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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快讯

垦·人物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欧英
才 李关平 通讯员杨光 谷家福）中
国天然橡胶生产龙头企业海胶集团
将迎来大刀阔斧地改革。今天上午，
海胶集团综合改革动员大会在海口
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该集团基地
分公司的胶园将公开招标承包，将打
造国内天然橡胶贸易一体化平台，并
对整个橡胶供应链和营销链进行统
筹管理。

近三年来，胶价低迷，海胶集团
经营效益受此影响并不理想。“天然橡
胶产业是海南农垦承担的两大‘国家
战略’之一，其发展壮大，将直接影响
国家天然橡胶战略的稳定。”海胶集团
控股股东是海垦控股集团,该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

不仅如此，海垦控股集团当前
“一胶独大”的产业格局还没有完全
打破，旅游地产、商贸物流、金融业等
非农产业的改革还“正在路上”，海胶
集团的经营状况，对海垦控股集团影
响举足轻重。因此，海胶集团改革迫
在眉睫。

如何推进综合改革？海胶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王任飞透露，在保证
200万亩核心胶园的前提下，海胶集
团推动综合改革，就是要通过减员增
效、产业调整、加强考核等措施，在海
胶集团经营机制改革、产业发展上有
新突破。

在推进基地分公司管理体制改革
方面。海胶集团将开展重大改革创
新，开展基地分公司胶园公开招标承

包工作，或将先试点，再推广。
同时，做好胶园综合利用的文

章。综合利用橡胶林段空间、地理地
形等资源，因地制宜发展胶园林下种
养、林下旅游、休闲体验等“胶”“农”结
合、种养结合的全产业链项目，提高胶
园的附加值。使林下经济成为基地分
公司的经济“增长点”。

在推进橡胶加工与贸易体系改
革方面。要通过加快岛内橡胶收购、
加工业务的整合，加强海胶集团对全
岛橡胶资源的有效掌握和橡胶原料
的定价。并要加快国内橡胶贸易平
台整合。组建国内贸易一体化平台，
对整个橡胶供应链和营销链进行统筹
管理。特别是加快云南区域的战略布
局，将云南地区定位为海胶集团掌握

岛外橡胶资源的主战场。
在推进以效益为中心的薪酬体

系改革方面。海胶集团将把薪酬所
得与企业效益挂钩，建立经营管理红
黄牌警示制度，要继续加大冗员清理
的力度，分层次、分步骤开展人员清
理工作。

“加快推进同区域（农场）范围内
的农场公司、产业集团、海胶基地分公
司党群工作一体化管理的试点工作，
减少海胶集团二级企业非生产性管理
人员。”王任飞介绍。

通过改革从而实现海胶集团市
值、营业收入、盈利能力大幅提升，建
立起长期可持续盈利的机制，由原来
的传统农业生产驱动，向科技驱动和
市场驱动转型，打造亚洲最大的天然

橡胶生产、加工、贸易企业。
“改革必须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

心的理念。”杨思涛表示，改革的动员
令已经发出，希望海胶集团本着对股
东负责、对股民负责、对投资者负责的
态度，全面推进综合改革，不断提升盈
利水平，以优良经营业绩回报广大股
东、股民和投资者。

据了解，海南农垦因“橡胶”而生，
从1952年1月创建海南农垦以来，天
然橡胶一直是海南农垦人的“命”和

“根”，是海南农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根基。2005年3月，海南农垦成立了
海胶集团。2011年1月7日，海胶集
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登陆国内A
股市场，实现了从传统的农业企业向
现代企业的转变。

海胶集团召开综合改革动员大会

胶园将公开招标承包 国内首创

海胶集团无氨浓乳
成功应用

本报海口8月5日讯（通讯员谷家福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近日，记者从海胶集
团获悉，由中国天然橡胶协会牵头，海胶集团和北
京天一公司共同研发的天然浓缩胶乳创新型新产
品无氨浓乳，在温州隆享乳胶公司进行生产性应
用已成功。该产品属国内首创，也是国内首次成
功应用。

