、促发
展，按照竣工一批、续建一
批、新开工一批、谋划储备一
批的要求，做好项目的滚动
开发，要按照“六个一”责任
模式的要求，集中精力抓好
自建项目、合作项目、招商签
约项目的建设。

农场公司要高度重视垦
地合作，继续扎实做好社会
职能移交的后续工作，全面
完成经营性资产的注入，积
极争取财政预算补贴，构建
垦地利益共同体，实现垦地
联动共赢。

要认真做好土地运营工
作，重点是土地租金收缴、
“三类地”确权调处、垦区土
地资本化证券化、土地公开
运营交易、土地作物银行、土
地征收补贴收益兑现等工
作。

要树立“产业协同、区域
协同”的发展理念，认真做好
垦区产业培育与协同工作，
以效益优先为原则，积极稳
妥做好共享农庄、美丽乡村
建设、特色农作物种植以及
深加工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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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广场项目进入
工程验收筹备阶段
力争明年1月前实现试营业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徐
薇）记者今天从海垦实业集团获悉，省重点项目海
垦广场已由工程收尾阶段转入工程验收筹备阶
段，各项建设工作正在全力冲刺，力争明年1月前
实现试营业。

记者从海垦广场项目代建方海南农垦商业开
发管理有限公司了解到，作为该公司代建的最大
单体工程，海垦广场项目已于10月底基本完成总
包施工工程建设，包括土建、幕墙、空调、暖通、消
防、机电设备安装、人防、高低压配电等，目前正在
加快推进室外园林及管网施工，以及申报人防、节
能、防雷等专项验收。

据了解，由于该项目工程体量巨大、功能结
构复杂、前期设计变更多等原因，致使项目施工
及验收工作时间紧、任务重。为此，海南农垦商
业开发管理有限公司根据项目建设进度计划，
制定倒排工期、定人定责，每天严格执行日清日
结制度，做到提前部署、落实任务、查找问题、抢
抓进度。

目前，海垦广场项目招商工作已完成
97%，签约品牌商家 111 个，装修图纸审核 64
家，办理进场装修手续 54 家，已进场装修 24
家。

海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ohn Crittenden工作团
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科研团队共同打造“庭院集成生态系统”——

环保进农家 花园不是梦
■ 见习记者 欧英才

在一栋蓝红颜色相间的集装箱活动房前，绿油油的菜园旁一片小型湿地上一棵棵美人蕉正开出娇艳的花冠，一座小型精致的鱼
池旁种着芒果树……11月8日，走进位于海南农垦科学院下属单位海南农垦农业科学研究所的“庭院集成生态系统”研发基地，一幅
生机盎然的画面呈现在眼前，仿佛走入一个美丽乡村的小花园。

这个占地1亩多的“庭院集成生态系统”研发基地是由海南农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与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John Crittenden工
作团队、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科研团队共同打造。

“庭院集成生态系统一方面解决偏远地区分散式农村家庭的环境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城郊无市政管网地区的污染排放问题。通
过构建一个小型生态系统对污染物和自然资源加以利用。”海南农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副主任崔志富博士告诉记者。

“偏远乡村及一些农家乐的生活
污水随意排放，在污水处理方面没有
相关的措施，长此以往，村民饮用的
地下水也会遭到污染。”崔志富说，利
用庭院净化湿地系统可以很好地解

决这些污水排放的问题。
在基地里，记者见识到了这种庭

院式“人工湿地”。从外表看，只见两
个1平方米的小花圃，湿地里面却大
有文章。“湿地下面有几层过滤系统，

生活污水引到人工湿地之后，污水中
的富营养分子经过砾石层层过滤，最
终由美人蕉等根系发达的植物吸
收。”据崔志富介绍，利用土壤、人工
介质、植物、微生物的物理、化学、生

