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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工会将陆续举办10场活动

送琼剧下基层
本报八所1月14日电（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宋宛阳）海南日报记者1
月1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工会获悉，从
本月起，海垦工会将陆续举办10场

“迎新春”学习贯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
神送琼剧下基层活动。

1月 10日晚，“迎新春”学习贯
彻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送琼剧下基
层活动在位于东方市的海胶集团广
坝分公司举办。演出开始前，海垦
工会相关负责人向职工群众传达了
中国工会十七大精神。随后，由海
南海艺琼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吴多
东、国家二级演员刘多兰等人带来
的经典琼剧节目《寻亲记》上演。该
琼剧节目情节紧凑、故事感人。精
彩的表演赢得了近千名职工群众的
阵阵喝彩声。

海垦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好中国
工会十七大精神，引导职工群众齐心
协力实施“八八”战略，推动海垦改革
发展。

据了解，接下来，该活动将陆续走
进海垦红昇农场公司、海垦东路农场
公司、海垦东新农场公司、海垦东昌农
场公司等企业。

海垦广场推出音乐主题系列活动

提升商圈文化品位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欧英才）海南日

报记者1月1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今年以
来，海垦广场举办多场音乐主题活动，为海口市民
献上艺术盛宴，着力提升商场的文化品位。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垦广场陆续举办了
2019《中国好声音》海南赛区城市海选赛、架子鼓
与爵士鼓LIVE演奏会、新年音乐会等音乐活动，
吸引了上千名市民参与。

“商业中心要有一定的文化品位，不能只是吃
喝。”海垦广场项目运营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商场打造“音乐畅想季”，着力提升文化品位，吸引
更多顾客到海垦广场休闲购物，进一步扩大海垦
广场商圈的影响力。

作为海南农垦垦区集团化改革后实施的首个
商业地产项目，开业近一年，海垦广场紧盯消费新
趋势，合理引入商业业态，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倾
力打造“快时尚、慢生活、深体验”的主题购物中心。

海垦胡椒公司进军高端旅游消费市场

“贡布黑胡椒”上市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欧英
才 通讯员王亮）海南日报记者 1月
1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悉，2018年
海南农垦积极开展脱贫攻坚工作，
切实履行好产业扶贫的主体责任，
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截至
2018年 12月底，已有2618户 9706
人脱贫。

“2015年底，垦区贫困人口尚有
3286户 12088人。近年来，垦区各
单位按照海垦控股集团党委的统一

部署，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海南省
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主动作为，从
建立扶贫工作新机制、探索扶贫新方
式入手，突出产业扶贫这个重点，推
动脱贫攻坚工作。”海垦控股集团农
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荣光等农场公司摸索出“农场公
司+合作社+贫困户”扶贫模式，发动
贫困职工参与农场公司产业项目运
营；金江等农场公司摸索出“合作联
社+扶贫培训基地+贫困户”扶贫模

式，引导困难职工通过发展织锦等
传统手工艺产业增收致富；海垦和
牛等产业公司与属地政府联手，摸
索出“政府+专业公司+贫困户”扶贫
模式。

海垦控股集团将贫困人口脱贫
任务分解下达到有关农场公司和海
胶集团分公司，明确各单位的党委书
记、董事长和总经理是脱贫攻坚第一
责任人。同时，还将脱贫攻坚工作开
展情况列入企业年度业绩考评内容，

考评结果作为企业奖惩和干部选拔
任用依据。垦区贫困人口全面实现
了“帮扶责任人全覆盖”、基本实现了

“产业帮扶全覆盖”。
海垦控股集团积极履行国企的

社会责任，参与我省开展的“百企帮
百村”和“定点帮扶深度贫困村”精准
扶贫行动，对澄迈县金江镇高山朗村
进行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帮扶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发展黎
锦手工艺品销售、养猪等产业。

我省公布第二批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名单

海垦生猪产业化联合体
获认证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1月14日记者从海垦畜牧集团获
悉，省农业农村厅近日公布了第二批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名单，海南农垦生猪产业化联合体列于名
单当中。这意味着该联合体已获得官方认证。

据了解，海南农垦生猪产业化联合体成立于
2018年11月24日，是以海垦畜牧集团、养猪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成员的一体化农业经营组
织联盟。海垦畜牧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王兰表示，
成立联合体有助于建立海垦生猪养殖体系，帮助
生猪养殖户解决贷款遇到的“担保难”问题。同
时，还可进一步发挥各类经营主体的优势，共同打
造生猪养殖产业链，实现主体融合，提高海南生猪
经营主体的整体竞争力和经济效益。

省农业农村厅本次公布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还有海南海丰海洋牧场产业化联合体、海南天地
人凤梨产业化联合体。截至目前，我省已创建9个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涉及农业经营主体100多个。

