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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海垦乐东片区风景秀丽，蕴藏
着丰富的旅游资源。毛公山、猴
猕岭、佳西岭等奇山绵延起伏，昌
化江、红水河、南巴河等河穿流而
过……

然而一直以来，由于交通不
便、开发较晚等诸多因素，很多旅
游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挖掘，一些
旅游资源甚至至今处于深闺未人

识的状态。
“琼乐高速的开通，将促进农场

公司旅游资源的开发。”毛公山农场
公司总经理欧昌锋说，借助琼乐高
速开通的东风，农场公司联合海垦
建工集团于今年启动毛公山景区升
级改造工作，对景区软硬件设施进
行全面提升，年底还将承办2018年
乡村文化旅游峰会暨中国少数民族

村庄发展论坛。
11 月 9 日，海南日报记者在

毛公山景区看到，中国少数民族
文化博物馆、中国（海南）少数民
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等场馆已经
完工，部分基础设施正在抓紧完
善中。

而荣光农场公司，正积极推进
红水河大峡谷文化景区、龙门现代

生态观光园两个旅游项目，谋划打
造山水生态旅游胜地和田园休闲胜
地。“旅游产业是农场公司发展的重
要板块。”母连云表示，农场公司将
积极融入海南省全域旅游建设，深
度开发“海垦美景”，打造高品质旅
游项目，不断延伸产业链条，真正实
现路通财通。

（本报抱由11月12日电）

做足旅游文章，深度开发“海垦美景”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通讯员 陈茜

“农业农庄农为本，共建共享共
致富。”位于三亚市海棠湾的南田鸿
洲共享农庄后勤保障基地门前，贴着
这样一副对联。

这不仅是口号，更是一份承诺和
责任。在推进南田鸿洲共享农庄的
建设过程中，海垦神泉集团坚持“三
保护”“三不离”“一就”原则，充分考
虑被征地职工及村民的利益，安置好
他们的生产生活及今后的发展。

近年来，海垦充分利用资源、产
业、组织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积极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海南农
垦首个共享农庄——南田鸿洲共享

农庄，因势而生、顺势而为。作为
2017年海南共享农庄创建试点项目、
2018年省重点项目，南田鸿洲共享农
庄项目占地面积为3838亩，计划总投
资40亿元。

神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南
田鸿洲共享农庄董事长彭隆荣介
绍，“三保护”即保护生态、保护职工
和企业的利益、保护投资者和消费
者的利益；“三不离”即职工群众不
离土、不离家、不离园；“一就”即就
地就业。

11月9日，在南田鸿洲共享农庄
后勤保障基地，搬迁户蓝亚香正在食
堂忙着做饭，这是神泉集团为她就地
安排的新工作。

今年，蓝亚香居住多年的南田农

场原活性炭厂片区，被划为南田鸿洲
共享农庄拟建设范围的6大片区之
一。不久之后，那里将建设为南田鸿
洲共享农庄的接待中心。

“我在这已经工作一个多月了，每
月工资加补助将近3000元，还包三
餐。”蓝亚香告诉记者，她和丈夫除打
工外，还发展自营经济来赚取家用。

为妥善安置被征地的职工群众，
神泉集团统一给每户搬迁户分配一
套指标房，面积为100多平方米，额外
补贴9.8万元。过渡期间，搬迁户可
到统一安排的过渡房居住，也可选择
自行租房居住，每户每月能领到600
元的补贴。

“1年半后，神泉集团必须将指标
房交给搬迁户。若是逾期交房，每月

补贴将增加至1000元。”神泉集团总
经理助理、经营管理部部长王敏曼
说，要真正做到和谐搬迁、平安安置。

而对于持有整片果地的搬迁户，
神泉集团给出两种选择：一是要地，
二是入股。

职工马瑞权居住在神泉集团东
风分公司黎光片区，家里有3.2亩果
地。11月9日一早，神泉集团工作人
员便特地来到马瑞权的家里，为他算
了一笔经济账。

若马瑞权选择要土地，按照5万
元/亩的青苗补偿标准来计算，可一次
性拿到16万元现金补偿，并可在非项
目建设用地区域获得一块同等面积
的置换地，重新发展自营经济；若其
选择入股，则可继续经营原来的果

