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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奖”颁奖

海胶集团荣获“董事会绿色治理奖”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 （记者

欧英才）记者近日从海胶集团2018
年工作会议上获悉，2018年海胶集
团将全力打造基地种植端利润中
心、加工端利润中心、销售端利润中
心、资本端利润中心、农旅端利润中
心、子公司端利润中心6个利润中
心，促进产品链、产业链、供应链、价
值链融合发展。

记者了解到，打造基地种植端
利润中心，海胶集团将加快基地分
公司体制机制改革，尽快出台改革
方案，建立健全岗位薪酬绩效、激励
考核和问责办法等；打造加工和销
售端利润中心，将加快加工环保设
施升级改造和智能化研发，优化初
加工产能布局，整合民营橡胶加工

资源、乳胶深加工产品资源，做大做
强橡胶贸易业务；打造资本端利润
中心，将通过融资、并购、重组等资
本运作，使公司资本价值最大化；打
造农旅端利润中心，将大力推进保
国热带田园综合体、兴隆热带田园
综合体等7个农旅事业项目，使其
成为海胶集团新的利润中心；打造
子公司端利润中心，东橡投资、物产
集团等供应链相关企业，将探索开
展其他大宗商品如白砂糖等大宗商
品现代供应链金融综合服务等。

“2017年在公司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公司整体经营状况呈良性
态势发展，基本完成了各项经营指
标。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进入
2018年，天然橡胶价格仍将处于变

动调整中，基地胶工短缺问题在短期
内无法得到彻底解决，将继续对干胶
产量造成较大影响。”海胶集团执行
副总裁谢兴怀认为，必须继续创新和
优化体制机制，坚持以稳“基石”为主
线，助推各板块产业迅速升级，全面
打造6个利润中心，从而进一步优化
盈利模式和主业架构。

“2018年将是海胶集团的‘改革
创新年’，也是我们开创海胶发展新
时代的起点。”海胶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任飞表示，海胶集团将努
力打造最大的天然橡胶跨国集团、
橡胶科技研发中心、天然橡胶种植
基地综合高效利用示范区，努力做
到农林稳胶、工业强胶、科技兴胶、
金融富胶。

去年11月试运营以来

海垦南繁集团网上商城
销售额达200万元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余美
君）23日下午，2018海垦南繁“互联网+”品牌农产
品发布暨互联网商城招商全国发布会在海口举行。

会上，海垦南繁农产品运营管理公司发布了
咖啡、花青素玉米、马鲛鱼、红花蟹、金枪鱼等6款
商城新品，并与天涯社区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南青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企业签订了合作协
议，将在品牌建设、营销宣传、渠道整合等方面展
开合作。记者了解到，海垦南繁互联网电子商城
品牌农产品销售平台自2017年11月上线试运营
以来，销售额已累计超过200万元。

据了解，海垦南繁互联网电子商城品牌农
产品销售平台是根据海垦“八八”战略和海垦南
繁产业发展需求，搭建的“互联网+”品牌农产
品网络销售新型交易平台，该平台由海垦南繁
产业集团下属企业海垦南繁农产品运营管理公
司运营管理。此次招商旨在吸引更多优秀的渠
道商家入驻，进一步打响“海垦南繁”电商平台
知名度。

海垦南繁农产品运营管理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目前平台上的椰子、芒果等海南特色农产品最
为热卖。该平台今后还将引进第三方支付平台和
融资平台等运营管理服务公司。

海垦畜牧集团
整合垦区生猪产业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钟
颢 通讯员刘胜敏）记者今天从海垦畜牧集团了解
到，作为承揽海南农垦“肉篮子”建设的主要单位之
一，海垦畜牧集团目前正着手整合垦区生猪产业。

此前，海垦畜牧集团已采取实地调研、问卷调
查等方式，摸底垦区职工群众的生猪养殖情况。
据初步统计，垦区共有1.3万多户养殖户，生猪年
饲养量146万头，年出栏量118万头（含畜牧集团
13万头），职工自营出栏量95万头。

目前，海垦畜牧集团初步采取“公司+农户”
的模式对垦区及周边农村的生猪产业进行整合，
至今已和8家单位及个人签订了育肥猪饲养协
议，养殖规模达8000多头，已有多批次生猪出栏。

