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垦金控公司

■实现经营收入1500多万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80多万元

■海垦担保公司

■实现经营收入同比增长65.14%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9.06%

■海垦小贷公司

■收回不良贷款业务本息214万多元

其中

累计实现营业收入超 1.3亿元 利润总额超6600万元 均超过年度任务指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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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实干 见实效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李关平
通讯员 林宝华

新鲜胡椒的脱梗、脱皮和烘干是
海南白胡椒加工的关键步骤，然而长
期以来传统水沤法耗时耗力、污染环
境。如今在全国最大的胡椒生产基地
——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找到了破
解难题的办法。

脱枝、熟化、脱皮脱胶、低温烘干、
水分调解、风选除杂……正值东昌胡
椒采摘季节，7月4日，海南日报记者
在东昌农场公司刚刚投产的新型环保
胡椒加工厂里看到，农户们送来的青
胡椒无需泡水，全程自动化操作，经过
多重工序后，加工成白胡椒只需5个

多小时。
海南日报记者在加工厂里的收

购点注意到，陆陆续续有农户骑着
摩托车或三轮车载着一袋袋刚刚采
摘的青胡椒送到厂里，厂里称重后
收购。今年3月，东昌农场公司与云
南一家电子机械公司合作创办新型
环保胡椒加工厂，并于6月中旬开始
试产。

“胡椒生果无需泡水，省时省力！”
东昌当地种植户胡兰英介绍，自家有
2000多株胡椒，最近每天都将采摘的
青胡椒运来这里出售给加工厂。

胡兰英说，过去自家传统的胡椒
加工方法是将青胡椒放到池里浸泡
十余天，经一番搓洗后还要将胡椒暴

晒几天，整个过程费工费时。如今直
接拿到加工厂收购，大大减少了劳动
强度。

“现在，把采摘的青胡椒直接送到
厂里收购，更加方便快捷了。”当地种
植户高繁荣深有体会地说，过去水沤
法，臭味熏天，而且生产出来的胡椒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胡椒油、胡椒碱损失
严重，还容易产生污染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长期以来，
当地许多种植户通过建池蓄水，将胡
椒长时间浸泡脱皮，导致污水横流、臭
气熏天。

加工厂工程师庞子乾告诉海南日
报记者，生产线最难的地方在于脱皮、
脱胶。“以往，此步骤一些加工厂会通

过化学方法解决，而我们通过物理办
法，没有任何添加，将环保理念融入其
中。”庞子乾说，生产出来的白胡椒粒
极好地保留了胡椒的辛香，产生的污
水经过专业设备处理，达到排放标
准。此外，通过胡椒梗、胡椒皮等回
收，可用于制肥料，实现变废为宝。

“最开始青胡椒收购1天不到1
吨，如今基本上每天都能收购6吨左
右。”收购负责人孙坤介绍，加工厂以
每斤4元青胡椒的价格进行收购，价
格合理，越来越多的农户把青胡椒送
到厂里收购，到了晚上还会见到农户
们排队称重的情景。

东昌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付谨盛告诉海南日报记者，加工厂不

仅将从根本上改变当地几十年来用水
浸泡胡椒的传统工艺，对农场公司下
一步整合胡椒产业是一大利好。

付谨盛说，东昌胡椒虽然有悠久
的种植历史，但以职工自营经济为
主，各自为战，胡椒产业存在小、散、
弱的特点。而加工厂运行后，农场
公司将进一步掌控资源，拉长产业
链，加大胡椒加工技术研发力度，促
进胡椒精深加工，不断增强市场竞
争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东昌
农场公司已经规划了2000亩胡椒园
区，致力于打造集种植、加工、贸易、科
研、旅游于一体的胡椒产业园。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本报海口7月8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记者李关
平）7月8日17时30分，金水橡胶加
工分公司加工厂职工陆续走出厂门，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穿着的仍是灰
色工装，有说有笑，“从前，如果不换
衣服就回家，身上臭得连家人都嫌
弃。现在下班后穿工装可以直接去
喝喜酒。”职工郭雄高兴地说,这可喜
的变化多靠了公司成立的“狗鼻子小
分队”。