地，“保底+分红”，合同期限为30年，
按照每年每亩6000元的标准来计算，
马瑞权一年保底收入1.92万元，外加
年底经营盈利分红。

“企业要站在职工的角度思考问
题，为职工提供多种选择，而不是下
达一个硬性规定，让职工无从选择。”
彭隆荣说。

此外，南田鸿州共享农庄还提出
“职工收入倍增计划”，为职工群众提
供了四项工资和财产性收入来源，在
不计土地租金的情况下，力争使职工
收入可持续增长，让共享农庄的南田
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三亚不仅有海，
更有南田生活。”南田共享农庄总经
理张波说道。

（本报三亚11月12日电）

神泉集团坚持“三保护”“三不离”“一就”原则——

项目建设既要富企业也要富职工

海垦乐东片区企业紧抓琼乐高速开通机遇，努力打造投资高地、发展福地、旅游热地

借力路通 谋求财通

11月 9日 13时许，位
于乐东黎族自治县的海垦
荣光农场公司党委会议室
内，一场以产业发展为主题
的会议仍在进行。在与会
人员热烈的发言中，“项目”
“产业”“效益”是高频词。

“琼乐高速的开通，给
农场公司带来了发展新机
遇，带着项目前来洽谈的
企业越来越多。”荣光农场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母
连云说，交通大动脉的彻
底打通，为拉动投资、促进
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支撑。

一路通带动百路通。
11月7日至9日，海南日报
记者走进荣光农场公司、
毛公山农场公司、海胶集
团保国分公司等海垦乐东
片区企业，注意到这些企
业正紧抓琼乐高速开通的
机遇，围绕热带高效农业、
共享农庄、农旅结合的田
园综合体、旅游开发等方
面做文章，努力将海垦乐
东片区建成新的投资高
地、发展福地、旅游热地。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秋英

11 月 7 日，在荣光农场公司
“分利不分地”龙眼示范基地，成片
的龙眼树上，已挂满密密麻麻的白
色小花。

“这批龙眼预计明年1月底上
市，价格比正常上市季节要高出好
几倍！”基地相关负责人何世庆说，
乐东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具有得天独
厚的优势，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农
场公司职工普遍种植冬季瓜果。

根据海垦农场企业化改革方

案，荣光农场公司、毛公山农场公
司、海胶集团保国分公司等海垦乐
东片区企业，多由几个农场合并重
组而成。以荣光农场公司为例，“公
司土地总面积达75万亩，由原山荣
农场、乐光农场、抱伦农场、福报农
场、乐中农场等农场重组而成。”母
连云说。

丰富的土地资源、优越的自然
条件，是发展热带高效农业的利
器。可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资源

“待字闺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效
益。琼乐高速开通前，从海口到乐
东县城抱由镇的车程，需要4个小
时。“运输成本高，收购商不愿意来，
物流配送受到极大限制。”荣光农场
公司龙眼种植户何世发回忆道。

琼乐高速开通后，从海口到抱由
镇车程缩短至2小时左右。“要想富，
先修路；富得快，高速带。”母连云表
示，琼乐高速的通车，为企业做强做
精做优热带特色农业带来了新契机。

依托资源禀赋，加快发展热带高效农业

11月8日，海南日报记者在海
垦共享农庄（保国）田园综合体项目
看到，项目一期区域内已种植数百
亩凤梨、火龙果和百香果。这个项
目是2018年省重点项目，旨在打造
主题突出、文化气质鲜明、特色显著
的农旅产业园区。

这个项目于琼乐高速开通当天
开工奠基，由海胶集团、海南天地人
生态农业股份公司、乐东绿丰源种
植专业合作社三方合作建设。

“共享农庄的建设运营，离不开
良好的交通条件，高速开通必将吸
引更多客流。”海南天地人生态农业

股份公司相关负责人坦言，之所以
选择合作投资该项目，是因为看好
项目今后的发展潜力。

海胶集团保国分公司总经理徐
成权表示，在当前企业克服胶价低
迷、发展非胶产业的大背景下，这一
项目的开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将
真正实现项目和产业培育，打造农
旅结合的新亮点、新卖点。

不仅仅是这一个项目，海垦乐
东片区企业正掀起发展热潮。

10月29日，荣光农场公司中国
海垦乐东热带花果世界项目正式开
工。这个大型农旅项目，以创建国家

热带名优水果先试先行示范基地和
国家首座热带花果博览园为目标。

“企业活力增强，干部职工干事
创业劲头更足了，都在谋划主导产
业、精准招商引资、推动项目落地。”
荣光农场公司总经理温鲤说，农场
公司正努力创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加快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在荣光农场公司，澳洲淡水龙
虾养殖项目收益可观，荣欣制冰厂
预计下月正式投产运营……琼乐高
速的开通极大改善了投资环境，带
动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流入，
助力该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依靠项目带动，海垦乐东片区企业掀起发展热潮

