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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重点推进以经营机制、管理机制、协同发展机制为重点的内部机制改革

机制活起来 下好一盘棋

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
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牛鼻子”。然
而长期以来，机制不活是困扰海垦改
革发展的一大痼疾。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原省农垦总局所辖40个农场、原农垦
集团及其下属30多家企业都存在生
产经营机制不活的问题，吃“大锅饭”
的现象较为严重，现代企业制度、法人
治理结构尚未建立健全。

新一轮农垦改革直面机制不活的
深层次障碍，继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
体系、规范“三会”制度；按专业化要
求，整合重组原农垦集团二级企业，组

建产业公司，培育壮大产业板块。
“我们将涉及旅游地产的8家二级

企业和25家‘小、散、弱’企业重组为海
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对12家业务相同
或相近的物流、仓储、商贸、信息化系统
开发与管理等资源企业进行整合，组建
海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海垦
控股集团企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与此同时，各个农场转企改制，按
照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来构建农场公
司治理结构。转企改制后的农场公
司，经营机制被激活，打造成了真正市
场化的经营主体。

为进一步健全灵活高效的市场化

经营机制，海垦控股建立与业绩挂钩的
考核和薪酬体系。全面下达总部各部门
和二级企业KPI考核指标，并签订经营
目标责任书，全面实施绩效薪酬，年底严
格按照考核兑现奖惩。“打破‘干多干少
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平均主义
观念，建立健全重实绩、重贡献、向优秀
人才和关键岗位倾斜的分配激励机制。”
海垦控股集团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表示。

“转企改制后，没有了‘处长’‘科
长’，经管人员带目标、带措施竞聘上岗，
以效果定去留，以业绩定薪酬。”海南农
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原红明农场）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波对海南日报记者说。

部分企业还进一步改善经营机
制。即将完成农垦企业混合所有制改
革试点工作的海垦建工集团，通过转
换企业经营机制，积极引入社会资本，
快速提升企业专业能力和投资实力，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为进一步有效防范经营风险，海垦
控股集团修改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强化
对集团重点工作的法律服务水平，实现
派出财务总监全覆盖，组织开展集团本
部重大经营项目决策程序跟踪审计，去
年以来完成各类审计405项，提出整改
意见8条，督促各相关企业整改，切实降
低风险，维护国有资产权益。

健全经营机制 | 壮大海垦市场主体

推进协同发展机制 | 强化“一家人”理念

海垦控股集团旗下企业分布于全
省各地及多个行业。过去，项目审批流
程多、耗时长，效率低，一直困扰垦区许
多企业，这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迫切
需要高效运转的机制为企业提质增效。

今年初，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议
基础上，海垦控股集团成立投资委员
会，建立快速审批机制，严格规定审批
时限，促进项目落地。

“审批速度加快了！项目从立项
到获得批复比原来提速50%以上。”
海垦神泉集团副总经理郑文坚感慨

地说，投资委员会优化了审批流程。
从前，项目审批要过“四会”——专题
会、党委会、总经理办公会和董事
会。现在只需要开两次会，一次是党
委会和投委会合开，一次是董事会。

新一轮农垦改革以来，海垦控股
集团多举措强化企业内部管理，促进
企业提质增效。

2016年和2017年，海垦控股集团
分别开展“我为扭亏保盈做贡献”和“扭
亏保盈决战年”活动。制定了僵尸企业
清理、富余人员清理、债权债务清理处

置、增收节支降本增效等12项专项工作
方案，明确了主要目标、实施路径、责任
领导和责任人、完成时限和保障措施。

给二级企业松绑放权。出台集团
总部和二级企业管理事项授权清单，
赋予二级企业战略与投资、财务及资
产管理等四大方面49项工作更大经
营自主权。

实施企业经营红黄牌制度。从
2017年第二季度开始对没有完成任
务的二级企业绩效责任人实行红黄牌
警告，对没有完成省重点项目建设时

序进度的企业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
开展“三清一控”工作。2017年以

来已清理冗员5300余人，减少开支
4900余万元，盘活沉寂资产、处置无效
低效资产、清理债权债务9000余万元。

严格落实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责
任制。始终坚持红线意识和底线思
维，把安全生产与海垦改革发展同规
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同奖惩，
大力推行安全生产制度化、体系化、标
准化建设和应急能力建设，实现了“零
事故”的目标。

激活管理机制 | 为企业提质增效

今年11月23日，海南农
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在海口
挂牌成立。该集团将整合垦
区荔枝产业资源，做强做优荔
枝产业。

组建荔枝产业集团，是海
垦控股集团关于“整合产业、
协同发展”战略的具体举措，
也是海南农垦推动以协同发
展机制为重点的内部机制改
革的重要举措。这也意味着，
各农场公司产业同业竞争现
象严重、“单打独斗”的经营模
式即将成为过去。

“当前，海南农垦体制改
革已基本完成。海南农垦改
革的重点转向内部机制改革，
向经营机制、管理机制、协同
发展机制‘动刀’。”海垦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杨思涛
表示，不断提高内部管理水平
和市场竞争力是省委、省政府
对海南新一轮农垦改革发展
提出的新要求。要想做深做
透海垦改革这篇大文章，必须
依靠更彻底的内部机制改革
和创新，才能真正做到“企业
增效、职工增收”。