根据协议，该集团将猪苗、兽药、饲料、技术提
供给养殖户，养殖户负责提供养殖的场地和劳动
力，在缴纳保证金后进行育肥，生猪达到出栏重量
后，集团再将肥猪收回并支付养殖费用。养殖户
不用承担行情风险和资金压力。

海垦畜牧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严格实
施统一品种、防疫、进苗、用料和销售“五统一”管
理，实现从源头到生产销售全过程的有效监控，确
保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今后，还将探索“龙头企
业+高效仔猪繁育场+合作社+职工”等模式，继
续整合垦区生猪产业。

海垦筹措570万元
向困难职工送温暖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李关平 海南农
垦报记者林倩）“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要注意身
体，有困难一定要及时与我们联系。”“子女在哪里
工作？平时生活有人照顾吗？”近日，海垦控股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来到省农垦总局离休
干部符妚慈家中，关切地询问其身体状况及生活
情况，送去2018年的新春祝福。

按照统一安排部署，海垦控股集团领导班子
分成9个慰问小组，于1月29日至2月9日分别
带队深入到垦区基层单位，开展走访慰问“送温
暖”活动。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在活动中多方筹措
资金约570万元，为近9000户垦区困难职工送去
温暖。慰问小组在“送温暖”的同时，还将倾听职
工心声，在实地考察中规划海垦产业发展。

母瑞山被誉为琼崖革命的“摇
篮”，拥有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按照
省委、省政府的指示要求，海南农垦将
打造集红色旅游、培训基地、美丽乡村

“三位一体”的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其中，母瑞七队美丽乡村项目作为
基地（一期）工程率先动工。

“打造美丽乡村，推动母瑞山红色
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建设，这是为革命
老区人民谋福祉，实现企业增效、职工
群众增收的一条有效途径。”母瑞山农

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叶小平表示。
据介绍，母瑞七队美丽乡村项目

占地面积33亩，总投资4900万元，将
建设32栋琼北民居风格的两层居住小
楼。项目建成后，民房的部分房间还
可用于党员干部培训住房。

“母瑞七队职工缺少耕地，长期以
来收入较低，贫困家庭占总户数一半。”
叶小平说，项目建成后可以进一步改善
职工住房条件，职工通过客房经营住客
餐饮，预计一年可增加5万元收入。

挖掘红色资源 加快脱贫步伐A

海垦控股集团与佛山市建设投资公司
签订合作投资协议

组建公司建设运营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记者欧英才）今天，
海垦控股集团与佛山市建设投资公司签订合作投
资协议，双方将共同组建成立海垦建投开发有限
公司，在共享农庄、旅游会展等领域开展合作。

海垦建投开发有限公司将负责桂林洋国家
热带农业公园的规划建设及经营管理（不包括海
南桂林洋国家农业公园农业有限公司已承建的
项目）。海垦建投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3亿
元，海垦控股集团持股35%，佛山市建设投资公
司持股65%。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投资、酒店、物
业管理、会展、物流、农业经营、旅游、农产品交
易等。

据了解，佛山市建设投资公司是佛山市国资
委直属的一级国有大型企业集团，着眼于城市升
级，聚焦城市建设，打造具有全产业链能力的城市
建设平台。

母瑞山农场公司七队美丽乡村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职工上半年将住上新楼房

海胶集团将打造 个利润中心

本报海口1月29日讯（通讯
员谷家福 记者欧英才）近日，第十
三届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金圆桌
奖”颁奖盛典在北京举行，海胶集
团荣获“董事会绿色治理奖”。

据了解，海胶集团拥有橡胶园
353万亩（含防护林），近年来，海胶
集团董事会始终秉承绿色环保、节
能高效的理念，注重企业与社会、经
济、环境的和谐发展。海胶集团贯
彻落实环保及节能减排政策，持续
加大对环保设施改造投入，采用先

进的污水处理技术，确保污染物达
标排放。集团下属橡胶加工厂通过
推行中水回用、错峰用电、乳清循
环、提高沼气产气率和利用率等多
种措施，有效减少用电开支，降低水
资源、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耗。

据了解，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
“金圆桌奖”在助力中国上市公司
不断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水平中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营造了良
好的上市企业环境，为投资者建立
了上市企业价值投资的风向标。

