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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垦·农经

近日，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
园内，100多位头戴印有“海垦建工”
字样红色安全帽的职工，顶着炎炎烈
日忙碌着。

这是为加快桂林洋国家热带农
业公园（一期）项目建设进度，海垦建
工集团党委第7次组织机关全体党
员干部，参加园区的植树和花卉种植
义务劳动。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项目，

是海南省“十三五”重大项目。为加
快项目进程，海垦控股集团针对7个
子项目分别成立了7支“特战队”和
流动党支部，做到产业发展到哪里，
哪里就有党的组织。党员干部发挥
先锋模范作用，带队奋战一线，克服
阴雨天气攻坚克难抢抓工期，终于如
期实现开园。

“我们去年11月17日才进驻工
地，今年春节前就要开业了。”桂林洋

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卓华说，当时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争分夺秒的不只是这个项目。
在蓝洋莲花山地质公园、母瑞山七队
美丽乡村暨红色旅游、海垦南繁基地
等项目现场，农垦人挑灯夜战已经成
为常态。党建工作正激发着海南农
垦的新动能、新活力。今年1-5月，
海垦控股集团实现营收84.55亿元，

同比增长21.17%，继续保持良好的
增长势头。

“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国企的
独特优势，这个优势只能加强，不能
削弱。”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杨思涛表示，事实证明，只有把党
的建设责任扛在肩上、落到实处，才
能开创国企党建新局面，推动海南农
垦改革发展迈上新台阶。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项目建设冲在第一线

近日，记者走进南金农场公司党
员活动中心，洁白亮丽的二层小楼
门口标记着醒目的“党员之家”字
样。门前“党建园地”公示栏里，党
组织相关通知、党费明细等文件纷纷

“上墙”。
南金农场公司是垦区基层党员

活动中心示范点之一。“垦区基层党
员活动中心的外观设计，都统一标
准、统一色调。”海垦控股集团人力
资源部副部长李健告诉记者，这样

便于职工群众在遇到困难、需要党
组织帮助的时候，有人可依、有组织
可寻。

“过去，部分基层党组织出现了
虚化、弱化、边缘化的‘三化’问题，阵
地建设薄弱、党支部及党员活动场所
陈旧、党员管理滞后。”李健说。

进一步深化农垦改革后，新成立
的海垦控股集团党委，提出“党的建
设是农垦企业的‘根’与‘魂’的重大
政治定位”，坚持垦区党建与农垦改

革发展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
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
作人员同步配备、党建工作目标任务
同步部署。

据了解，特别是在组建产业集团
和农场公司的过程中，海垦控股集团
党委把党建工作总体要求写入公司
章程和议事规则，保障和完善党组织
参与重大问题决策的工作机制，把党
组织发挥作用制度化、程序化。完善

“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集

团所属二级企业实现党组织书记、董
事长“一肩挑”。配齐配强集团所属
二级企业纪检组织，建立巡察制度，
落实治党责任。

“集团将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纳
入了企业绩效考核体系，压实了管
党治党责任。”南金农场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李国庆表示，压力就是动
力，党建工作品质提上去了，基层党
组织更加牢固，更好发挥了战斗堡
垒作用。

解决“三化”问题，打出党建“组合拳”

“在农场转企改制时，农场公司
曾面临诸多困境，多亏了党员干部带
头发展新产业，南金农场公司才能在
去年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530万
元。”南金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国庆告诉记者，只有基层党组织凝
聚力和战斗力强大，才能发挥领导核
心、政治核心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

企业经营效益提升。
哪里有党员，哪里就有党的组

织。海垦在深化新一轮改革中将党建
资源向基层一线倾斜，不断推进基层党
支部规范化建设。2017年投入资金
350多万元，建成规范化党员活动中心
10个，党员活动室150个，有效改善了
基层党支部的活动场所和阵地。

近年来，海南芒果产业不断发

展，带动了众多群众致富。在海垦神
泉集团，个别职工为了眼前的利益把
芒果树种进了国有胶林里。集团爱
泉分公司红旗队党支部书记林宏义
发现后，进行了坚决清理，有效保护
了国有资产不被侵占。

“抢占抢种清理工作是党支部带
头的常态化工作，林宏义是基层党员
干部的‘好榜样’。”爱泉分公司党委

书记、总经理刘兴渊告诉记者，公司
培育了一批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
强、作用发挥好的党建骨干，大力夯
实了基层战斗堡垒，通过发挥骨干力
量，有效维护了产业发展正常秩序。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在国
家农业部组织的新一轮农垦改革2017
年度量化考核中，海南农垦以总分118
分（满分120）的成绩排名全国第一。

夯实基层堡垒，企业有了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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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健全党建目标责任制，将党建工作目标考核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