海垦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
大化解专项行动

访民情解民忧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记者欧

英才 通讯员林芳玲 李也）海南日报
记者1月14日从海垦控股集团群众
工作部获悉，为做好当前垦区信访维
稳工作，海垦正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
排查大化解专项行动。

1月7日至10日，海垦控股集团
群众工作部在海垦儋州、乐东、屯昌、
琼海片区组织召开会议，对各单位
2019年春节期间信访维稳工作进行
周密部署。

会议要求，各单位要充分认识春
节期间做好信访维稳工作的重要性，
继续深入摸排矛盾纠纷，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建立台账，千方百计调处化
解；继续开展领导干部大接访大下访
活动，集中精力化解信访积案；加强领
导，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进一步完
善方案预案，做好值班备勤和预警研
判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海垦通过开展
大接访大下访活动，共排查梳理出涉
土地、住房、就业、改革人员分流等信
访问题231件，化解150件。

海垦集团群工部部长梁运强表
示，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精心组
织，深入摸排矛盾纠纷，加强与地方政
府协同配合，集中化解信访积案，真正
把维稳工作落到实处。

本报海口1月14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记者1月
10日从海垦南金农场公司获悉，该
农场公司旗下的海南农垦南绿果食
品有限公司从广西引进的5台削果
机已到位。今后，该公司生产车间削

果皮环节将全部实现机械化，食品加
工工作效率提升，加工成本降低。

南金农场公司副总经理赖标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海南农
垦南绿果食品有限公司聘请临时
工削果皮，效率低，每天要支付每

名临时工120元到150元不等的劳
务费。5台削果皮机投入使用后，
公司加工每吨鲜果的成本降低500
元至600元，按照一天加工30吨鲜
果计算，一天可节省加工成本 1.5
万元至1.8万元。

据介绍，今年，南金农场公司将
承包大量果园，成批向岛外销售鲜
果和鲜果加工产品，努力完成海垦
控股集团下达的2019年第一季度鲜
果销售量达500吨、果浆销售量达
600吨的目标，实现经营“开门红”。

积极开展消费扶贫活
动，截至1月13日，垦区已有

29种扶贫农产品在海南爱
心扶贫网上销售，销售额达
335.74万余元，排名全省

第三

探索扶贫新模式，基本实现贫困人口“产业帮扶全覆盖”

去年海垦2618户9706人脱贫

海胶金江分公司金江派驻组第十生产队有个公益事业筹委会

无私奉献，让爱永驻“我家”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吴思敏

“阿侬有空就跑来
为我洗脚，隔三差五过
来和我拉家常，像亲儿
女一样……”1月12日，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金江分公
司金江派驻组第十生产
队80岁的职工陈秀光
动情地说。

“阿侬”是谁？是这
个生产队公益事业筹委
会18位成员。

2015年，第十生产
队18名职工自发成立
公益事业筹委会（以下
简称筹委会），根据个人
特长和性格特点分别负
责财务、敬老爱幼、关爱
妇女、组织开展文体活
动、整治环境卫生、建设
基础设施等工作。经过
3年多的发展，该组织
的规章制度逐步完善，
带动越来越多的职工用
爱温暖了生产队这个大
家庭。

1月 12日，记者在第十生产队
职工书屋的墙上看到，两张大红纸
写满了人名及捐款数额。最近，筹
委会正在筹办 2019 年农历正月初
四的团圆饭聚会活动。“截至目前，
已有700多人报名参加，不少在外
务工的同乡人纷纷通过微信转账
捐款，表示支持。”筹委会负责人黄
泳辉说。

筹委会18人分别负责财务和采

购、组织和策划文体活动、关爱妇女
儿童等具体事项，无偿为生产队的职
工提供服务。“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都要打理家中事务，但他们组织筹办
筹委会举办的各项活动，很用心、很
卖力。”黄泳辉说。

康海明是金江居第十居民小
组副组长，同时负责筹委会财务
工作。他认真记录筹委会收支情
况，制定最优的物品采购方案，

“这段时间几乎每晚都在与大家
一起筹备团圆饭活动，协调各项
事宜。”

筹委会有不少成员是胶工。夜
间割胶工作强度大，他们清晨割胶
归来，还来不及休息，就积极投入到
筹委会的各项工作中。胶工黄秀强
在筹委会主要负责妇女工作。每天
晚饭后，她都要召集妇女们在篮球
场上唱歌跳舞；每年“三八”国际妇

女节，她都会组织开展文体活动；她
还经常在生产队调解邻里纠纷。对
于在筹委会这份分毫不取的“工
作”，她说：“看见大家高兴，我也高
兴。生活在一个地方，就是一家人，
不要太计较得失了。”