曾经，橡胶加工厂四处飘散的异
味，是周边村民和分公司职工挥之不
去的“痛”。“从前家里窗户常年紧闭，
住在马路边也不敢开门做生意。”7月
6日，住在距离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
加工厂仅一路之隔的村民张华，边照
顾自家的小卖部生意边感慨。

2017年，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决
定成立“狗鼻子小分队”，专门负责发
现和治理环保问题。半年后，陵水黎
族自治县生态环保局对加工厂的废水
和废气进行检测，结果显示每项指标
均符合排放标准。

查找污水、废气源头靠的是“眼
快、脚快”。该分公司生产技术部部
长、“狗鼻子小分队”队长周楚华记得，
队员们挨个生产车间查找污染源头，
蹲在排污水沟井盖上嗅，站在机器旁
测量废水排放量，跑到2公里外确定
异味影响范围等，“没两天，脚酸了，可
大家依然坚持工作，在半年内查找出
了80%以上的污染源头。”

但是，治污不能靠鼻子。环保问
题“靶向治疗”靠的是“手快”。查出一
起立即解决一起，很快，厂区内从杂胶
原料进厂到产品加工完成，每道工序
的排污水沟都盖上了水泥板，阻止加
工时的异味污染空气。此外，分公司
还按照每个车间的产能控制用水量，
减排污水，针对废气排放购置除臭设
备等。近年来，该分公司累计投入
1300多万元用于环保生产。

如今，整个厂区看起来像一个公
园。近两年，该分公司在厂区内种上
1000多棵树木，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厂
区内，每条路上都有树荫，清风吹过，
是草木的芳香。

在今年3月陵水黎族自治县环境
监测站出具的《环境监测报告》显示，
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的废水排放，未
超出“第二类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
度”一级排放标准限值。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通讯员 王小龙

7月3日10时，烈日当头，在海
垦荔枝产业集团与湖南建工集团合
作打造的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
（一期）工地现场机声隆隆，40余名
工人头戴安全帽挥汗奋战，焊接声、
切割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天的
建设场景。

海南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主体
项目生产设施用房已成型，来自湖南
建工集团的工人们或忙着砌体施工、
加工钢筋，或忙着材料转运、二次结
构植筋等工作。

该项目是红明荔枝产业集团打
造荔枝全产业链迈出的新步伐。今

年3月18日，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
（一期）在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项
目（第三批）农垦分会场上正式开
工。项目用地面积42.73为亩，总投
资超过3000万元，项目以“红明红”
荔枝品牌为依托，打造集集散、加工、
仓储物流、电子商务、包装销售等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基地。

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也让工
人经历着严峻的“烤验”。

在钢材加工区域，操作工人周迪
戴着厚厚的手套加工钢筋，他说：“钢
筋被太阳晒得烫手，必须要戴手套干
活。”这个晒得黝黑的湖南汉子，还来
不及擦去脸上的汗水，又补充了一句：

“累是累，但这是我们的工作责任。”
项目施工方负责人苏子健介绍，在

酷热的天气条件下，现场施工依旧开足
马力，灵活调整作业时间，在保证工人

正常作息和身心健康的前提下，全力
以赴按照节点计划保证工程进度。

“目前，项目5条生产线混凝土已
浇筑完毕，钢结构构件已制作完成，并
陆续转运进场。”红明荔枝产业集团
规划发展部部长苏冰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剩余2条生产线施工及室外部分
道路、供电、供水等工程配套设施正在
有序推进中，争取10月完工。

与此同时，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工
会也在切实加强防暑措施，今年以
来，该集团在工地上陆续开展了一系
列“防暑降温夏日送清凉”活动，为工
人送去丝丝清凉。

