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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一生产、品牌经营成长为全产业链大型企业集团

罗牛山：不断实现跨越式发展

绿色环保展担当

南海之滨，蓝天白云之下，青山
绿水之间，有一个生态高效的现代
化养猪项目，这就是罗牛山十万头
现代化猪场。其项目的建成和投
产，不仅为我省养殖业的改革创新
树立新的行业标杆，也为推动我省
绿色生态农业提质增效，打造了新
的实践典范。

“绿色是海南的本底，生态是海南
发展的根和魂。”作为一家伴随着中国
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共同成长的企
业，罗牛山根植海南，用实际行动助力
环保，让海南的山更绿、水更清、天更
蓝、空气更清新。

不仅如此，海南是全国热带农副
产品生产与供应的集散地，作为海南
菜篮子工程建设的参与者和引领者，
罗牛山致力于打造绿色、健康、安全的
食品。可以说，推行全员环保理念，把
环保当作企业转型的根本，是罗牛山
一直以来的发展目标。

特别在近几年的环保实践中，可
以看到，罗牛山始终以壮士断腕的决

心和坚守，表现出自身的魄力和担当。
2013年，在全省实施生态强省战

略引领下，罗牛山人积极响应政府号
召，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相继关停了
23个规模化养猪场，减少养殖规模达
30万头。

2013年 11月，罗牛山完成全部
保留猪场清污分流改造工程。

2014年，罗牛山率先在全省实
施畜牧养殖业污染治理和转型升
级，投巨资引进先进工艺设备技术，
实施养殖场就地深度改造，彻底解
决猪场排污问题。

2015年，罗牛山实施改造升级
的养猪场全部达到国家新的污染防
治标准，成为我省养殖污染防治的新
标杆，礼纪猪场更被中国畜牧总站评
为全国仅有的十家“农业源减排示范
场”之一。

同时，在生产规模遭受断崖式滑
坡影响下，罗牛山全面推进“恢复性”
增长。新建10万头大型现代生态养
猪场，引进纯丹系原种猪、猪场采取全
自动化及智能化管理、机械化废弃物
收集、大型生态环保设施、实现了养殖
技术的多项创新。

跨越创新谋发展

如今，说起海南的农业，很多人都
会自然地联想起罗牛山。从最初的规
模化养殖，到打造一站式全类型食品
供应链平台，罗牛山坚持不懈谋求战
略上的转型升级，不断实现新的跨越
式发展。

1997年正式上市以来，罗牛山充
分利用海南无疫区的区位优势和良好
的自然生态条件，立足海口，将生产基
地遍布全省。

与此同时，罗牛山大力发展现代
生态型畜牧养殖业，改变了海南畜
禽产品依赖岛外供应的历史，逐步
建立起以畜牧产业为主的良种繁
育、畜禽商品生产、饲料供应、畜禽
防疫、屠宰加工、环保利用等十大配
套体系。

走过了规模化养殖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的不平凡历程，罗牛山迅速成
长为我省规模最大、配套体系最完备
的畜牧业龙头企业。

但屡创佳绩的罗牛山并未停下开
拓创新的步伐，而是以“拓荒牛”的精

神，把发展的每一步都走得更加稳健、
更加踏实。

在国家“转方式、调结构”、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宏观政策引导下，罗
牛山大力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进
军农产品加工、冷链物流配送及房地
产领域，最终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转型升级，战略升级，完成畜牧体
系、产业链条的建设……20年来，罗
牛山实现了辉煌卓越的发展，成长成
为一家以食品加工、冷链物流及畜牧
养殖为主，房地产开发、教育、旅游、金
融投资多业并举，产业基地遍布全省、
产业辐射全国的大型集团公司。

匠心铸梦谱新篇

撒下辛苦汗，结出丰硕果。罗牛
山不断的创新探索和突出贡献，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先后获得“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全国畜
牧行业优秀企业”“海南省农业龙头企
业”“海南省优秀企业”“海南省最具社
会责任感企业”“海南省希望工程爱心
单位”等荣誉。

不止于荣誉，不负于使命。从“开
疆立基”、“拓域宏业”，再到匠心铸梦，
回望发展历程，罗牛山与海南共成
长。而作为走过上市20周年荣光之
路的“特区品牌”企业，罗牛山任重而
道远。