物三重协同作用，对“庭院集成生态
系统”的污水、污泥进行处理。

植物有美化环境的作用，而经过
植物根系和微生物等过滤后水质也
能得到净化。

沿着集中箱活动房露天楼梯到
达二楼休息区，在这里崔志富给记者
介绍了“不一样”的厕所。“我们建立
了粪尿分离厕所系统，通过将尿液与
粪便分离，减少冲厕水的使用。同
时，对尿液进行收储发酵，使其成为
天然肥料，用于景观花卉和水培蔬菜
种植的营养补充。”

除了人的尿液，还可以利用
鱼池产生的鱼粪等营养物质为水
培蔬菜提供营养。沿着楼梯再往
上走到楼顶，在顶层记者看到一

排排水培蔬菜。据崔志富介绍，
通过水泵把鱼池里的水传送到储
水桶里，再利用虹吸原理慢慢灌
溉到蔬菜根系上，可以提高水的
利用率。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这个生态
系统中还建设了时下热门的“壹米
菜园”，由多个 1平方米的种植箱
组成，标有“爱情小菜园”“友情小
菜园”等指示牌。市民可以通过认
筹的形式自己种植，自己养护，自
己收割。

“虽然现在系统试运行了，但是
如果要更进一步推广，还要把一些技
术性的工作做扎实。”院士工作站主
任贾笑英博士告诉记者，比如海南夏
天病虫害较多，如何克服蔬菜病虫害
问题还是有些难度。同时，试验阶段
争取逐步把安装程序模块化，以最简
单的方式运行起来。越容易操作，越

有利它的推广应用。”她说。
研究表明，该项工程的社会效益

显著，年节省电力消耗277kwh、节
约新鲜水耗 70.87t，减少化肥使用
7.5kg。较之传统的生产模式，能
够减少近 50%的二氧化碳排放。
同时，运行成本不高，主要花费2万
元到 3万元的小湿地建设成本，平

时就只有水泵运行的少量用电花
费。

该项成果受邀于2016年末在中
国工程院与美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
《城市可持续建设国际会议》上进行
报告，获得中外专家的广泛关注。与
会专家建议将该项成果进一步深化
和拓展，可与农村环境保护、偏远旅

游区环境保护及灾区重建等领域结
合，使庭院集成生态系统发挥更大的
社会效益。

崔志富告诉记者，当前我省正掀
起一股推进美丽乡村和共享农庄建
设热潮，庭院集成生态系统运用到实
际生产生活中有着十分广阔的前
景。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建人工湿地，治污与美化相结合

节约用水，又能灌溉爱情小菜园

技术可用于美丽乡村建设

市民可认筹“壹米菜园”，自己种植、养护、收割蔬菜。
(海垦科学院院士工作站供图)

脱贫攻坚进行时

海垦畜牧集团
启动生猪扶贫项目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钟颢 通讯员刘勇）近日，海
垦畜牧集团将首批280头猪苗投放至
澄迈县高山朗村扶贫项目养殖场，正
式开启了该集团生猪扶贫的序幕。

高山朗村生猪扶贫养殖项目是该
村2017年脱贫攻坚整村推进项目。
今年9月，该村村委会采取“公司+合
作社+贫困户”的经营模式，将该村生
猪养殖基地整体承租给海垦畜牧集
团，租期十年。该集团将通过发挥产
业龙头带动作用和养猪专业化水平优
势，确保该村如期实现整村脱贫。

据了解，通过该集团的运营管理，
高山朗村可累计获得收益250万元。
出租期间，该村贫困户可以优先到养
殖场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也可以利
用生猪养殖基地的沼液、沼渣发展种
植业，获得自主性收入。

此外，海垦畜牧集团还参与了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的精准扶贫
项目，将采取“公司+贫困户”的模式，
为该镇25户贫困户提供猪苗、饲料、
技术和服务等，通过生猪养殖带动贫
困户脱贫。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徐薇）近日，记者从白沙黎族
自治县有关部门获悉，作为白沙重点项
目的原生态茶园小镇已经正式对外开
园迎客。

