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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欢迎扫描
关注海报读者俱乐部

服务读者需求
改善读者体验

■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卢裕元
通讯员 郑超超

3月6日上午7时许，海垦旗下蓝
洋氡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蓝洋旅游公司）职工陈小春像平常一
样去上班，途中却不幸突发脑溢血。3
月7日中午，42岁的陈小春因抢救无
效，永远离开了他钟爱的工作。

“当天上班途中，老陈的嘴角突
然抽搐起来，身子颤抖如同筛糠一
般。并喊着头疼、难受。”陈小春的同
事王可架回忆，他急忙拨打求助电
话，并将其送往海南西部中心医院进
行抢救，没想到这是永别。

陈小春太累了！
在蓝洋旅游公司海南莲花山氡

泉森林养生文化景区项目现场，哪里
有需要，哪里就能看到他的身影。

为了方便相关工作人员踩点勘
探和施工机器进场，他和同事带上水
和干粮，在深山密林之中开路，与烈
日、荆棘等对抗，一干就是一天；他不
计较个人得失，带头专挑重活脏活

干，义务揽下了项目现场安装涵管、
种植树木、铺设水泥等工作；春节假
期，他放弃了家人团聚和为父亲庆祝
生日的时间，顶班待岗承担起景区安
保巡查工作，一连十几天忙得连轴
转，奉献自己直至生命的尽头……

陈小春的二弟陈新彪悲痛地说，
大哥大年三十回了趟临高老家，匆匆
地吃了顿饭便返回公司，兄弟俩连面
都没见上。从大年初一起，陈小春一
直坚守在工作岗位上，2月23日是
父亲陈学道的66岁生日，他因工作
繁忙也没赶回家。

陈小春太拼了！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不

能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起模范带
头作用，才对得起这个称号。”这是陈
小春在党支部会议上常说的话。

“他总是冲锋在前，是一名合格的
共产党员！”蓝洋旅游公司总经理郑夏鸿
介绍说，当胶工的时候，面对组织上安排
的割胶任务，陈小春从不讨价还价，每月
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当护胶队员时，面
对部分不法分子偷胶毁林的恶劣行为，
陈小春总会挺身而出，勇敢地保护胶园，
多次被评为“护林保胶先进分子”。

一次清理山路的途中，走在队伍

前列的陈小春遭遇了马蜂群，他被马蜂
蜇了40多处，面部、身体多处水肿，郑
夏鸿要求他立即下山治疗，为了节约
费用和不影响工作进度，陈小春不愿
意下山，仍然坚持工作，自己找来草药
进行治疗。大家都劝他回家休息，待
伤好后再来上班。然而第二天，工作
队伍里依然出现了他的身影。

海南农垦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石向荣表示，新一轮农垦改革以

来，垦区正在掀起“二次创业”的热
潮，垦区共产党员正以“等不起的紧
迫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慢不得的危
机感”，为农垦的美好明天努力奋斗，
奉献着青春和热血，甚至是生命，陈
小春正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陈小春走了，他日常的工作点滴
中见证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与担
当，平凡中闪着光芒。

（本报那大3月19日电）

央视音乐频道到神泉集团
录制《四季剧场——
2018春季音乐会》节目

本报三亚3月19日电（通讯员杨光 记者李
关平）3月18日上午，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大型
户外实景音乐会节目《四季剧场——2018春季音
乐会》在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正式开机录制，杭州爱
乐乐团全体音乐家悉数到场，陈思思、郭峰等知名
歌唱家倾情献唱，央视知名主持人任鲁豫担任节
目主持。

据悉，此次活动由中央电视台、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和海垦控股集团联袂策划，旨在庆祝海南建
省办经济特区三十周年、海南农垦创建六十六周
年，更好地宣传海南，展示海南农垦新一轮改革成
果，推介海垦优质产业资源。

本台音乐会将在央视音乐频道择期播出，中
央电视台、杭州爱乐乐团等共计200余名工作人
员参加节目录制。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海南农垦报见习记者 吴思敏

3月18日中午，位于三亚南滨地
区的国家南繁生物育种园区项目建设
现场，数台机器正在作业，项目正按照
既定工期强力推进。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园区项目是按
照国家相关部委和省政府联合印发的
《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建设
规划（2015-2025）》规划设计建设的

重点项目，是国家投资建设的农作物
生物育种科研基地，是国家保障南繁
生物育种生物安全、用地稳定、管理有
序、服务高效的国家级科研试验基地
和科研育种平台。

据了解，国家南繁生物育种园区
项目建设规模5000亩，计划总投资
5.8亿元，建设周期4年。项目分两期
建设，一期项目位于南雅四队、五队，
面积3200亩，是以旱作为主并兼顾水
稻的科研育种基地；二期项目位于海
垦南繁产业集团基地，面积1800亩，
是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科研育种基地。