海垦：以“党建”为引领 激发企业新动能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李关平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近日，在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的海胶集团阳江分公司新进片三
十二队，4万余株绿油油的绿橙树苗
生机勃勃，用于滴灌的水管整齐地铺
在土地上，8个鱼塘分布其中。虽然
还未对外开放，但每逢周末仍然有不
少游客前来。

这里就是世外橙源合作社的绿橙
种植基地，是海胶阳江分公司与世外
橙源合作社进行产业合作的新突破。

2年前，阳江分公司800亩待更
新胶林面临两种选择：继续种新的橡

胶树，或者种植其他热带高效作物。
由于橡胶市场价格长期低位徘徊，职
工们种胶意愿低，公司最终与世外
橙源合作社达成合作，因地制宜种
植海南岛地标性优质农产品——琼
中绿橙。

海胶阳江分公司总经理裴成明
介绍，世外橙源种植基地完全置身于
琼中雨林山区，只要管理得当，高产
量高质量值得期待。双方按照“地
租+分成”的模式进行合作，公司在前
3年可增加地租总收入近百万元，每
隔3年地租加10%。从第4年绿橙挂
果开始，产量将递增，产值分成收入
可观。

记者看到，坐落在山涧沟壑结合
处的世外橙源，田园风光十分秀美。

合作社负责人简道仓介绍，这里原本
杂草丛生，山坡陡峭，经过一年时间
的土地清理、加固堤坝、蓄积山泉水，
才有了田园综合体的雏形，“要想把
园区变成景区，还需要投入更多的人
力物力。”

“本着‘人随地走’的合作原则，
原来的割胶工都可以去合作社工作，
一方面支持合作社发展，另一方面也
解决了割胶工的岗位问题。”裴成明
表示，如今有近20名职工在园区内
工作，发展琼中绿橙产业不仅职工增
收，企业也增效。

更新胶园变果树种植园地，胶工
唐保国对自己的身份和收入新变化
感受很深。他之前割胶月收入不足
2000元，如今他在合作社里负责树

苗日常管理工作，每个月工资能达
到4000元，比原先的工资翻了整整
一倍。

为了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提高
产出附加值，达到收益最大化，合作
社还发展绿橙鹅、山泉鱼和共享农庄
等多种产业模式。同时，聘请了琼中
绿橙协会会长胡社耀作种植技术指
导，开辟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和微信公
众号，把种植绿橙的全过程向社会公
开，做好推广工作。

据了解，目前海胶阳江分公司和
“世外橙源”拟深化合作，乘着琼中县
政府扶持发展琼中绿橙的政策东风，
借力美丽乡村建设，继续扩种1万亩
绿橙，形成规模化种植，打造品牌价
值。 （本报营根7月1日电）

海胶集团阳江分公司产业合作新突破——

胶林变果林 增收又增效

海垦优质农产品
亮相海果会

本报海口7月1日讯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6月
29 日至 7月 1日，2018 亚洲（海
南）果蔬产业博览会（以下简称海
果会）在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
行。海垦控股集团下属7家单位
携30多种农产品亮相海果会。

记者了解到，海垦此次参展的
“白沙”牌、“白马岭”牌、“金鼎”牌
茶叶，“新中”牌柠檬，“神泉”牌芒
果，“母山”牌咖啡及“繁字”牌特色
农产品等海垦名优特色热带农产
品，引来了众多参展商的关注。

“现在老百姓的餐桌上不缺食
品，缺的是优质食品，海南农垦的
农产品品质有保障。这次特地来
海果会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水果货
源，洽谈长期合作。”广西艾萨农产
品销售有限公司董事长郭瑞飞告
诉记者。

据了解，海南农垦参加本次海
果会旨在通过优质品牌果蔬的实
物展示、现场品鉴等活动，向国内
外参展商充分展示海垦果蔬产业
优质果品和创新技术；通过招商引
资，推动实施海垦优质农产品“走
出去”战略，开拓新市场，促进海垦
果蔬产业的快速发展。

暑假去哪玩？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推出多重优惠活动

本报海口7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卢雅楠）随着中高考结束、学生暑假即将来
临，去哪里放松身心、欢度假期呢？近日，桂林洋
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向广大学生等发出热情邀请，
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园区推出多款优惠活
动，只要带上准考证、学生证或录取通知书等便可
参与优惠购票活动。

据了解，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自开园以
来，以其鲜明的农业主题特色吸引了众多游客慕
名而来，园区一期开放的公园西入口、农业梦工
厂、高山村、共享农庄、雨林乐园、鲜花餐厅等景点
每逢周末、节假日人气爆棚、热闹非凡。