2017年主要工作回顾

稳固“基石”

海胶集团15家子公司

646万亩

更新倒树

9.69万亩
完成年度计划的

250万亩
胶林被划为国家储备林地建设

抓好橡胶“两病”防治
累计防治面积达

完成胶园常规林下间种

1.2万亩
清理基地分公司被占土地

5万宗27万亩

更新种植

6.07万亩
完成年度计划的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1月 24日晚8时，
母瑞山农场公司七队
（以下简称母瑞七队）
美丽乡村项目建设现
场灯火明亮，高耸的塔
吊挥扬着巨臂，挖掘
机、推土车来来往往，
百余名工人正进行切
割钢筋、浇筑混凝土、
钉模板等工作……

母瑞七队退休职
工吴忠汉细数着来来
往往的工程车，满脸笑
容地说：“我每天都会
来工地看看，工地一天
一个变化。等这些工
程全部完工后，我们就
可以搬进新家，队里就
更美了，游客肯定会更
多，我们的收入也一定
会增加！”

在工地入口处，立着一幅效果图，
一栋栋灰砖白墙的二层楼房错落有
致，购物小街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据了解，项目建成后，居民小楼
将配备燃气工程、雨水工程、污水
工程、给水工程等。“比如污水工
程，每家每户都将建化粪池，通过
管网集中收集后，经过处理作为中
水回用为农林、绿化浇灌用水。”海
垦旅游集团派驻工地的工作组组长

简德才说。
“美丽乡村，绝不是简单地修一

条路，改造一座民居。”叶小平说，通
过美丽乡村建设，母瑞山农场公司将
充分利用革命老区的影响力，大力发
展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乡村游，全力
推进红色旅游、美丽乡村建设，让母
瑞山成为都市人接受红色教育、体验
乡村生活的好去处。

（本报定城1月29日电）

项目进展迅速 合力共建家园B
自1月15日海垦建工集团接手

项目以来，“仅仅用9天的时间，已完
成30套房的基础挖掘与地基的浇筑
工作。”叶小平说。

海垦建工集团派驻项目负责人
蔡岳新介绍，力争在春节前完成18
栋楼房封顶，预计今年6月份职工就
可搬入新居。

项目施工进展快，和前期工作
的顺利推进密不可分。海垦旅游
集团与母瑞山农场公司成立联合
工作小组，项目从去年12月7日起
动员拆迁，12月 20日开始拆迁，12
月 26日基本拆迁结束。“职工们非
常配合我们的工作，拆迁过程十分

顺利。”叶小平说。
吴忠汉向记者出示了一张评估

结果表，“你看，表中显示居民现有房
屋、地上附着物及其他构筑物等，价
值总计10万余元。”吴忠汉说，农场
公司通过专业评估机构来进行房屋
财产评估，令他十分满意。

同时，农场公司还号召本队职工
参与项目建设。职工杨桂菊告诉记
者，她和丈夫趁着橡胶停割期来工地
打散工，每人每天有160元的收入。

“以前胶树到了停割季节我们都会出
去打工，今年不用了，我们不仅可以
亲手建设自己的家，还能获得一份不
错的收入。”杨桂菊兴奋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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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乡村旅游 共享建设成果C

打响“三大战役”

“大收购”战役：掌控橡胶资源

完成民营胶收购量9.03万吨

完成计划任务的100%

“大加工”战役：打造放心胶

分公司橡胶加工成本同比下降7.96%
产品出厂合格率达99.6%以上

“大贸易”战役：打造品牌胶
及时调整全乳胶和浓缩乳胶生产比例，保证销售利润

通过期现结合，控制市场风险，提高销售毛利

加强资本运作 优化资源配置

除农业公司亏损外

主要子公司全部盈利
超额完成利润指标

加强风险项目整合 调整并解散亏损项目

组建中橡资源公司
开展在境外并购的橡胶资源及进口贸易业务

规划并立项7个田园综合体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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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主要工作思路

继续创新和优化体制机制

坚持以稳“基石”为主线

助推各板块产业迅速升级

➡➡ 母瑞山农场公司母瑞山农场公司
七队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如七队美丽乡村项目建设如
火如荼火如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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