“海南南繁产业是中国育制种的

‘加速器’。与内地育种周期相比，海
南可实现加代繁殖，将育种周期缩短
一半。”海垦南繁集团总经理王晖告诉
记者。

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热带气候
区，我省具有我国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种业科研独特优势，热带作物生长优
势明显，被称为“育种天堂”。而海垦
南繁所在的区域，在海南南繁产业中
区位优势明显：国家重点水利枢纽工
程“大隆水库”位于辖区内，水资源丰
富；辖区内现有75家来自全国各地科
研单位从事科研育种，具备较好的科
研基础。

“目前，项目正按照既定工期强力
推进。”海垦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强富介绍，目前项目已完成环境
检测、环评报告等工作，项目综合服务
区与安置区已完成建设控制性规划等
评审与审批，并完成了2000多亩地表
清理及360多亩土地平整工作。

拥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如何承
载国家使命和担当？为此，海垦南繁
集团确立了六大发展战略，以南繁育
制种产业为核心，着力打造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园区、南繁特色小镇、南繁种
业公司、南繁农产品运营管理公司、南
繁全程服务公司、南繁蔬果公司“六

大”金字招牌，促进南繁产业升级。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杨思涛表示，海南农垦要以南繁生物
育种园区建设为抓手，转变产业发展
模式，从租赁土地、提供服务，逐步向
参与育制种转型，积极谋划在园区引
进国家级科研项目，建立集基地服
务、科研服务、成果转化、生活服务、
信息服务等于一体的南繁科研育种
服务体系，将南繁资源优势转变为产
业优势和经济优势，努力打造中国

“南繁硅谷”，让中国人把自己的“饭
碗”抓得更牢。

（本报三亚3月19日电）

本报海口 3 月 19 日讯 （记者
李关平 通讯员何武彪 宋宛阳）“迎
着灿烂的朝阳，点燃腾飞的梦想，
我们是光荣的海垦员工，走在改革
振兴的路上……”连日来，垦区机关
礼堂、会议室、田间地头，到处都在
传唱着由清风作词、王艳梅作曲的
《海垦之歌》。

据悉，自今年2月初海垦控股集
团启动“唱响海垦·再创辉煌”职工
合唱活动以来，各基层单位广泛宣
传，积极组织职工参与活动，共 38

支队伍、2300多名职工报名参赛。
海垦控股集团工会利用微信工作
群、QQ平台转发歌词及音频文件3
万多份，基层单位利用广播循环播
放，合唱队利用休息时间组织排练，
在垦区营造出浓郁的学唱氛围，弘
扬农垦精神。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本次合
唱比赛以全力推进海垦集团新一
轮改革发展为宗旨，旨在全面贯彻
落实集团党委“一家亲”“一盘棋”
的总体思路，落实海垦控股集团

2018 年工作会议暨一届二次职工
代表大会精神，活跃垦区职工精神
文化生活，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向心
力，传承农垦文化，唱响时代主旋
律，营造团结和谐、积极向上的垦
区文化氛围，迎接海南建省办经济
特区三十周年。

部分农场公司和海胶集团基地
分公司等同一区域的单位还联合组
队参加活动。其中白沙片区龙江农
场公司、海胶龙江分公司、海胶白沙
分公司、海胶邦溪分公司四家单位

联合抱团参赛，单位党政主要领导
带头参加，充分展现了海垦集团“一
家人、一盘棋”的传统友谊。

本次比赛分为初赛和决赛两
个阶段进行，初赛定于4月中旬分
别在海口、中部、东部、西部四大片
区举行。比赛必唱歌曲《海垦之歌》
反映了农垦人积极进取、与时俱进
的良好风貌，也激发了百万农垦人
二次创业的激情，为全力推进海垦
控股集团新一轮改革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将举行观鸟节

本报那大3月19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罗理想）记者今天从西联
农场公司了解到，第五届海南观鸟节
暨首届海南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
观鸟比赛将于3月24日（本周六），在
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公园举行。

本届观鸟节主题是“湿地任鸟飞
新盈好生活”。新盈红树林国家湿地
公园位于西联农场公司新盈片区，这
里的红树林种类繁多。得益于良好的
生态环境，每年都会吸引大批候鸟越
冬，目前已经记录到141种野生鸟类，
其中包括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黑脸
琶鹭、黄嘴白鹭以及勺嘴鹬等珍稀濒
危鸟类。

据悉，此次活动由海南省野生动
植物保护管理局主办，海南新盈红树
林国家湿地公园、UNDP-GEF（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基金）海南湿
地保护体系项目、中国红树林保育联
盟、海南观鸟会承办。