据了解，白沙原生态茶园小镇位
于白沙农场场部原址，规划面积约
130公顷，是白沙以建设特色产业小
镇为契机，在“十三五”期间规划的重
点建设项目。依托原址的茶园景观、
河谷溪流及黎族文化等旅游资源，小
镇成功将“茶产业”和“旅游业”进行
了有机结合，从而打造出一个集生态
茶叶生产、茶园观光休闲、黎族文化
体验、乡村养生度假为一体的茶园小
镇，目前正力争打造成为4A级景区。

据了解，茶园小镇项目目前已完
成茶博园两侧绿道、栈道、景观平台、
游客中心、商业街立面改造及小镇内
街景观打造。

农垦、渔业系统工会干部
培训班在神泉开班

本报三亚11月13日电（记者李关平 通讯
员林芳玲 苏秋爽）11月6日上午，全国农垦、渔
业系统工会干部培训班在海南农垦神泉集团举行
开班仪式，来自全国农垦、渔业系统工会干部共
80多人参加培训。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蔡毅德出席会
议。他指出，海垦神泉集团改革发展取得的成
绩，对当前农垦改革背景下为垦区谋发展，为职
工谋幸福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工会各项工作要以党的十九大精神统
领推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提高工
会维权服务工作水平，让广大农垦及渔业职工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希望培训班学员珍惜学习
机会，多学习、多思考、多交流，努力提升自身工
作能力素质，要善思笃行，不断推进工会工作创
新发展。

据悉，本次工会干部培训班为期一周，特邀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主席盛
明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专家学者等进行授课，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解读十九大
报告；围绕基层工会相关工作，深入浅出地就基
层工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使用，以及工会服
务职工、帮助职工解决困难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详
细讲解。

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
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 （海南农垦报记者
吴天奥）11月7日至9日，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举办为期3天的“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骨干培训班。来自省农垦老
干部服务中心各党支部支委成员、科级以上干部
共70名学员参加培训。

培训班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十八
届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和党章修正案，与会老干
部们认真记录，认真研读十九大相关学习资料，
学习气氛浓郁。同时，培训班还以座谈会和发
放调查问卷的形式，结合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与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的各项事务，征
求老干部的意见和建议，为服务中心更好发展
建言献策。

培训结束后，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还组织
老干部们前往乌石农场公司，参观“美丽春天”项
目、茶园等，感受乌石农场公司的改革发展变化，
返程途中参观琼中百镇千村建设示范点鸭坡村及
水湾镇水央村。

海垦举办“活力青春·永远
跟党走”共青团系列活动

本报海口 11月 13日讯 （记者李关平）海
垦控股集团群众工作部近期精心组织了“活力
青春·永远跟党走”共青团系列活动，充分发挥
团员青年在推进新一轮海垦改革发展中的生
力军作用。11月10日，系列活动之一“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首场宣讲活动在海口举
办。

活动邀请到海南现代管理研究院院长、海
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毅武进行宣讲。王
毅武以《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为题学
习、理解、把握、践行十九大报告精神进行宣讲，
语言生动、幽默诙谐。来自海垦控股集团总部、
海胶集团、海垦实业集团等下属单位共150人
聆听宣讲。

据了解，11月16日至17日，海垦控股集团群
工部还将利用两天时间在琼海市举办“活力青春·
永远跟党走”团员青年拓展培训。同时，海垦控股
集团群众工作部举办了“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知识竞赛”活动，通过“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微信
公众号，发布“测试十九大报告100题”，由集团全
体职工在微信公众号参与答题。

海南农垦南滨地区素有“天然温室”之称，是南繁科研单位从事育种、加代、扩繁等实验研究工作的理想之地。目前，75家南繁科研育种单位已进入冬季科研育种工作。图为南繁科研工作者对玉米
雌花、雄花进行套袋隔离。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本报海口11月13日讯（记者李关平 见习记者欧英才）近日，海垦控股集团召开2018年重点工作专题会议谋划明年重点工作，提出海南农垦要从
体制机制改革转向企业经营管理机制改革为主的发展新阶段，2018年垦区下属企业要重点抓好五大重点工作。

2018年农垦抓好五大重点工作

白沙原生态茶园
小镇开园迎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