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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欧英
才）近日发布的海垦控股集团工作报
告显示，2017年海南农垦全面完成
转企改制，成立27家农场公司和4家
产业集团，2017年海垦控股集团实
现汇总营业收入225亿元，同比增长
39.24%，利润总额4.62亿元。

2017年，海南农垦全面完成垦

区38家农场转企改制，成立27家农
场公司和4家产业集团；社会职能管
理属地化改革基本完成，共设82个

“居”，将原先农垦承担的公共服务和
社会管理职能平稳、有序地移交到市
县政府承担，社会职能衔接顺利；全
面完成农场农用地规范管理，垦区各
单位承包租赁合同换（补）签率整体

超过96%以上，租金涨幅101%，并
调整出约30万亩土地安置4.4万名
在册无岗职工及并场队职工居民。

卸下“包袱”闯市场，2017年海
垦控股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225
亿元，同比增长39.24%，利润总额
4.62亿元，与改革前的2015年相比，
大幅增盈约17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10.8亿元，完成扭亏保盈决战年各
项目标任务。其中，二级企业利润
总额2.68亿元，增盈3.6亿元；农场
公司全部实现盈利，利润总额1.94
亿元，增盈2.91亿元。

据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思涛介绍，2018年，海南农垦将按
照“讲政治，深改革，调结构，强产业，走

出去，增效益”十八字的工作思路，进一
步巩固农垦改革成果，落实深化改革各
项任务，激活农垦管理机制、经营机制、
协同发展机制；紧紧抓住乡村振兴战略
机遇，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开展“产业
投资和项目建设年”“规范经营和防范
风险年”专项行动，培育农垦现代企业
集群，提升农垦核心竞争力。

坚持市场化的方向不动摇

落实深化新
一轮农垦改
革各项任务

完善公司法
人治理结构

激活经营管
理机制 提升信息化

管理水平

扎实推进骨干产业项目和园区建设
加快推进与正大集团合作的对虾项目、母山咖啡产业化项目、海垦胡椒绿色环

保加工基地、红昇万泉花果起步区、农垦科学院保亭所海南之心项目、海垦恒大八
一现代农业基地、金江海垦世界热带果林文化博览园项目开工建设

推进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二期研创中心、展销中心建设等

“六个坚持”
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必须做到坚持效益优先原则、坚持高质量的发展、坚

持走产业协同发展的道路、坚持垦地合作共赢、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持狠
抓落实的工作作风“六个坚持”

去年海垦全面完成转企改制,实现营收225亿元

卸下“包袱”闯市场 不忘初心向前行
母瑞山农场公司困难职工何南——

“没想到这辈子
还能住上楼房”
■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卢裕元 记者 吴天奥

1月 24日晚，在位于定安县母瑞山脚下的一
间平房内，母瑞山农场公司困难职工何南坐在木
凳上，看着一张《母瑞山农场七队房屋（不含土
地）征收评估表》，用计算器算着什么。

不远处，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七队美丽乡村
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建设中，何南一家原来的
住房，就位于这片工地。

“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住上楼房！”何南高兴地
对记者说，现在的住所是租住的，母瑞山农场七
队美丽乡村建设项目建成后，他将搬回并住上两
层楼房。

今年52岁的何南，干过电工、司机等工作，由于
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数年前便办理了内退手续，每
个月仅靠低保金过日子。何南的妻子为了维持生
计，不得不前往定安县城的饭店打工。

“老婆很辛苦，一个月只能回来一趟，2000多元
的工资，大部分都拿回来给我们过生活了。”何南说，
以他们家庭的情况，原来住的平房屋顶钢筋裸露，都
没钱去修补，更别说盖楼了。

当母瑞山农场公司组织职工召开会议，告知何
南一家征用土地、拆迁房屋及建设美丽乡村，并详细
告诉他们拆迁补偿方案后，何南马上同意搬出房屋
配合施工。农场公司向他一次性付清搬迁费及3个
月的生活费。