海南·农垦科技城
落户海口白水塘片区
计划总投资87.7亿元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林
倩 通讯员王章）3月15日上午，省农垦科学院、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与海南富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三方将共同开发海南·农垦科技
城项目，打造集科技、旅游、农业、休闲、文化体育、
商业、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体。

据了解，海南·农垦科技城项目落户于海
口市白水塘片区，总开发期限预计 6年，分两
期开发，计划总投资 87.7 亿元，总用地面积
1371 亩。其中项目一期投资 50亿元，规划包
括现代农业科技产业园、以色列农业科技示范
园、都市生态体验农园、海汉足球俱乐部、市民
运动公园、生态健康人居社区、智慧旅游等建
设内容。

省农垦科学院院长李智全表示，此举将盘
活农垦优质土地资源，促进土地资源效益最大
化和相关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此次签约是
海南农垦与富力地产的一次强强联合，希望双
方能够以此为起点，构建双方合作发展的新平
台，共同将科技城打造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具有
科学性、生态性、文化性以及农旅结合的顶级
项目典范。

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大型户外实景音乐会
节目《四季剧场—2018春季音乐会》录制现场。

海垦控股集团供图

确立六大发展战略 打造六大金字招牌

海垦建设“南繁硅谷”

海垦控股集团职工积极参与“唱响海垦·再创辉煌”合唱活动

高唱“海垦之歌”弘扬农垦精神

用生命践行忠诚与担当
——追记海南蓝洋氡泉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职工陈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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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将从三方面
加快清理“僵尸企业”

本报海口3月19日讯（海南农
垦报记者吴天奥 通讯员颜从庆 吴偲
铭）为剥离企业低效不良资产，消除企
业经营风险，推动企业提质增效。近
日，记者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今年海
垦控股集团将从三方面加快清理下属

“僵尸企业”。
据介绍，对拟进行工商注销登记

的“僵尸企业”，由清理“僵尸企业”办
公室牵头与省内各主管部门沟通协
调，为“僵尸企业”的各出资主体准备
统一的材料以及企业注销的流程和指
导。

对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且不具有
竞争优势、与海垦整体发展方向不切
合的不良企业，要明确处置流程，做好
清产核资、资产评估、财务审计、经济
责任审计等基础工作，与海垦资产管
理公司批量交接。

对拟处置的不良企业，需建立档
案，设立台账，列明企业的资产负债情
况，对于存在拖欠职工工资、生活费、
欠缴社保费和医疗费等情形的企业要
及时制定处理方案。

做大做强南繁产业
推进传统农业向南繁产业转化
调整橡胶产业
开发南繁配套设施建设及南繁旅游服务业
创建南繁互联网+产业
推进社区管理社会职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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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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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南繁生物育种园区
南繁特色小镇
南繁种业公司
南繁农产品运营管理公司
南繁全程服务公司
南繁蔬果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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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胶集团
打造“五优”企业

近年来,海胶集团紧紧围绕
“内稳外拓、精农强工、科技支撑、
金融保障”的“十六字”发展方针，
树立以橡胶为核心的战略定力不
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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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股
东利益和职工福祉优先、产品优
质、环境优美、生活优越、文化优
秀的“五优”企业。

图为海胶集团经纬乳胶生
产线上,工人正在生产优质乳胶
制品。

通讯员 谷家福 摄

陈小春（右一）生前工作照。 通讯员 郑超超 摄

海胶集团将启动
体制机制创新改革试点

本报讯（海南农垦报记者许雅）记者近日从
海胶集团获悉，该集团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指导意
见及基地分公司改革方案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
进一步的完善和修改，预计将于近期正式启动体
制机制创新改革试点工作。

海胶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体制机制创
新改革的要义，是加快分公司、子公司建立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管控体系，进一步增强企业内生动
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

记者了解到，海胶集团将通过授权管理，划
定红线和底线，将管理重心下移到基地分公司，
使基地分公司在用人、管理、分配等方面拥有更
大的自主权，完全按照模拟利润中心进行运营。
同时，完善用人机制，按照“三标三系三受益”原
则（“三标”即“招标竞岗、绩效指标定薪、制衡指
标保长远发展”；“三系”即“政策保障体系给支
持、监督考核体系保落实、大数据支持体系定依
据”；“三受益”即在增量中分配，实现国家受益、
企业受益、职工受益）层层激励总经理、生产队
长、胶工三类核心员工。

此外，在薪酬分配上，海胶集团将根据基地分
公司管理半径、管理难度制定基薪，将企业经营指
标与经营责任人绩效进行挂钩，实行经营风险保
证金制，以此拉开收入档次，进一步激发管理人员
积极性。

垦·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