近年来，海垦南繁集团下属的南繁种业公司着重高端农产品的开发，引进优质新品种玉米在南繁种子基地试验种植并推
广。图为南繁种业公司技术人员在对新品种玉米进行去雄花、杂株。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海垦培训企业派驻监事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黎鹏 通讯员黄海琦）海垦控股集团日前在
海口举办垦区企业派驻监事培训班，进一步提高
垦区各企业外派监事的监管能力，有效提升企业
治理效能和运作效率。

据介绍，此次培训是海垦控股集团成立以来
首次举办派驻监事培训班，旨在使集团派驻各企
业监事强化对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化、监事会的构
建和运作机理、监事的工作职责和工作方法的认
识和理解。

近年来，海南农垦沿着“垦区集团化，农场企
业化”的主线坚定不移地推动新一轮改革，加大
力度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的顶层设计，监事会作为
公司治理结构的“三大支柱”之一，得到高度重
视。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日前，海垦控股集团
已印发《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监事
监督检查工作管理暂行办法》，旨在进一步规范
监事监督检查工作，提高监事监督工作的针对性
和时效性。

“海牧宝”正式上线
打造一体化兽药疫苗购销平台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雅楠）11月10日上午，海垦草畜“海牧
宝”平台正式上线，用户可关注“海牧宝”微信公众
号，完成注册后进入微商城，线上购买兽药、疫苗。

据介绍，“海牧宝”由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旗下
海垦草畜科技公司（以下简称草畜科技）和海南金
垦赛博公司共同开发，是在海南省畜牧兽医药械
公司、海南海牧动物生物制品供应站基础上创建
的B2B购销平台，集兽药疫苗销售、远程视频诊
疗、畜禽及宠物疾病检测、药品检测等为一体。通
过电子信息化管理，实现产品准入及可追溯，能够
最大限度满足畜牧养殖户对兽药、疫苗和兽医服
务的需求。

“利用‘互联网+’将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方的
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助推企业管理标准化，提高管
理效能。”海垦集团总经理助理许江表示。

海垦草畜“租金宝”上线运营
租户可用手机缴纳土地租金

本报海口11月12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
中心记者卢月佳）近日，海垦草畜产业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草畜）土地租金收缴平台“租金宝”
上线运营，公司旗下租户用手机就能缴纳土地
租金。

据了解，“租金宝”由海垦草畜与海南金垦赛
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研发。该平台基于海垦
现有的土地运营系统，通过技术、产品、应用、服务
相结合，从而实现线上土地租金收缴。

海垦草畜产业公司总裁周秋平表示，“租金
宝”的应用及推广，使租户足不出户便能实现线上
缴纳土地租金及查询租赁地块信息，为租户提供
极大的便利。同时，“租金宝”还提高了公司的土
地租金收缴效率，规范了收租模式，为土地精细化
管理工作提供科学决策，促进企业与农户之间在
土地利用方面的沟通和联结。

海垦“母山”咖啡再出新品
本报营根11月12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

员刘霞）海南日报记者11月12日从海垦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获悉，该集团近日推出新品——挂耳
咖啡，已正式投产。

“此次推出挂耳咖啡，是‘母山’咖啡进一步开
辟大众市场的重要举措。”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
销售部相关负责人说，挂耳咖啡在设计上充分考
虑了冲泡便利的因素，既省去了传统冲泡现磨咖
啡需要过滤等配套设备和繁琐的操作流程，又保
留了原味咖啡的纯粹馨香。

自2017年底以来，根据市场需求，海垦大丰
咖啡产业集团先后推出了原味咖啡系列、速溶咖
啡系列产品。目前，“母山”牌咖啡有原味烘焙豆、
现磨粉的罐装和袋装等7个包装产品，以及炭烧
风味、脱脂奶风味、椰奶风味和二合一速溶等4种
口味的盒装速溶咖啡产品，深得省内外消费者的
喜爱。

今年11月初，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十六届中
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展上，“母山”咖啡成功入选
农垦展团“十佳优质农产品”称号。

海垦南繁集团试种玉米新品种

海垦共享农庄（保国）田园综合体
项目一期区域内种植的火龙果。

通讯员 谷家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