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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观察

关注垦区“两违”整治

中坤1900余平方米
违建被拆

本报讯 （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蔡小娟）近
日，屯昌县综合执法大队与该县南坤镇行政执
法中队到中坤农场公司辖区，对相关企业逾期
未拆除的违法建筑和杂物依法进行了集中拆
除整治。

据了解，此次行动，共平整私搭乱建占用
国有土地的棚亭及青苗面积 1900 余平方米，
中坤农场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积极配合现场拆
违工作。

中坤农场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该公司
将继续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做好辖区“两违”整治的
宣传工作，加强巡查力度，做到违法建设防控无死
角，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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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生态热带新果园内，技术人员在修剪树苗。 本报记者 欧英才 摄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王章）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从海垦控股集团获
悉，该集团下属海垦科学院集团积极与
各大院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机制，以
院士工作站等平台柔性引进多名高层
次人才，有效提升农垦科技创新能力。

据悉，多名高层次人才包括中国
民族医药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代军，中
国林科院林业研究所遗传学首席专
家齐力旺，省领军人才、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工信学院副院长郑荣才等。
“今年以来，我们成立了人才引

进工作小组，分别与相关高层次人才
进行了多次接洽会谈，达成了引进意
向。”海垦科学院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2月海垦科学院集团正式组
建成立院士工作站学术委员会与创
新创业人才团队，旨在依托专家团队
力量，结合海南农垦“八大产业”发展
的需要及科学院集团转企改制实际，

从根本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高尖精人

才的加入，为海垦科学院集团在垦区
开展生态循环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精准农业等工作
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和服务保障。

据了解，海垦科学院集团将依托
专家团队力量建设小型化工程中心
和简易实用型实验室，组建热带植物
提取工厂和生物工程中心，推广植物

细胞工程、遗传育种工厂化育苗、植
物全息生化物理耦合提取等方面的
成果，开展金线莲、铁皮石斛工厂化
栽培、生物提取研究及植物精油、南
药、热带作物精加工生产，加快作物
引种与丰产栽培基地建设。同时，根
据海垦科学院集团文昌所、保亭所各
自区域优势及产业特点，开展北药南
育、特色热带作物种苗快繁基地、多
目标联产中试基地建设。

本报定城9月17日电（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李
强）挖洞，埋管，原土覆盖……9月10
日，在定安县南金农场公司第四作业
区青山村，一台挖掘机正在村内开展
铺设污水干管作业。村民期待村子
里的生活污水管网能早日投入使用。

得益于定安县政府投资实施的南
丽湖湿地公园片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工程，今年8月底，包括青山村在内，
南金农场公司第四作业区、第五作业
区共22个自然村（并场队）都将逐步

铺设生活污水管网，促进农村污水排
放规范化。

南金农场公司十分重视这项农
村污水处理工程，主动配合属地政府
做好前期的动员及协调工作，积极参
与到工程的规划工作中。

待工程完工后，22个自然村的生
活污水将通过支管流入干管，提升泵
用压力将干管的生活污水分流到市
政管道，最后进入南丽湖片区的大型
污水处理站。污水经过层层处理，变
为清水后，统一达标排放。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海报集
团全媒体中心记者林倩 通讯员尹小
斐）近日，海垦实业集团、海垦建工
集团、海垦宏达公司三方在海垦宏达
商城项目地举行党建共建签约仪
式。三方将以“两个确保”百日大行
动为契机，通过共建党建平台，设立
项目党支部，实现党组织优势互补，
创新党建工作新格局，真正把党支部
变成推进项目的支持者、推动者和服
务者，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记者了解到，作为省重点建设项
目的海垦宏达商城，是由海垦集团旗
下企业海垦实业集团投资开发，以海

垦宏达公司为主体建设的海南农垦
旧城改造项目。海垦建工集团是施
工单位。目前，该项目已取得一期、
二期施工许可证，并进入了全面建设
阶段。三方党建共建的内容包括组
织生活共建、廉洁教育共建、业务提
升共建、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共建、
员工关爱活动共建等“五大共建”。

海垦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人力
资源部总经理李健表示，此次三方党
建共建对于创新开展党建工作、推动
海垦项目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希望三方通过党建共建平台，探
索新时代党建工作机制、理念和做

法，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激励广
大党员展现新担当新作为，打造一支
具有凝聚力、战斗力的队伍，全力推
动“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开展，为海
垦事业贡献力量。

海垦实业集团负责人表示，三方
将携手推进共建示范党支部建设，真
正实现党建和项目工作交流的良性
互动，将宏达商城项目打造成为“质
量工程、精品工程、廉洁工程”。同
时，三方将进一步拓展党建共建的内
涵和形式，形成可持续、可复制、可推
广的党建项目经验，助推海垦各大项
目建设落地见效。

海垦建工集团负责人表示，三
方党建共建，是为创新国有企业党
建工作作出的有益尝试，三方将通
过党建共建，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提升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形
成助推项目建设的整体合力，确保
项目高质量完成。