在筹委会的推动下，第十生产
队人心越来越齐，职工群众之间团
结互助、尊老爱幼的文明新风悄然
形成。

无偿服务 文明新风悄然形成

夜幕降临，第十生产队道路两旁
的一盏盏路灯亮起。

“以前，生产队没有路灯，天黑
后大家都待在家，起床割胶的职工
也只能摸黑赶路。”职工曾维弱说。
据了解，2016年，筹委会众筹6万余
元安装路灯，改善了职工的生活条

件。路灯亮了，晚上越来越多的职
工走出家门参加文体活动。

记者了解到，筹委会每办一件
事情，都会事先组织大家讨论，形成
具有可操作性的计划书，然后挨家
挨户征求意见和建议，做到事事民
主公开。

在康海明的办公抽屉里，厚厚一
沓收据和发票整齐地摆放着，有些
已泛黄。记账本上清楚地记录着每
一项支出和收入的明细。“账目明
晰，这也是大家支持我们开展工作
的原因之一。”康海明说。

如今，走在生产队的道路上，很

难找到垃圾。篮球场、健身器材、
文化宣传栏、迎风绽放的鲜花，生
产队的每个角落都被扮靓了。18
名筹委会成员通过不懈努力，把大
家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把想干的事
干成，树立起“连队是我家，建设靠
大家”的共识。

民主公开 用心办好每件实事

生产队的职工书屋是陈秀光每
天必去之地。30平方米的书屋，摆放
着近1000册图书，每一册图书都是
各家各户捐赠的。

书屋的3面墙上，悬挂着许多历
史老照片。陈秀光有时会在“建队创
始人”“创业足迹”“创业风采”等照片
前驻足良久，“生产队每个人都能在
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记忆。”

“书屋每天都开放，有登记造册
的借书记录，我们定期更新一些图文
资料，让在外学习、创业、就业的人回
来能直观了解生产队最新的发展情
况。”负责职工书屋运营工作的筹委
会成员张海凤说。

不仅是书屋，筹委会还着力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关爱空巢老人、
照顾留守儿童，让每个人感受到生产

队这个大家庭的温暖。
去年9月，70岁的空巢老人郑和

炳不幸遭遇车祸。老人在江苏务工
的儿子赶回家时发现，筹委会已经把
郑和炳送至医院治疗，并发起倡议为
老人募捐治疗费。“职工们捐了1万
多元，加上我自己的一点积蓄，父亲
最终顺利完成治疗、康复出院。”郑和
炳的儿子郑东坡说。

此外，筹委会每季度开展环境卫
生大扫除，每年举办篮球、羽毛球友谊
赛，每3年举办一次队庆活动等。

“在筹委会的带动下，生产队越
来越多的人投身公益事业，凡人善举
在这里浇灌出精神文明之花。”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
江分公司工会副主席陈海南说。

（本报保城1月14日电）

弘扬美德 用爱传递正能量

机械化削果皮 加工成本每吨省五六百元
本报金江1月14日电（记者欧英才）海南日

报记者1月14日从海南海垦胡椒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胡椒公司）了解到，该公司推
出的高端手信“贡布黑胡椒”已上市。这标志着该
公司正式进军高端旅游消费市场。

据了解，该产品外观以金色色调为主，设计精
致，内有1个胡椒研磨器和6盒贡布黑胡椒粒，每
盒重37克。黑胡椒粒研磨成粉末状后细腻均匀，
轻轻一嗅，透着鲜花、桉树和薄荷的混合香气。产
品售价1080元/套。

“目前该产品已在岛内一些烟酒茶商行销售，
我们还与电商平台进行合作，顾客在网上也可以
买到。”海垦胡椒公司总经理陶锐表示，近年来，该
公司一直致力于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胡椒产
品。去年7月，海垦胡椒公司成功并购柬埔寨贡
布省一个胡椒种植园。公司着手借助柬埔寨贡布
胡椒在世界胡椒行业的品牌影响力，筹划推出高
端手信“贡布黑胡椒”。

据了解，贡布省黑胡椒品质世界闻名，贡布胡
椒拥有欧盟地理标志（GI）、美国有机标准（NOP）
认证、欧盟标准（EOS）认证和日本有机农业标准
（JAS）认证。

“贡布黑胡椒”。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裕元 摄

1月10日,海南农垦南绿果食品有限公司的果浆加工生产线，一个个菠萝被削去了皮。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卢月佳 摄

数
说
扶
贫

2018年，海垦控
股集团向农场公司下

达9个农业产业项目

扶持资金2833万元

投资260万元对口帮扶

澄迈县金江镇高山朗村完成整
村推进任务

投资246万元帮扶资金

定点帮扶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响水镇什龙村

海垦控股集团主
要领导带队开展脱贫

攻坚调研25次，召

开专题会议研究脱贫

攻坚工作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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