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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雅楠

通讯员 许振东 刘霞

“多亏农场公司帮扶我发展养羊
产业，今年已陆续出售4只肉羊了。”
每天清晨，在母瑞山农场公司母瑞一
队林段的小道上，总能看到贫困职工
冯尔信放羊的身影。自2016年底被
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后，根据冯尔信
的实际情况和个人意愿，母瑞山农场
公司给他送去了4只母羊，对他进行
产业帮扶。

经过近两年的精心看护饲养，冯
尔信的羊群今年底有望增加到 30
只。“如果保持每年20只母羊的存量，
两年可产羊仔120只。每只羊仔价格
在1000元左右，平均每年我能有6万
元收入。”冯尔信仔细计算着未来的收

入，离摘掉“穷帽子”的好日子越来越
近了。

对冯尔信的帮扶事例仅是海南农
垦落实脱贫攻坚、产业扶贫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海南农垦创新扶贫工作
新机制，主抓产业扶贫重点，不断激发
贫困户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内生动
力，助力贫困户拔“穷根”、摘“穷帽”。

今年7月16日到8月10日，海垦
控股集团督查办公室和农场事务部联
合组成了督察检查组，对垦区相关农
场公司、单位脱贫攻坚工作进行了督
导检查，全面精准掌握垦区贫困户信
息和帮扶落实情况。

督查检查组发现，垦区绝大多数
帮扶责任单位产业帮扶责任人能够正
确履职，积极配合属地政府落实产业
扶贫政策，实施产业帮扶。但仍然存

在个别产业帮扶责任人对帮扶对象家
庭情况不够熟悉，部分单位仅仅停留
在配合属地政府发放钱物和种苗层
面，发放的禽畜种苗属于散养状态，部
分单位与属地政府沟通协调不够，产
业扶贫措施仍处于宣传发动和计划阶
段等问题。

今年8月31日，省委七届五次全
会审议通过了《海南省打赢脱贫攻坚
战三年行动计划》，为今后三年海垦脱
贫攻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9月15
日，海垦控股集团出台《海南农垦打赢
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实施方案》(以
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海南农
垦将继续以产业扶贫为重点，确保在
2018年底前实现垦区贫困人口全部
脱贫退出，在2020年底前实现海南垦
区列入“十三五”期间中央财政重点扶
持的16个国有贫困农场公司全部脱
贫摘帽。

“产业扶贫是实现长期稳定脱贫

的根本之策。”海垦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杨思涛表示，海南农垦作为
海南最大的国有农业企业集群，要切
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不断提高
产业扶贫能力和实效，充分利用资源、
产业、组织优势，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深秋时节，阳江农场公司就业创
业咖啡培训基地的1250亩咖啡树长
势正旺，原大丰分场三队贫困职工潘
才生正在他承包的咖啡地里进行田
间管理。“锄草、剪枝、施肥，做些养护
工作，就有固定的收入，比在外面打
零工强多了。”潘才生说，农场公司免
费提供种苗、肥料、基础设施等，基地
培训班还传授他们种植技术，等到咖
啡投产后，农场公司负责回收，收购
价格会比市场价高一些，不用担心销
路问题。

在阳江农场公司，像潘才生一样
走上咖啡种植管理岗位的下岗职工、

待业职工子女和贫困职工目前有45
人。为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该公司
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成立了阳
江农场公司职工就业创业咖啡种植技
术培训基地，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职工参与种植管护，预计人均年收入
可增加2万多元。

如今，垦区越来越多的农场公司
通过产业帮扶，使贫困户找到了脱贫
致富的“金钥匙”。记者在一份母瑞山
农场公司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反馈表
上看到，该公司被列为精准扶贫对象
的7户贫困户已有5户成功脱贫。

据了解，为进一步部署推进垦区今
后一段时期的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工
作，海垦控股集团近期还召开了脱贫攻
坚工作视频推进会。海垦控股集团总
经理王业侨表示，垦区上下要加大精准
帮扶力度，确保资金到位、措施有效，扶
贫项目效益好、带动广、可持续。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

本报那大11月5日电（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颜飞）
近日，八一总场公司明湖水体改造项
目全面完工。如今，湖水清澈，湖边建
起了栈道(见上图，通讯员颜飞摄）。“湖
水有了活力，人的心情也变得轻松自
在。”住在明湖小区的职工李婷说。

此前，作为八一总场公司场部
主要居民生活、休闲区，明湖西面

有6个生活污水排放口，污水未经
处理直接排至湖中，造成湖内水质
污染发臭，淤泥沉积严重。除此之
外，湖内挡土墙护坡（浆砌片石）修
建已达20余年，出现了水蚀、空洞、
基础大面积塌方等现象，存在较大
安全隐患。