为拓展党员活动阵地功能，在
海垦集团工会的支持下，三方还共
同创建了“党员阅览室”“职工书屋”

“党员文体室”“职工小家”，进一步
丰富党建工作内涵，打造独具特色
的党建品牌。

■ 本报记者 欧英才

9月12日上午11时，热浪翻滚，
在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占地300
多亩的生态热带新果园内，养护工人
蒋鹏顶着炎炎烈日操作除草机割除杂
草，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

在他身后，尖蜜拉、妈咪果、巧克
力布丁果、澳洲手指柠檬、巴西樱桃等
来自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洲等地区
的各类热带果树长势良好，呈现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漂洋过海“移居”海
南，这些果树在这片果园“安家”已有
一年多的时间。沿着种植区内的百香
果遮荫长廊，仿佛走进了一个新奇的
瓜果科普世界，每一种植区域的外来
水果品种都有一张专属名片，扫一扫
二维码便可了解。

2017年10月，为全力落实省委
省政府的部署安排，海垦控股集团制
定了热带水果引进推广项目实施方
案，由海南农垦科学院集团具体负责
项目实施。据悉，目前果园里共种植
43个树种、78个品种名优稀特热带水
果，兼具热带果树科普、旅游观光、科
学研究等功能。

来往的游客惬意地观赏着这些珍
稀树种，而10多名来自海垦科学院集
团的技术人员与养护工人无心享受这
一片荫蔽，在烈日下专门伺候着这些

“宝贝”，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在果树
上。“果苗中，贵的有超1000元一株，
便宜的几十元一株。”海垦科学院集团
种子种苗开发部部长李建华说，科学院
集团成立了团队，分工明确细致，有专
人负责土壤、栽培、植保、肥水等工作。

园区栈道旁，团队中57岁的技
术管理人员张付长弯下腰，一一检查
泰国香水椰子苗支架搭建情况。“这
些‘苗子’根系还不发达，加上前阵子
雨水多，土质较为疏松，所以得确认
支架搭建是否牢固。”张付长抖了抖

身上的泥土，用双手擦去鬓边的汗水。
“目前大批种苗长势良好，比较适

应海南环境，从今年6月份起大部分
果苗已进入稳定养护期，”海垦科学
院集团下属兴农艺园林科技公司副总
经理张广宇手指一棵高1.5米的巧克
力布丁果树苗告诉海南日报记者，一
年多前，它的高度还只有60厘米。

“都是珍贵树种，担心水土不服。”
在种植初期主要负责生态土壤样品采
集工作的张广宇说，原本这里是一大
片沼泽淤泥地，主要为黏壤土，种植环
境较为恶劣，通过引入客土，并结合改

良剂、有机肥等措施改良成沙壤土。
“新品种的引进需要经过细致的

考察筛选，这样才能避免出现水土不服
的情况。每个新品种从引进培育、试种
到真正推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短则
三四年，长则十年八年。”张付长说，每
一个树种需经过反复勘察和试验，在对
品种本地生长习性观察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其引进地的生长环境、生长表现，
对不同树种初步评价，筛选出在本岛
各环境类型区适宜生长的品种。

漫长的时间里，最担心的莫过于一
些极端天气的影响。日前受台风带来的

强降雨影响，果园里一些苗圃被水浸泡。
“当时团队几乎一夜没合眼，我们

通过连夜对苗圃里的积水采取有效措
施，清沟埋墒、排涝降渍，尽量减少苗
木的浸泡时间，并对树苗进行转移、抢
救和处理。”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团队
里的年轻人王俊龙历历在目。

“对损伤苗木及时进行消毒、养
护，确保苗木成活，并对报废的苗木进
行重新补植，力争将损失和影响降到
最低。”王俊龙说。

海南日报记者注意到，除了在桂
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海垦科学院

集团在其下属保亭热带作物研究所也
打造了珍稀水果种苗基地，南北两个
苗圃基地将共同打造集休闲旅游、采
摘体验、科普示范功能于一体的热带
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基地。

“为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两个确
保’百日大行动，海垦将以名优热带水
果引种工作为抓手，提升科技管理水
平，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优势，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加快将热带名优水果装进
市民的‘果篮子’。”海垦控股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表示。

（本报海口9月17日讯）

引种名优热带水果 科学开展管理培育

海垦打造热带珍稀水果种植基地

海垦三企业开展党建共建，推动海垦宏达商城项目建设提速

把党支部建在项目工地上

加大柔性引才力度，提升农垦科技创新能力

海垦科学院集团引进多名高层次人才

南金农场公司配合定安县治理农村生活污水

22个村庄将接入污水管网

2018年度垦区就业创业
示范基地名单出炉

本报海口 9 月 17 日讯 （海报
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卢裕元 通讯
员李峙罕）近日，海垦集团工会评
选出 2018 年度垦区就业创业示范
基地，23个就业创业示范基地获奖
69万元。