海垦茶叶集团有效整合垦区茶叶资源，做大做强优势茶叶产业。图为海垦茶叶基地。 海垦茶叶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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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飞速变革的经营环境中，
推进内部协同发展机制也是垦区企
业风险管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今年9月，海胶集团与控股股东
海垦控股集团就解除部分低产胶园
土地承包关系等事项达成一致，双方
拟解除承包关系的土地面积约8.8万
亩。受天然橡胶市场价格持续单边
下跌，全球橡胶产业持续低迷，海胶
集团承受着巨大的经营压力。

海垦控股集团近年积极探索调整
经营发展规划，本次拟解除承包关系的
土地，大部分属于单产低、受灾害影响
较大的胶园，既能减轻海胶集团的生产
经营压力、减少亏损源，也不会对海胶
橡胶种植端的持续经营造成影响。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将会充
分发挥这些土地资源的禀赋，与旗下
其他产业集团结合。比如，一些胶园
产量低，但种植低矮的茶树或者果

树，却效益较好。
今年11月，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

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茶业经济年会
上传来一则喜讯：海垦茶业集团荣获

“2018中国茶叶百强企业”称号，排名
第41位。

“这是我们首次进入中国茶企百
强，意味着海垦茶叶在全国茶叶市场
中，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海垦茶业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蔡锦源表示，
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在加快推进
海南农垦“八八”战略实施背景下，海
垦茶业集团全力推进垦区茶叶资源
整合，走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
牌化发展道路。

新一轮农垦改革以来，海垦控股
集团改变下属企业相互恶性竞争等
问题，做好顶层设计，进一步完善内
部产业协同机制，明确各产业发展方
向、定位、目标、任务，空间布局，充分

挖掘资源潜力。
以茶业集团为例，2016年海垦茶

业集团成立后将全垦区的茶叶生产基
地进行整合，引入资本做大做强优势
茶叶产业。整合过程中，坚持全局一
盘棋、协同发展。今年初，海垦茶业集
团与母瑞山农场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
海南农垦母瑞山茶业有限公司正式挂
牌成立。目前，母瑞山茶业加工厂即
将试产运营，海垦茶业新的子品牌“瑞
山红”牌产品即将上市销售。

无独有偶，为加快推进海南农垦
“八八”战略实施，优化资源配置，解决
垦区产业同质竞争、重复投资等问
题。今年3月，海垦控股集团印发《海
南农垦2018年度垦区内部产业资源
整合专项工作方案》，此次产业整合方
案包含芒果、菠萝蜜、蜜柚、山油茶、热
带水果种苗等10余种产业整合。

“按照集团总体规划、区域产业特

点和功能定位，明晰产业集团和农场
公司协同方向，鼓励集中协同和自由
协同相结合、控股和参股相结合、弱质
资源退出和优势资源集中相结合，推
进产业协同向更深层次发展。”海垦控
股集团规划发展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今年海垦控股集团还
不断推进协同发展。今年9月下旬，
海垦控股集团出台《下属企业党群组
织和公共事务“属地化”管理改革试点
实施方案》，将海垦中坤片区与南金片
区作为改革试点，将党群组织与公共
事务统一于一个党委的管理之下，由
新组建后的农场公司党委来管理。

“推进‘属地化’管理试点工作旨
在统一干部职工思想，实现垦区‘一
盘棋’‘一家人’的发展理念，集中力
量加快推进项目和园区建设，实现产
业协调、区域融合发展。”杨思涛说。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

2018年海南农垦
推进内部机制改革动态情况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推进内部企
业的重组整合，大力清理僵尸企
业。今年上半年，僵尸企业清理取
得重要进展，317家僵尸企业公告注
销。

农场公司产业经营出现起步势
头。今年上半年，农场公司汇总利
润总额同比增长 43.7%。多数农场
公司通过积极拓展主营业务，起步
势头良好，如东昌黑山羊养殖、红明
荔枝产购销游一体化、龙江红心橙、
乌石血叶兰种植加工、西培有机果
蔬产业示范园、阳江咖啡种植加工
等项目。

2018年海南农垦产业协同持续
推进。海垦茶业集团与母瑞山农场
公司合作建设 500 亩茶园和茶业加
工厂；海垦和牛公司与红华农场公
司合作发展和牛养殖和牧草种植。

今年 3 月，海垦控股集团印发
《海南农垦 2018 年度垦区内部产业
资源整合专项工作方案》，此次产业
整合方案包含芒果、菠萝蜜、蜜柚、
山油茶、热带水果种苗等 10 余种产
业整合。

2018年8月，海胶集团吹响综合
改革号角，期望突破“一胶独大”的
单一产业结构，克服当前天然橡胶
价格持续低迷的困境，构建可持续
盈利机制。11月，海胶集团发布《基
地改革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将坚持
以发展天然橡胶为主业，以“三个”
转变为基本思路，即“以干胶收入为
主转变为盘活生物性资产和干胶收
入并重、以割胶生产为主转变为胶
园综合利用为主、以传统的胶园管
理为主转变为管好土地和林木资产
为主”，建设橡胶和非胶“双轮驱动”
的产业基石，形成橡胶生产、农旅融
合、胶园招租“三足鼎立”的盈利支
撑。

今年 9 月下旬，海垦控股集团出
台《下属企业党群组织和公共事务

“属地化”管理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海垦中坤片区与南金片区作为改革
试点，实现垦区‘一盘棋’‘一家人’
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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