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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神泉集团当好改革“排头兵”，奋力实现“两个率先”

神泉涌活水 潮头竞风流

不管是1992年开始的3年发动3
次万人大会战，还是今年刚奠基的南
田鸿洲共享农庄项目，相信群众、依靠
群众，当好群众的主心骨，始终是神泉
集团抓改革发展的信条。

在推动南田鸿洲共享农庄项目
上，神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隆荣
（原南田农场场长）亲自带头下基层入
户调查，现场指挥苗木清点、拆迁等工
作。对搬迁后找不到临时落脚点的职
工，神泉集团统一安排住处。

看着50多平方米重新粉刷过的
安置房，搬迁户李桂婷哽咽了，“原以
为搬过来就没人管了，没想到公司还
惦记着我们。这更加坚定了我们支持

共享农庄建设的决心。”
“不仅要实干苦干，还要解放思

想，领导班子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做决
策，要多到基层去‘接地气’。”彭隆荣
说，26年来，干群一家亲使得一系列
改革措施得以顺利推进。

在放开土地经营权，率先调整产
业结构上，南田农场于1992年底，在
省农垦总局的支持下，大胆提出将低
产的橡胶园更新后分给职工种植芒
果，要求机关干部带头拿起锄头开荒
种芒果，还实施科技兴果战略，加速芒
果产业化。在干部的带头下，职工群
众们纷纷种起了芒果。

在变革传统体制上，2002年，南田组

建了海南神泉集团有限公司，在垦区内率
先实现了由农场转为现代企业的蜕变。
2016年12月12日，海南农垦神泉集团
全面转企改制，标志着农场成为历史。

在经营管理机制上，南田相继出
台一系列政策，打破“大锅饭”传统体
制，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在国有胶
园的收入分配上，“交够企业的，剩下
的全归自己”，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
有专家分析认为，南田20多年改

革发展取得的成就，来自于产业结构调
整、体制创新、改革惠民、融入地方发展

“多规合一”改革的四次思想大解放。
通过思想大解放，广大职工尝到了甜

头，看到了奔头，过上了小康生活。
“神泉集团党委一直以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一
切从实际出发，加强党的建设。”彭隆
荣说，南田的每一项改革的推进、每一
个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各级党委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特别是海垦控股集
团党委的部署。

当前，神泉集团正在积极开展第
五次思想大解放，打造海垦农场公司

“六个第一”，重点提高企业经济发展
质量，提升职工生活质量，从而使神泉
集团在海南农垦乃至全国农垦早日成
为“两个率先”示范区，成为中国农垦
现代农业企业的典范。

五次思想解放 | 凝聚改革合力

回应民生关切 | 改革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
改革发展，民生是落脚点。
1705元与7.23万元，分别是1992

年和2018年的职工劳均收入，26年
间，职工劳均收入增长了38倍多。

数字的背后，是神泉集团将改革
发展成果与职工共享的生动体现。

黄少明是较早盖起“芒果楼”的
职工之一。2012 年，他已盖起 3层
高、共500平方米的楼房，购置了中
央空调、65寸彩电、双开门冰箱……
还有一个面积达 1200 平方米的院
子，加上添置的“芒果车”，全家人生
活其乐融融。

“尽管今年市场行情不太好，但我
管理的60多亩芒果，因为品质优良、
上市早，销售额也超过100万元。”黄

少明告诉记者。
原南田农场领导班子还提出打破

土地、政策、身份“三个界线”，使并入
农场的黎族职工及家属共享发展成
果。职工董尊全记得，当年种芒果，农
场规定3年免收地租、免费建造生产
设施、免费为困难职工提供芒果种
苗。如今，家里已盖起芒果楼、买了小
汽车。

数字是改革发展成果最忠诚的
记录者：近 5年来，南田投资 1亿多
元，用于职工住房、水、电、路等基础
设施以及文化设施建设；从1992年
的 5万平方米危房到目前职工自建
6900多幢芒果楼，加上统建楼突破一
万幢套，大部分职工拥有两套以上住

房；已有超过1300户家庭实现“四个
一”目标……

共享成果促和谐，神泉集团从中
凝聚了强大的发展合力，并形成了

“让职工当家做主”的企业文化。在
这里，随处可见“让干部清清白白抓
好发展，让职工明明白白支持发展”
的标语，每年举办两次职代会，重大
决策全由职工做主。在公司的党务
公开栏，小到每个职工的承包面积，
大到企业年度财务预算决算，都有公
示，凡涉及职工利益的工作，都公开透
明、建章立制。

2018年，神泉集团还开展了“创
建美丽神泉、幸福南田，为基层办十
件好事活动”，即新建基层党建文化

室32间、开展芒果产业新科技新品
种新知识系列讲座培训、抓好五个芒
果致富示范区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智慧农业、数字神泉”长田示范
点、加快非职工住房民生建设、开发
创造就业岗位150至200个、招才引
智10人、新建长田分公司服务中心、
新建篮球场20个、推进神泉芒果生
鲜标准化建设和搭建线上线下芒果
交易平台。

当前，在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
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背景下，
作为海南农垦改革发展的“排头兵”，
神泉集团将不断深化改革举措，提高
经济发展质量，提高职工生活质量。