每套新房子规格为两层153.68平方米，共计30
万元房款，公司优惠了8万元，何南原来的房子经
评估为10.5 万元，买新房还差11.5 万元怎么办？

“农场公司早就替我们想到了，如果没有钱，可以
抽出两个房间作为民宿经营，收入按照一定的比
例，一部分留着过生活，另一部分用来抵扣欠下的
房款。”何南告诉记者，刚才用计算器，是为了计算要
多久才能还清房款。

“住上楼房，民宿开张，老婆也不用去定安县城
打工了，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好的。”何南充满期待
地说。

（本报定城2月12日电）

白沙茶业公司荣获“海南
省扶贫龙头企业”称号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陆
和 袁欣）记者从海垦茶业集团了解到，近日集团旗
下白沙茶业公司被省扶贫工作办公室授予“海南省
扶贫龙头企业”荣誉称号。

据了解，白沙茶业公司位于白沙黎族自治
县境内，被列入“百企帮百村”帮扶企业，帮扶
对象为白沙黎族自治县白沙农场的 125 户困
难户。

去年以来，白沙茶业公司发挥企业助力脱贫攻
坚作用，通过为贫困户无偿提供茶叶种苗，通过老化
茶地更新，免费发放生产资料，提高茶青收购单价等
帮扶方式，促使贫困户户均收入比 2016 年提高
10%以上。

海南农垦博物馆
慰问文物捐赠者

本报海口2月12日讯（通讯员郑建华 记者欧英
才）“感谢海南农垦博物馆收藏展示这段历史。”春
节前夕，海南农垦博物馆工作人员先后来到红明农
场公司、神泉集团，分别慰问文物捐赠者王万乙、雷
徳万。

今年已86岁高龄的王万乙是原红明农场老军
工，1960年4月曾作为广东省民兵英雄海南唯一代
表，赴京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国家领导人
接见。

雷徳万是爱国华侨、被尊称为“橡胶王”雷贤
钟先生的长子。1955年，雷贤钟冒着生命危险，
从马来西亚带回 100 多斤胶籽、200 多米芽条。
他引进的橡胶良种，不仅在海南垦区广为推广，
还引种到云南等垦区，为祖国橡胶事业作出巨大
贡献。

自2010年海南农垦博物馆筹建以来，王万乙与
雷德万积极捐赠多件文史资料、生产工具等文物。
开馆七年来，海南农垦博物馆工作人员连年春节前
往探访，感谢他们为丰富海垦博物馆馆藏、展示海垦
历史做出的重大贡献。

蓝洋氡泉健康养生基地
荣获“海南十佳养生基地”

本报那大2月12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吴
婧）记者从海垦旅游集团了解到，近日海垦旅游集团
蓝洋氡泉健康养生基地被博鳌国际养生论坛组委会
授牌“海南十佳养生基地”。

蓝洋氡泉健康养生基地凭借氡泉养生、森林康
养等优势资源，得到博鳌国际养生论坛组委会的
认可。据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蓝洋氡
泉健康养生基地将全力打造海南共享农庄、国家
现代农业庄园、海南养生基地、中国佛教圣地、莲
花山养生度假区等一系列休闲健康养生基地，致
力成为氡泉旅游开发的标杆。

据悉，博鳌国际养生论坛是国内外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国际化非政府组织。其聚集健康养生产业资
源，积聚健康养生数据，分析产业发展，构建国际化
的供需对接平台。

重点项目

农垦承担的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8.5亿元

占年度投资计划的144%
大幅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招商引资、产业并购

2017年海南综合招商活动专场
共签约项目26个

签约总额达202亿元

海南农垦发展成绩单

主要经济指标

2017年海垦控股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

225亿元

要突出抓好以下工作

与改革前的2015年相比

大幅增盈约17亿元
实现利税总额10.8亿元

完成扭亏保盈决战年各项目标任务

桂林洋国家热带
农业公园（一期）开
园、海垦广场试营业、
母瑞山红色旅游基
地、蓝洋莲花山地质
公园正加紧建设中

改革成效显著

全面完成垦区
38家农场转企改制，
成立27家农场公司
和4家产业集团

社会职能管理属
地化改革基本完成，
共设82个“居”，将原
先农垦承担的公共服
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平
稳、有序地移交到市
县政府承担，社会职
能衔接顺利