“大家都在争分夺秒地抢工期。
即便是下雨天，道路泥泞，也没有停
工。”苏子健说，项目还根据雨季变
化制定了切实可行的雨季施工方案，
做到“雨天有准备，晴天有进度”。

红明荔枝采摘季刚过，当地荔枝
园里职工就早早投入到荔枝修枝管
理工作中。近段时间，当地种植户李
美雄期盼项目完工，隔几天都会来工
地看看。“等项目投产后，我们就可以
直接把荔枝鲜果运到基地，不用担心
荔枝卖不到好的价钱。”李美雄说。

“红明拥有全省最大的连片荔
枝生产基地，但近些年来，随着荔枝
种植面积、产量的迅猛增加，在产期
集中、销路不畅和保鲜困难的情况
下，荔枝销售价格起伏较大，经济效
益不稳定，荔枝产业面临许多问题
和困难。”红明荔枝产业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波表示，迫切需要通
过发展荔枝产业链项目来提升当地
产业结构，缓解荔枝产品集中上市
及销售困难问题。

（本报海口7月8日讯）

本报海口7月8日讯（海报集团
全媒体中心记者袁宇君 通讯员李文
馨）记者7月8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
悉，海垦金融板块企业（不含2家参
股银行）2019年上半年累计实现营
业收入超1.3亿元，利润总额超6600
万元，均超过年度任务指标50%，其
余各项任务指标基本实现“时间过
半、完成任务过半”目标。

金融板块中的海垦财务公司紧
紧围绕海垦控股集团深化新一轮农
垦体制机制改革目标，在整体资金规
模及资金市场收益率稳定的情况下，

采取有效措施拓展各项业务，通过资
金结构合理配置，提高资金使用效
率，继续保持盈利局面，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 1.18 亿元、利润总额超
5700万元。

据悉，在资金集中管理方面，海
垦财务公司上半年累计归集海垦集
团下属成员单位300家，实现归集资
金较年初增长14.61%；此外，在为集
团成员单位提供资金支持、开展投资
业务、拓展同业存款业务、风险管控
等方面，均较去年同期有了突破。

而海垦基金公司上半年也动作

频频：海南农垦农业产业投资基金，
持续跟进已投资的海垦红明荔枝产
业集团产业合作项目；海南农垦产业
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正梳理垦区潜在
项目，为后续募资做好准备，研究产
业基金合作模式创新；与此同时，海
南省“南繁育种创投基金”与垦区产
业孵化基金的设立工作也在积极推
动中。

此外，其余几家金融板块企业，
在今年上半年的表现都各有亮点：
海垦金控公司实现经营收入 1500
多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0 多万

元；海垦小贷公司不良贷款催收工
作成效显著，收回不良贷款业务本
息214万多元；海垦担保公司凭借
大幅增长的业务量，实现经营收入
同比增长65.14%，利润总额同比增
长109.06%。

接下来，海垦金融板块企业将进
一步加强业务协同，紧紧围绕服务保
障海垦核心产业发展这一目标，将金
融服务产业打造成为海垦集团金融
综合服务平台和重要利润来源，为加
快推进海垦集团产业发展，提供重要
支撑和强大动力。

海垦集团到母瑞山开展
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余美君）
7月3日下午，海垦控股集团领导班子成员及总部
全体党员，前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开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
这是继6月17日，在海垦博物馆参观学习后，海
垦集团开展的第二次现场体验学习。

红色母瑞，琼岛井冈。在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大家向琼崖革命先驱王文明、冯白驹同
志的塑像敬献花圈。在陈列馆内，一幅幅历史图
片、一个个实景模拟，把大家带回到了那段艰苦
卓绝的琼崖革命岁月。大家聆听了纪念馆馆长
王学广饱含深情的讲解，进一步学习琼崖革命斗
争的历史。

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传承好琼
崖革命“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精神，进一步坚定理
想信念，恪尽职守、履职尽责，时刻以一名共产党
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海垦举办
制度创新培训班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近日，海垦控股集团举办制度创新培训班，该集团
邀请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以下简称“安永公司”）针对集团各部门以及二级
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出现的难题、困惑，进行分析
及解答，共约50人参加培训。