今年，在儋州市“两创一建”、加
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契机下，八一

总场公司和八一居联合提交申请，并
很快得到儋州市政府的回复及财政
支持。随后，儋州市对八一居环境卫
生整治作出统一部署，制定水环境治
理实施方案。今年5月，明湖污水清
淤整治、护坡加固及其排污管道（网）
建设工作正式开始施工，由八一总场
公司和八一居负责具体执行。

经过对明湖进行综合整治，清理

湖底污於及维修挡土墙护坡基础，有
效提升了当地居民生活质量，改善了
人居环境。

该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永华
说，下一步八一总场公司还将结合长
岭森林公园、明湖广场的改造升级规
划等项目，再进一步提升明湖周边的
人居环境，促进产业发展，让绿水青
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海垦控股集团2019年
“青苗计划”启动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欧英才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黎鹏 通讯员汤婵娟）海南日报
记者11月5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海垦控股集
团2019年“青苗计划”管培生人选招聘于近日开
始启动，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约50名管培生，涉及
金融投资、农业产业、市场营销等数十个岗位。

据介绍，海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将在全国
各地进行青苗计划宣讲活动，并积极将“青苗计
划”招聘活动融入“百万人才进海南”招才引智系
列活动。上月，海垦控股集团已到湖北武汉进行
宣讲，与有意向的在校应届毕业生面对面交流，扩
大“青苗计划”招聘行动的传播影响。

据了解，此次“青苗计划”还将走进国内知名
高校进行校园宣讲，与有应聘意向的学子进行面
对面交流。有应聘意向的毕业生，可在海垦控股
集团官方网站、官方微信公众号下载填写“青苗计
划”管培生报名登记表并发至邮箱：hkkghr@
163.com。报名即日起至2018年12月20日止。

“青苗计划”旨在为海垦控股集团储备未来中
层管理团队的后备力量，增强企业的发展活力和
发展后劲。本次招聘含毕业不足3年（2017年7
月-2019年7月期间毕业）的优秀毕业生。

乌石绿橙包装加工厂
全力运行保生产
助力琼中绿橙产业发展

本报营根11月5日电（记者欧英
才）海南日报记者11月5日从海垦乌
石农场公司了解到，随着10月28日琼
中绿橙开摘上市，该农场公司旗下乌石
绿橙包装加工厂已开始全力运行加工
包装箱，为琼中绿橙品牌“保驾护航”。

“乌石绿橙包装加工厂日加工产
量为100吨。”乌石农场公司总经理欧
阳剑告诉海南日报记者，2017年，乌
石农场公司通过与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政府沟通对接，县政府全权委
托农场公司承接琼中绿橙的包装加
工业务。

据悉,为保护“琼中绿橙”品牌，
规范市场，严厉打击假冒伪劣绿橙，
琼中绿橙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琼
中绿橙”包装箱不对外分发，由琼中
县农技中心指定人员在加工厂负责
管理。绿橙鲜果如要装箱销售，必须
运到乌石绿橙包装加工厂进行分拣
清洗后，检验合格后按果品等级装
箱，不合格的果品一律不得使用绿橙
包装箱。

此外，上市销售的“琼中绿橙”必
须具有绿橙协会授权证书、果园采摘
证明、农技中心出具的农药残留检测
报告、全国联网二维码，授权的商家如
果出现售假行为，将会被取消授权资
格并立案查处。

在保护琼中绿橙品牌的同时，也
为农场公司带来一定的收益。去年绿
橙采摘季节，加工厂共加工包装绿橙
193万斤，收取加工包装费208万元，
实现利润80万元。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伍祁榕 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吴仕章）海南日报记者11
月5日从海垦控股集团了解到，海垦
不断加强党组织建设，增强基层党组
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两年来投入近
3000万元，截至今年8月底已建成
295个党员活动阵地，充分发挥党员
教育活动阵地的宣教作用，进一步提
升党建工作水平。

在今年初召开的海南农垦2018
年工作会议上，海垦控股集团党委提
出：今年是集团的“党建加强年”，要
求各级党委要全面完成所属党支部
的规范化建设，全面实现垦区党建工

作规范化、标准化、统一化，进一步提
升海垦集团基层党支部建设科学化、
规范化水平。

“按照集团党委的要求，我们把
党员活动阵地建设作为党建工作的
一项重要指标来落实。”海垦控股集
团党委组织部副部长李健表示，目前
二级企业新建设的党员活动中心和
党员活动室大多数已正式投入使用，
成为各基层企业党支部加强党员教
育管理、规范党组织建设和加强党性
修养的重要阵地。

在乌石农场公司党员活动中心，墙
上悬挂着宣教展板，党建园地栏目里不
断更新着党员学习心得体会，还配备有

党员远程教育电教设备等。“党员活动
中心集会议、学习、培训等功能于一体，
为党员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该公
司党群工作部部长陈于翔说。