据介绍，为进一步推进垦区就业
创业基地工作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
就业创业环境，为广大职工创业就业
提供空间和载体支撑，4月24日至5
月15日，海垦集团工会检查考核组
对2018年度申报“垦区就业创业示
范基地”的14家基地进行检查，对13
家评级已满两年的省级、垦区级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进行考核。经检查考
核，评选出10家2018年度垦区就业
创业示范基地，保留13家省级和垦
区级就业创业示范基地荣誉称号，并
进行奖励。

获评 2018 年度垦区就业创业
示范基地的分别是龙江农场公司白
沙红橙现代农业示范园、海南橡胶龙
江分公司白沙春生养殖专业合作社、
八一总场公司铁皮石斛种植基地、东
昌农场公司黑山羊养殖基地、琼中阳
鑫龟鳖养殖专业合作社、母瑞山农场
公司茶叶种植基地、琼中乌石红绿
橙专业合作社、乐东金山绿康生态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乐东泽琦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海南农垦飘仙食
品有限公司。

评选考核过程中，考核组注重了
解就业创业基地是否形成一定规模
和产生经济效益；是否符合国家、我
省和垦区相关产业发展方向，具备发
展潜力；是否合法正常经营，不存在
经济、法律等纠纷；是否吸纳就业困
难职工就业，对困难职工进行帮扶
等。评选出垦区就业创业示范基地
后，海垦集团工会还将推荐其中的
3-5家单位参加省级就业创业示范
基地的评选。

海垦集团工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前垦区共有就业创业基地200多
家，年产值达1亿元以上，其中省级
和垦区级就业创业示范基地共 35
家。近年来，海垦集团积极推进垦区
就业创业基地建设工作，取得了较好
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稳定职工队
伍、增加收入、扩大就业及消除贫困
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广大垦
区职工奔向更高水平小康生活的新
途径和“助推器”。

海垦广场
中秋嘉年华人气旺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9月12日至15日，海
口海垦广场举行中秋奇幻嘉年华活动，现场设置
游园会、汉服文化展示、千人共享月饼等活动，吸
引了上千名市民参与。

据了解，本次中秋奇幻嘉年华活动游园会现
场设置游戏打卡点，市民通过参与投壶、猜灯
谜、糖画DIY、对对联等多种互动小游戏，集齐打
卡通关印章可获取精美奖品；12日至15日晚，
儿童主持人口才表演、舞蹈、架子鼓、唱歌比赛
轮番上演。

“抓住中秋佳节契机，我们通过举办一
系列的主题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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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广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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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橡健康在垦区开展
体验推广活动

本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吴思敏
通讯员王嘉宇）9月13日，海南海橡国际健康文
旅投资有限公司在全垦区开展体验式推广活动。
乳胶枕头、床垫、被子和“久久健”山兰营养液等产
品由房车搭载，分东、西两条线路陆续被送往25
家农场公司场部区域及其附近乡镇进行展销。该
活动将持续至国庆假期结束。

中秋期间，在东昌、西联、八一等农场公司场
部区域内开展的推广活动吸引了许多人的注
意。职工群众纷纷走进房车内试用体验各种乳
胶产品。

荣光5500平方米
违建被拆

本报讯（记者欧英才 通讯员王秋英）近日，
伴随3台挖掘机的轰鸣声，位于荣光农场公司辖
区的海垦乐东热带花果世界项目5500平方米违
法建筑被拆除。

当天，荣光农场公司积极配合乐东黎族自治
县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共百余人到拆违现场监督
并维持秩序。通过依法依规拆除违法建筑，对违
建行为给予严惩，形成有力震慑。

据悉，针对外来人员在项目地内抢占乱
建等“两违”行为，荣光农场公司明确责任、狠
抓落实，与属地政府共建垦地“联合检查、联
合告知、联合约谈、联合整治”的联动协作工
作机制。

荣光农场公司负责人表示，公司对“两违”现
象“零容忍”，将继续加强垦地合作，保持高压态
势，确保实现“两违”整治目标，进一步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国有土地不受侵害。

南金农场公司发起成立
定安县农技服务协会

本报定安9月17日电（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 通讯员王万吉）近日，记者从南
金农场公司获悉，定安县农业农村局、民政局等
相关部门已准予成立定安县农业技术服务协
会，并由定安县农业农村局担任该协会业务主
管。目前，该协会已在南金农场公司第二办公
区顺利挂牌。

记者了解到，该协会主要发起单位有南金农
场公司，以及南金农场公司旗下的海南定安绿湖
菠萝蜜有限公司、海南南绿果食品有限公司、海南
壕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二级企业。协会成员由
定安县境内相关企业单位、农业合作社以及农业
从业者组成。业务范围包括农业技术调查研究、
信息交流、咨询服务、业务培训、专业展览、农业项
目承担及农产品销售等。

据悉，定安县农业技术服务协会将致力于推
广先进的种植技术，立足于标准化的生产管理技
术，服务“三农”。通过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和
农业知识竞赛活动、组织开展农业技术送下乡志
愿服务活动、创建销售平台等方式，提高广大农
业从业者的科学生产管理技术水平，带动当地农
业向高产、高效、优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
方向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