（本报海口12月27日讯）

谈起三大“金饭碗”，神泉集团职
工如数家珍：芒果、旅游、现代农业，是
它们让广大职工的“四个一”（一份产
业、一栋楼房、一辆小车、一份股份）小
康目标正逐步实现。

然而，面对最初一穷二白的“家
底”、满目疮痍的橡胶园和3000万元
外债的情况，要把“泥饭碗”变为“金饭
碗”，很考验执政者的智慧。

“当时只有改革一条路可走。”彭
隆荣以“乌纱帽”作担保决心推进改
革、促进发展。首先把低产更新胶园
调整出来，发展以芒果为主导的非胶
热带高效农业；其次，依托南田温泉
资源优势，发展以旅游业为主的二三
产业；加上原有橡胶产业，形成三足
鼎立之势。

1993年，正是海南开发热度最高
的一年。南田人抓住机遇，规划出了
6.6平方公里的温泉旅游城，提出并实
施“一城五地”发展战略，一时间，60
多家国内外企业携资竞奔南田。

农场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吸引
了职工回流。1996年，在海口市打工
的职工卜建雄主动回到农场承包土
地种植芒果。2018年，他种植的芒果
销售纯利润50万元，“两个儿子大学
毕业也回来工作了，大儿子种芒果，
小儿子在南田居上班，我们对南田发
展充满信心。”

在旅游业发展中，神泉集团还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让“绿水青山”
变成“金山银山”。如在神泉高尔夫俱
乐部筹建时面对一处机器轰鸣、部分

山体裸露的采石场，神泉集团与企业
协商沟通，让其撤出园区。同时，对该
区域开展生态修复工作，因地制宜打
造景观，曾经的采石场蜕变为园区中
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改革和发展的观念还在不断深入
和更新。如今，神泉集团已把目光落
在了更远处：经海南省委、省政府和海
垦控股集团党委批准，5年内神泉集团
引进大企业、大产业，合作开发建设投
资额将超过400亿元，同时力争让管
理人员、职工和职工子弟都成为百万
富翁，实现壮大芒果优势产业、打造优
美环境、创造优越生活“三优”目标。

26 年间，南田共引来 110 多亿
元的投资，并上交三亚市税费33亿
元。2018年开发区一亩土地挂牌价

达 300 多万元，助力国有土地保值
增值。

产业这块“蛋糕”做大后，面临的
便是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神泉集团
打破传统国企“吃大锅饭”局面，坚持

“以效益论英雄”的原则。以岗位风险
抵押金经营管理机制为例，去年，长田
分公司净利润超额完成109万元，该
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彭礼政获税
前10万元奖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某分公司净利润只超额完成了2
万元，该分公司部分管理人员的奖金
只有几百元。

产业旺、钱袋鼓、生活美。如今，
神泉集团正书写着改革成果与职工共
享的美丽画卷，让广大职工有获得感、
幸福感。

产业结构升级 | 捧起三大“金饭碗”

在三亚市海棠湾、亚龙湾、
清水湾的“金三角”上，坐落着
海垦神泉集团（原南田农场，以
下简称神泉集团）。走在场部
区域内，随处可见大片郁郁葱
葱的芒果树，一栋栋大气美观
的别墅沿街而建，职工们亲切
地把它称作“芒果楼”。

2017年，神泉集团净利
润6800多万元，名列海垦农
场公司年度第一，职工劳均收
入7.23万元，与1992年对比
增长了38倍多，已连续18年
在海南农垦居第一；劳均收入
创造“三个高于”：高于全省、高
于全市、高于全农垦。

时光倒退回26年前，南
田农场曾是全国农垦十大亏损
农场之一、海南农垦五大贫困
农场之首，1万多名职工中贫困
职工逾90%，2000多人为谋
生举家外迁。

回顾神泉集团走过的跨
越式发展道路，改革创新是贯
穿始终的主线。在新一轮海
南农垦改革中，神泉集团肩负
起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的历史使命，继
续当好改革“排头兵”，为率先
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率先实
现小康社会的“两个率先”目
标而奋斗。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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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泉集团经营理念

“三个不怕”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不怕得罪人

“四个不养”
不养庸人、不养闲人、不养懒人、

不养贪人
“四个论”

以效益论英雄、以效益论级别、以
效益论升降、以效益论奖罚

神泉集团2018年
推行的10项改革

●分场生产队合并公司化改革
●薪酬改革
●人事制度改革
●四是责权改革
●橡胶联产承包改革
●财务核算改革
●混合所有制改革
●地租收缴改革
●社保缴交改革
●水田管理改革

神泉集团发展战略目标

“三区”即全国现代农业南田示范
区、全国农垦改革发展先行区、神州第
一泉南田温泉开发区。

“两论坛”即中国农垦农场联盟永
久性论坛、第十四届世界芒果论坛。

“一上市”即培育海南海垦果业上市。
“三个大突破”即2018年社会总

产值突破40亿元，与2017年30.11亿
元同比增长32.8%；职工劳均收入突
破8.16万元，与2017年7.23万元同
比增长12.9%；人均收入突破3.13万
元，与 2017 年 2.8 万元同比增长
11.8%。

打造“三个升级版”，即经济快速
发展和质量升级版，产业转型升级版，
惠民富民乐民健民升级版。

构建“三个共同体”，即把企业办
成职工利益共同体、办成职工命运共
同体，办成职工事业共同体。

链接

国家芒果科技创新推广中心。 （海垦神泉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