据了解，本次制度创新培训，从制度创新的
定义、海垦制度创新战略导向与重点领域、海垦
制度创新培育建议、制度创新案例撰写等方面逐
一进行讲解。通过案例分析指出不属于制度创
新的点子，如建立企业内部财务风险防范制度、
推广新能源汽车使用、冗员清理等。此外，安永
会计师事务所还对海垦开展制度创新重点领域
进行剖析和细化，列出土地资源、垦地合作、现
代化公司体制、新产业及新模式、党建引领等五
大重点领域。

东昌农场公司总经理麦全法参加培训后，认
为培训所讲的知识点非常系统且到位，厘清这些
方法论之后，各单位就可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展开
实践。“之前我们在制度创新工作整体上存在层
次不高的问题，通过这次培训，我们更加明确了
如何做好制度创新。”海垦旅游集团总经理助理
王小民说。

多家单位到垦博开展
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郑建华 颜为
雄）7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农垦博物馆获
悉，“七一”前后，来自海垦设计院公司、琼海市嘉
积镇新潮村村委会、国家开发银行海南分行等系
统内外数十家单位组织党员干部到该馆开展“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现场体验学习。

据了解，海垦博物馆是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开
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部署的现场体
验学习基地。来自海垦系统内外的党员干部们
在垦博通过聆听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词、回顾
海垦奋斗创业历史等多种学习，进一步提高党性
觉悟，坚定理想信念。

海垦特色产品亮相冰城
本报海口7月8日讯（记者欧英才 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7月5日至7日，北大
荒·首届中国农垦食材交易会暨文化旅游节在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举办，海垦控股集团组织海南橡
胶、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茶业集团、果业集团
等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海垦优质产品，推介优质旅
游资源，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

在海南农垦展馆内，橡胶生活制品、母山咖
啡、海垦茶叶、新中柠檬等十余种海垦特色产品被
摆上展台，展示海南农垦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取得
的成就。现场气氛火爆，哈尔滨当地的市民纷纷
现场体验，咨询购买。

据了解，本次展会由中国饭店协会、中国农垦
经贸流通协会、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黑龙江北大荒
农垦集团总公司共同主办，来自广东农垦、海南农
垦、广西农垦、云南农垦等全国各大垦区参展。

八一总场公司
今年定植500亩榴莲蜜

本报那大7月8日电（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
郑鹏）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垦八一总场公司获
悉，继种植铁皮石斛后，该公司继续瞄准发展特色
产业，今年将定植500亩榴莲蜜，目前已经定植
60多亩约1200株榴莲蜜种苗。

据悉，榴莲蜜是一种气味如榴莲，形状如菠
萝蜜的水果，原产于马来西亚，甜度适中，果肉
柔软，香味浓郁，市场前景广阔，已成为水果界
的“新宠”。

“目前，榴莲蜜在全国栽培面积较小，市场售
价较高，市场前景可期。”八一总场公司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了培育出优质高产的榴莲蜜，公司选择
稳中求进分批种植榴莲蜜种苗。

今年以来，八一总场公司紧紧围绕“农业增
效、职工增收”这一目标，依据“81号共享庄园”
826亩现代特色农业产业发展规划，不断调整优
化农业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

图为东昌新型环保胡
椒加工厂内青胡椒加工的
情景，工人们将青胡椒放进
生产线中，实现自动化机械
操作。

通讯员 林宝华 摄

东昌农场公司实现胡椒自动化环保加工，工期省了，污染少了

青胡椒变白胡椒 只需5个多小时

半年“嗅”出八成以上污染源

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
有支“狗鼻子小分队”

海垦金融板块上半年利润超6600万元

海垦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一期）预计10月完工

挥汗如雨战犹酣 热火朝天建设忙

海垦金融板块企业（不含2家参股银行）

今年上半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