今年8月，中坤农场公司按照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下达的指标任务和
要求，完成该辖区党员活动阵地建
设。“党员活动室的建成，为党员干部
和退休老党员开展组织生活提供了
场所，加强了彼此间的沟通交流，企
业各项工作得以良好开展。”中坤农
场公司党群工作部部长李育善深有
感触地说。

为了更好地推进党员活动中心建
设，龙江农场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干部

到南金农场公司党员活动中心调研学
习，并利用一个月时间，完成了该公司
党员活动中心的策划设计、改造和布
置。“公司党员活动中心受到属地政
府、招商企业的点赞，已成为了企业对
外树立形象的窗口。”龙江农场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陈吉明表示。

“目前，距离今年实现垦区基层
党组织活动场所全覆盖、全达标的目
标任务仍有一定的差距，时间紧任务
重。”李健说，各下属企业党组织要高
度重视，全力以赴推进党员活动阵地
建设工作，为将海南农垦打造成为海
南经济新的增长极和国家热带特色
农业示范区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母山咖啡入选农交会农垦
展团“十佳优质农产品”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刘霞）近日，第十六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
下简称农交会）农垦展团“十佳优质农产品”名单
揭晓，海南农垦推荐的母山咖啡入选。

母山咖啡是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的主要产
品，前身是“琼丰”咖啡。依托优质的自然生长环
境、悠久的种植历史以及海垦控股集团打造的“品
牌强垦”战略，近年来母山咖啡异军突起，备受市
场青睐。

此次入选“十佳优质农产品”还包括宁夏农垦
的西夏王葡萄、内蒙古农垦的阿力得尔乌珠穆沁
羊、新疆兵团的“新农”有机纯牛奶等。

据了解，此次“十佳优质农产品”将获得奖牌
及《中国农垦杂志》专版宣传机会。本次活动由中
国农垦经济发展中心举办，旨在为向全社会推介
优质安全的农垦产品和品牌，提高农垦企业、农垦
品牌、农垦产品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
陆和）近日，记者从海垦茶业集团
获悉，该集团旗下保亭金江五指山
分公司即将出产的首批“金鼎牌”
早春茶，目前已被北京一客商抢先

预订，首批订单金额为 154 万元，
刷新了“金鼎牌”早春茶订单的最
高纪录。

“今年这款茶的价格平均每斤
要比去年高出10元，北方的天气已
经冷了，对早春茶的需求也随之而

来。”海垦茶业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

据了解，“金鼎牌”早春茶是海
垦早春茶中最早上市的春茶，每年
11月起开摘上市，产自于五指山金
江茶文化产业园区。该园区是中

国最南端的高山云雾茶叶产区，处
于低纬度、高海拔热带气候，是生
产名优茶叶的特佳产地。“金鼎牌”
早春茶具有色泽翠绿、香气馥郁、
鲜爽回甘等特点，深受广大消费者
青睐。

海垦控股集团切实履行产业扶贫主体责任，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产业扶贫引活水 精准施策摘穷帽

海南农垦两年投入近3000万元建成295个党员活动阵地

加强基层党建 夯实战斗堡垒
两年来

投入近 万元

海垦八一总场公司明湖水
体改造项目完工

明湖荡清波
美景入眼来

海垦今年首批早春茶被抢先预订
金额达154万元,刷新了订单最高纪录

近日,海垦南繁集团南滨地区群众在瓜菜基
地采收冬季瓜菜。据悉,今年海垦南繁集团计划
种植冬季瓜菜5000多亩。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295个党员活动阵地包含
截至今年8月底已建成

个党员活动阵地

其中
海垦控股集团投入了975万元
各二级企业自筹资金超过2000万元

规范化党员活动中心
21个

党员活动室
230个

党建园地
44个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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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垦赛博公司通过
海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本报海口11月5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袁宇君）记者11月5日从省科技厅了解
到，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赛
博公司）通过省科技厅认定，成为海南2018年首
批79家高新技术企业之一。

“此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是对金垦赛博
公司高新科技驱动力与软实力的证明，是政府对
金垦赛博公司经营能力的认可。”金垦赛博公司董
事长孙甄告诉记者，认定有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
象、提高企业市场价值与资本价值，为今后金垦赛
博公司开拓市场、招标引资增添筹码。下一步，金
垦赛博公司将利用国家与地方政策利好与资金扶
持，加强与高等院校在高新技术工程研究方面的
合作，提高自身自主创新能力，更好地服务集团与
垦区企业数字化转型。

据了解，按照《海南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的若干规定》，经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将获得奖
励资金专项用于企业技术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