据悉，无氨浓乳今年5月份由海胶集团推出，
无氨浓乳与传统的高氨浓乳相比，该产品成功应
用最大的亮点是安全环保。能够改善乳胶制品加
工企业的劳动条件和提高劳动保障能力，将解决
困扰国内乳胶制品加工企业的污染难题，及以往
橡胶原料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问题（氨气
污染），有效改善和保护环境。此外，还将极大地
提升国产浓乳的市场占有率，尤其是在增强乳胶
床垫、枕头等制品的市场竞争力方面。

目前，在国内仅有海胶集团完全掌握了无氨
浓乳的生产和应用技术，海胶集团等参试单位正
在申报国家专利。

白马井互通八一旅游
公路项目将开工

本报海口8月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颜飞）近日，记者从八一总场
公司获悉，儋州市白马井互通至八一旅游公路项
目近期将开工建设，力争在2019年内完工。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属于我省交通基础设施
扶贫攻坚战农村公路建设工程之一，同时也是儋
州西部连接雅星镇、八一总场与儋州滨海新区的
一条重要干线道路。起于环岛高速白马井互通附
近，与改建后的省道S315相交，终点位于八一总
场石花水洞景区，依次途经丰猛老村、丰猛新村、
丰市岭、八一总场五分场、庙陀农场、八一总场场
部等地。

据介绍，该项目路线全长为28.35公里，均按
照双向两车道三级公路的标准进行改建，设计速
度40公里/时，路基宽8.5米，路面宽7.0米，估算
总投资为3亿元。

首届海南共享农庄
投资沙龙举行

本报海口8月5日讯（记者欧英才 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实习生吴金烽）近日，由
海南共享农庄股权管理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共享农庄基金）主办的首届海南共享农
庄投资沙龙在海口举行。沙龙会上指出，海南应
当推进农业与旅游、教育、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
融合，在不改变产权归属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运
用土地、农房等资源的租赁权和使用权，充分体现
共享经济的优势。

参与此次沙龙的人员纷纷表示，海南应当依
托优良的生态环境和独特的热带农业资源，坚持
以农为本、规划管控、市场主导、资源共享、试点先
行、助力脱贫、保护生态、彰显文化的原则，利用

“旅游+”“生态+”等方式，推进共享农庄建设。
海南共享农庄基金是由省金融办牵头，在省

农业厅和财政厅支持下，海南中视集团、海南农垦
旅游集团、海南农垦商贸物流集团、鲲腾基金、省
扶贫开发公司等省内知名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国
内首家共享农庄产业基金。

本报定城8月5日电（记者欧英才 实习生
赵君强 吴金烽）记者今天从南金农场公司了解
到，该农场公司2700亩三红蜜柚生产基地将于本
月中旬上市，产业结构调整取得新进展。

走进一片三红蜜柚林，齐人高的柚树上挂满
了拳头大的蜜柚。“三红蜜柚具有果皮、果肉、果囊

‘三红’的特征，此品种甜度高、果香浓、个头大。”
南金农场公司副总经理张维亮告诉记者，南金农
场公司光热条件绝佳，非常适合蜜柚生长，且蜜柚
成熟时间比内地早1个月左右，可成功避开上市
高峰期，从而在市场和价格方面占尽天时。

据了解，种植三红蜜柚是南金农场公司近年
来产业结构调整的缩影。农场公司从2014年起
开始启动三红蜜柚项目，朝着基地化、园区化、产
业化、品牌化的现代农业目标迈进，将其打造成为
继“南金菠萝蜜”后又一特色产业。

目前，南金农场公司已种植2700亩三红蜜柚
生产基地，带动76户114名下岗职工再就业。

南金农场公司三红蜜柚
本月中旬上市

暑假期间，东昌农场公司返乡的初中、高中和大学生，积极参与各种服务社会公益活动，丰富暑假生活。图为7月31日，该公司21队的返乡
学生，在该队胡椒园，帮助农户进行“回头看”采摘胡椒。他们热心为农户做好事，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 通讯员 林宝华 摄返乡学生帮农户采摘胡椒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夏贞吉