全面完成农场农
用地规范管理，垦区
各单位承包租赁合同
换（补）签率整体超过
96%以上，租金涨幅
101%，并调整出约
30万亩土地安置4.4
万名在册无岗职工及
并场队职工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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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区企业效益持续向好

财务公司净利润

6985万元

同比增长

68％

与中青旅控股、正大集团、恒大
集团、上海百联、上海光明等国内外
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百镇千村”建设

以农垦为主体建设的南田温泉度假小镇、南平温泉
养生小镇、五指山茶旅文化小镇、南岛山地度假小镇已纳
入市县“多规合一”成果，进入规划和建设阶段

南田共享农庄、蓝洋温泉共享农庄等6个项目
列入2017年省级创建试点

积极稳妥推进资本运作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开展产业并购，完成对印尼公司股权并购，利用中非基金适时启
动“走进非洲”计划，围绕天然橡胶、草畜养殖、商贸物流、南繁育制种、金融等领域完成2-3
个产业并购，实现并购企业营业收入100亿元以上

借力乡村振兴战略提升垦区产业发展水平

加强土地规范运营，提升垦区土地效益

确保完成“三类地”确权调处任务，扎实做好农用地清理后续工作。积极稳妥推进土地资源资产化
资本化，完成不少于580万亩土地划转及变更登记，做实企业资产。鼓励各农场公司因地制宜，通过土
地开发整理、共享农庄开发、土地返租、土地作物银行等多种模式，推进垦区土地资源整合和规模化利用

其中
二级企业利润总额2.68亿元
增盈3.6亿元

农场公司全部实现盈利
利润总额1.94亿元
增盈2.91亿元

同比增长

39.24%
利润总额4.62亿元

职工保障

筹措资金1099万元开展“两节”送温暖活动，慰问16819户建档困难职工
筹措资金500万元开展大病救助，帮助1278名患病职工解决实际困难
坚持开展金秋助学金活动，海垦集团成立以来，累计筹集资金1082万元

帮助3508名困难学子圆大学梦

建设核心胶园，推进天然橡胶国家储备林项目落地，定期发布橡胶价格指数，增强国际话语权；

加快推进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建设，积极参与南繁育种科技城、南繁国家实验室和乐东
黎族自治县“南繁硅谷”建设

以资本为纽带大力推进垦区产业资源整合和农产品精深加工

高水平推进农垦牵头的南岛山地度假小镇、南田温泉度假小镇等4个特色小镇、一批
美丽乡村和第一批6个省级共享农庄建设

集中规划建设一批中心居民点，加快实施立才、荣光等单位棚户区危房改造，提升垦区
职工生产生活环境

制图/张昕

畜牧集团在猪肉价格下跌20%的不利情况下
依然实现净利润2356万元

茶叶集团净利润同比增长83%

2016年亏损面较大的八一、南金、乌石农场公司
净利润同比大幅扭亏为盈
分别增长190%、120%、120%

组建旅游集团，统筹垦区旅游资源开发
组建咖啡产业集团
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咖啡产业体系

完成海岛和牛核心资产并购
使农垦拥有了全国高端肉牛（和牛）的核心种源

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去开展海外并购
实施对印尼最大的橡胶企业股权收购

加强干部专题培训组织集团104名中层以上管理人员
赴井冈山和延安开展党性修养提升培训

人才队伍建设

实施第一期“青苗计划”管培生招募行动
招聘管培生28名

新聘5名专家顾问

垦区全年有 2240户
8339人

脱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