20年来的奋力创新，让罗牛山不
断引领行业风向，树立行业标杆。同
时，也为自身的多元化发展增添了强
大的原动力。

新时代，新征程。如今，站在新的
历史节点上，罗牛山将以“聚焦主业，
构建和谐协作关系”为核心，持续推进

“双转型”，加快发展和经营模式创新，
促进企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强化
多形式利益融合主体培育，并随着“新
三年”战略规划的深入推进，实现规模
效益双倍增长。

展望未来，罗牛山将不遗余力坚
持社会责任担当，服务民生，同时继续
借力海南“无疫区”金字招牌，抢抓海
南新一轮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奋力
迈向新征程，力促我省热带高效现代
农业持续健康发展，为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作出贡献。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罗牛山在食材产品上层层把关

守护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通讯员 饶小旭

“罗牛山的肉菜，就是放心！”日前，在海口罗
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海口市民黄盛萍参观了
冷链物流园区、肉类屠宰以及腾德检测中心后，不
由得竖起大拇指。

“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是现代热带
农业‘全产业链’平台，而罗牛山冷链物流园区作
为产业园中重要的一部分，能有效提供农产品冷
链物流服务，建立绿色通道，对食品安全保障起到
关键的作用。”海南罗牛山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做放心事，兴民生业。”作为海南最大的“菜
篮子”企业，在保障食品安全和生产安全方面，罗
牛山任重而道远。

一直以来，罗牛山始终秉持“安全工作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的工作态度，不断强化“用最严谨的
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
责、抓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工作要求，多措并举守
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一方面，从源头入手，不断完善机制流程。从
打造全省规模最大的十万头现代化猪场项目，引进
目前世界上品种相当优质的丹麦SPF原种猪，到认
真梳理构建标准化采购、全程质量追溯的食品安全
保障体系，罗牛山对种养基地、生产加工、物流配送
等涉及食品安全的进行全过程无缝监管。

另一方面，罗牛山投入巨资，引入德国著名检
测机构，共同建立现代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配
置现代高精密食品安全检测设备。这不仅有效提
高食品安全监管水平，同时还填补了我省综合性
食品检测的空白。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罗牛山严格把控食品安
全和生产安全的实际行动，有力彰显了其自身追
求品质，关注民生、秉承社会责任的企业担当。同
时，罗牛山还多次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食材供应
做好安全保障工作，真正做到了“树标杆，带好头”
的示范作用。 （本报海口4月15日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容朝虹 通讯员 饶小旭

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年
来，因改革开放而熠熠生辉，发展
活力不断释放，创造了一批有实
力、有干劲的特区品牌。罗牛山
股份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个“特
区品牌”企业。

“一滴水可以反映出太阳的光
辉。”同样地，一个企业的发展也可
以展示一片热土的风貌。恰逢上
市20周年的罗牛山，伴随着中国
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共同成长。
罗牛山始终以“艰苦奋斗，坚韧不
拔”的拓荒牛精神，坚持不懈，奋进
创新，推动农业产业化创新发展。

可以说，罗牛山不仅是特区
发展的实践者，更是海南建设发
展历程的历史见证者。

从产业扩张到战略转型，从
单一生产到品牌经营，最终成为
阔步迈向一二三产业高度融合的
全产业链大型企业集团，罗牛山
实现了辉煌卓越的跨越式发展，
整体实力及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
强，社会形象和影响力进一步提
升，为促进我省乃至全国热带高
效现代农业健康快速发展不断地
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罗牛山公司
挂牌上市，成为中
国首家“菜篮子”
股份制上市企业

1997年

海南首家企业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建成，海南职业技术
学院建成招生

2000年

获评“农业
产业化国家重
点龙头企业”

2002年

公司被
正式列为我
国第一家实
现生物质能
沼气发电并
联上网的企
业

海南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发布公告，将
罗牛山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完成的科研成果
《热带地区瘦肉型生
长育肥猪饲养标准》，
批准为“海南省地方
标准”，这是国内首个
热带地区瘦肉型生长
育肥猪饲养标准

在全体员
工的共同努力
下，900 吨冻
猪肉的储备工
作顺利完成 海口罗牛山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建
成，定位为“海南最
具规模和多样性的
一站式全类型食品
供应平台”

海南省科
技厅批准建设
罗牛山院士工
作站，促进企
业高效发展

深化多
元化发展，
全面提升公
司综合实力
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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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黄金沟猪场护理小猪。

本版图片均由罗牛山提供

海口罗牛山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冷链物流项目。
制图/孙发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