“看，我摘的这串龙眼又大又黄，
吃起来一定很甜。”近日，在海垦旅游
集团28队片区的“才哥”龙眼园里，
拎着满满一篮龙眼的游客陈敏开心
地向记者展示她的采摘成果。放眼
望去，龙眼园里一株株龙眼树上挂满
了一串串金黄滚圆的果实，狭长的枝
条上覆盖着四季常绿的叶子，远看像
一把宽大的绿伞。而“绿伞”下的游

客们正在高兴地采摘龙眼，体验农家
乐趣。

龙眼园的“园主”是海垦旅游集
团职工韦创才。看着进园的游客络
绎不绝，韦创才满脸笑意。据介绍，
近年来，海垦旅游集团大力发展“蓝
洋旅游”，韦创才便承包了20亩地，
栽种了150株龙眼树，在他的用心
栽培下，到了龙眼收成的时节，每天
都会有来自全省各地的游客来进园
采摘。

据介绍，韦创才的龙眼园发展采
摘经济后，年收入成倍增长。

发展采摘经济要有卖点。韦创
才介绍，自家龙眼园的卖点便是品质
好。“果树都是用‘蓝洋氡泉’水浇灌，
果园里散养的鸡可以为果树提供鸡
粪有机肥，果树生长过程绝不打农
药、激素药。”

记者了解到，采摘游还给农户带
来了如农家乐、民宿、农产品销售等
附加项目的增收，带动了乡村经济的

增长，促进农业多元化发展。
“我们还成立了儋州富业合作社，

集中力量做大做强‘采摘经济’。”韦创
才说。在感受到发展采摘经济带来的
好处后，他和职工们决心抱团发展乡
村旅游，为“蓝洋旅游”添砖加瓦。

下一步，该合作社将依托“蓝洋
旅游”的优势，整合土地资源，扩大采
摘园种植规模，增加杨梅等新果树品
种种植，丰富采摘游业态，同时不断
完善旅游附加项目建设。

海垦旅游集团职工因地制宜发展采摘经济

龙眼熟了勾游人 采摘火了富农家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我现在还有工作要忙，中午就
不回家吃饭了。”挂掉家人打来的电
话后，吴钟雄便继续投入到工作当
中。近日，记者在东兴农场公司信访
办公室见到吴钟雄时，时间已过正
午，他还在埋头翻阅材料，听他的同
事介绍，因为工作不回家吃饭已经是
吴钟雄的工作日常了。

如今40岁的吴钟雄，担任东兴
农场公司信访办主任。作为基层的
一名信访干部，吴钟雄常常冒着酷
暑、顶着风雨为上访群众奔波。前不
久，他获得了省委、省政府授予的

“2015-2017年度全省信访系统先进
工作者”称号。

“职工群众来上访都是有诉求
的。”吴钟雄工作的日常就是面对形
形色色的职工诉求及信访案件。大
到万洋高速项目征地等事件，小到

农户种植的作物遭焚烧、房屋漏水、
挡土墙倒塌等个体案件，吴钟雄都
得管。

也有不少情绪激动的上访者，一
上来就拍桌子指着吴钟雄破口大骂，
甚至还进行人身攻击，指责信访办
没做好为民服务的工作。“我安静地
听着他们发泄情绪，了解他们的诉
求，等他们发泄完了再以他们身边
的亲人朋友为切入点拉家常，先拉
近距离再讲政策。”吴钟雄回忆道。

面对上访者所提出的疑问，如信
访事项的受理、流程、时限等事项，吴
钟雄无须当场翻阅《信访条例》及相
关政策也能够对答如流，给上访人一
个满意的解释。当遇到个别突发事
件，涉及到连信访部门也并不掌握的
政策时，吴钟雄则会领着上访者到相
关部门进行对接。