活动期间，2018年参加中高考的学生凭本人
中高考准考证或录取通知书可享受“雨林剧场门
票+观光车票”25元/人的优惠价格；10人以上学
生团体凭有效学生证可享受“雨林剧场门票+观
光车票”25元/人的优惠价格；两人同行（无论学
生、成年人）均可享受“雨林剧场门票+观光车票+
鲜花餐厅特色餐”158元、“雨林剧场门票+观光车
票”60元两款双人套餐；两个成年人携一名1.4米
以下儿童可享受“雨林剧场门票+观光车票+鲜花
餐厅特色餐”168元的“2+1”亲子套餐。

海垦旅游集团规划建设
百个汽车房车自驾车
露营基地

本报海口7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林倩）记者近日从海垦旅游集团获悉，该集团
计划在全垦区建设100个汽车房车自驾车露营基
地，使之串联成线，形成一条具有海南农垦特色的
自驾旅游线路。今年计划完成3个至5个汽车房
车自驾车露营基地建设。

海垦旅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石向荣表示，
近几年，随着大众休闲旅游时代的到来，自驾游、
家庭式自助游和散客式自助游日渐风行，露营基
地建设愈来愈受到关注。

记者了解到，该集团将在垦区条件较好的农
场公司，布局建设风格各异的自驾车房车营地，同
时在营地周围规划建设与之风格相应的共享农
庄，满足游客“吃、住、行、养、游、购、娱、教”的需
求，既为海垦旅游带来人气和消费群体，也为海垦
旅游集团打造一大支柱产业。

南金农场公司
引进沃柑种植项目
一期计划种植2000亩

本报定城7月1日电（记者欧英
才）记者近日从南金农场公司了解到，
南金农场公司当前正从重庆引进沃柑
种植项目，目前已试种植60亩，一期
将种植2000亩。

据了解，沃柑是“坦普尔”橘橙与
“丹西”红橘的杂交品种，属于晚熟杂
交柑桔品种。“目前，沃柑在全国栽培
面积很小，市场售价较高，市场前景可
期。”南金农场公司副总经理张维亮告
诉记者，沃柑种植具有长势强、果品质
量好、采收期长等优点，种植要求适宜
年均温17.5℃以上的柑橘产区种植，
种植2年至3年即可挂果，亩产高达
2500公斤至3000公斤。

记者了解到，南金农场公司目前
已成立沃柑项目管理小组，农场公司
将与专业公司进行合作，做大做强沃
柑产业。

母山咖啡加工厂
实现全自动化生产
年产能可达3000吨

本报海口7月1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刘霞）记者今天从海南农垦大
丰咖啡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引进系列全自动化生
产设备，从咖啡豆的原料挑拣、咖啡豆加工到最后
的封装，均实现全自动化，年产能可达3000吨。

记者在咖啡加工厂看到，咖啡鲜果通过传送
带送进水池滤掉杂质，接着进入脱皮脱胶机、进入
发酵池，成为清爽的带壳豆。晾晒后的带壳豆经
过去石机除掉杂质，再输送到脱壳机，进入缓冲
仓，成为咖啡生豆。烘焙机把生豆自动装入机箱
内，根据事先调好的时间烘焙出浅焙、中焙和深焙
产品。

技术人员王子瑞介绍，烘焙好的咖啡豆如需
要研磨成咖啡粉，也有专门的研磨机，其他的咖啡
豆可直接封装，“现在加工厂有粉状封装机和颗粒
封装机，工作效率很高，如封装粉状的速溶咖啡，
一台机子每分钟能封装36条，每条17克。”

为保证产品质量，加工厂还特意购置了风淋
机，每名工作人员及参观者进入烘焙车间前都必
须经过风淋机，用强劲洁净的空气吹至人身上，清
除附着在衣服上的灰尘、发屑等杂物，“一方面是
防止2个不同环境的生产车间交叉污染，另一方
面也保证产品的干净卫生。”工作人员李梦和说。

据了解，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目前主打“母山咖
啡”品牌，咖啡原料产自全球咖啡种植黄金带，位
于海南中部的黎母山地区，具备出产最好中粒种
咖啡豆的黄色砖红壤、富硒等自然禀赋。母山咖
啡香气浓郁、滋味清醇、口感润滑、回甘持久。

一个水果专业合作社
党支部，多年来持续带动
了3000多户果农学技术，
带出了一个总产值达2.2
亿元的产业。

这件事就发生在海南
农垦红明农场公司。该公
司通过引导红明红水果专
业合作社党支部采用“党
支部+党员致富户+农户”
的方式，种植荔枝致富的
党员骨干主动帮扶普通职
工，开展 1 对 1 技术指导
……今年，红明农场公司
荔枝生产基地总产量和总
产值双双创出历史新高。

产业发展到哪里，哪
里就有党的组织。这只是
海垦控股集团进一步贯彻
落实全国和全省国有企业
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
以党建统领农垦一切工
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坚持“抓基层、打基础，做
实事，求实效”党建工作思
路的具体举措之一。

客商在了解海垦优质农产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