“信访办主任是一个很重要的
角色，不仅要求精通业务知识、政策
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同时还要具备
协调能力强、有耐心等特质。”东兴
农场公司党委委员、分管信访工作

的吴德雄认为。
“2016年3月16日上午，东兴农

场社保科、武装部相关负责人与信访
办吴钟雄陪同上访户林某成、符某等
人到万宁市民政局，该局相关负责人
找出民政部相应文件对上访者进行
现场解答，随后上访者明白了其移交
但未能审核通过的原因，表示今后不
再上访该事。”记者在关于林某成、符
某等人申报东兴农场参战参核人员
报告文件上看见，吴钟雄那时亲手写
下的工作记录。

从事信访工作5年来，吴钟雄一
直保持着及时记录的习惯，信访案件
上那密密麻麻的笔迹诉说着一名信
访工作者的尽职尽责。

据统计，2016年，原东兴农场信访
办共处理了50宗信访案件，到了2017
年，信访案件数量缩减将近一半。

“要把信访工作延伸到基层，将
上访者的矛盾和纠纷及时化解在萌
芽状态，平时工作做得越到位，信访
案件就越少。”吴钟雄道出关键。

作为一名基层信访干部，吴钟雄

常常为上访群众奔波在基层。如在
农用地规范清理过程中引发的群众
纠纷，要及时下基层进行协调处理；
接到职工群众的上访，要到实地调查
上访内容是否属实；有时还要利用晚
上和周末的时间去到农户家里进行
相关政策宣传等等。

在处理国家级信访积案魏某林
“建房问题”一案时，吴钟雄曾多次
下队去到魏某林家中，好几次都无
功而返。去之前在电话里约好了要
见面，到当天魏某林就以要下地施
肥等各种理由推脱。“后来1.5万元
的建房补贴办妥了，她才真的意识
到我们是真心在帮她，见面主动和
我打招呼，还热情邀请我去她家做
客。”吴钟雄笑着说。

“信访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关键要
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这是一项
了解民情、集中民智、维护民利、凝聚
民心的工作。解决百姓合理诉求，就
是我的追求。”吴钟雄的一番话，道出
了他多年从事信访工作的真情实感。

（本报万城8月5日电）

海垦东兴农场公司信访办主任吴钟雄一心扑在工作上

“解决百姓合理诉求，就是我的追求”海垦多单位领导
大接访大下访

本报海口8月5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黎鹏 通讯员林芳
玲）“感谢农场公司帮忙解决了我担
心的问题。”龙江农场公司上访户余
辉的话语里流露着浓浓的感激。因
为红心橙果园建在余辉承包地的必
经之路旁，他担心日后橙园砌围墙
后，自己进出承包地会十分困难。近
日，余辉在芙蓉田管理站的接访活动
中表明了自己的诉求。接访结束后，
龙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吉
明迅速联系相关人员对余辉反映的
问题给予解决，为其进入承包地留出
了预留位置。

近段时间以来垦区各单位纷纷
响应海垦集团《组织开展全垦区领导
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动方案》的通知
要求，积极深入到基层一线群众的身
边去，倾听职工群众的真实心声，切
实为职工群众排忧解难。据不完全
统计，自“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活
动”开展以来，垦区各单位已接待来
访职工群众1000余人，受理来访材
料50余件。

龙江农场公司将
打造红心橙采摘园

本报牙叉8月5日电（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黄丽妙 实习生吴金烽）记
者今天从龙江农场公司了解到，在近
日举行的白沙黎族自治县百日招商
项目签约会上，该农场公司与白沙忠
青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签订芙蓉共享
农庄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打造
红心橙采摘观光生态园。

该项目位于龙江农场公司芙蓉田
管理站6队，项目用地1500亩，总投
资1亿元。除了打造采摘体验项目，
园区还将建设医疗康养、特色酒店、美
食一条街，带来120个就业岗位，带动
企业增效、职工增收。

南金农场公司三红蜜柚生产基地种植的
蜜柚。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