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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垦集团长远发展来说，机
制体制的创新发展，与产业发展同样
重要，这也是新一轮农垦改革发展的
关键。

海垦集团近年来通过不断自我
革新，建立快速审批机制，实行人才
强垦战略，实现了从制度僵化到创新
发展，激发了企业发展的新活力。

胡椒价格上涨时要大批量出售，
下属企业得事先上报，然而市场瞬息
万变，等批下来时价格却下跌了……
层层审批的模式曾是海垦集团快速
发展时期，令海垦不少企业颇为头疼
的事。

海垦旗下企业遍布全省各地及
多个产业领域，在转企改制后，政企
不分的思维依然存在，需要建立起一
套高效运转的市场化体制机制来助
企业提质增效。

2018年起，在广泛征求意见和建
议的基础上，海垦设立投资委员会，

建立快速审批机制，并对原有授权清
单进行调整和完善，放权松绑、明确
责任和受理时限。手续完备的情况
下，项目从立项到获得批复比原来提
速约50%。

产业发展，离不开人才支撑。新
一轮农垦改革以来，海垦实施“大方
引才、大度容才、大气励才”的人才强
垦战略，以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为
动力，以产业选才、以平台用才、以环
境留才，为农垦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海垦还成立战略咨询顾问委员
会实施柔性引才，聘任上海光明集
团原总裁曹树民、中国农业大学动
物科技学院院长助理杨富裕等 10
名企业家和专家学者担任专家顾
问，为海垦决策提供“一对一”高端
咨询。

此外，海垦集团还根据省国资委
最新的授权经营要求，修改完善集团
及二级企业授权管理清单，切实增强

企业的经营活力、创造力和市场竞争
力；充分发挥绩效考核“指挥棒”作
用，推进集团二级及以下企业实现绩
效考核全覆盖；激活经营机制，鼓励
在项目公司层面，试行职业经理人制
度，鼓励下属企业优化人工成本结
构，腾出更多空间用于优秀人才和团
队的引进等。一系列举措都为集团
快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释放了
企业的活力与创造力。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
聚，企业发展离不开大量人才。67年
前的建垦初期，正是因为集聚了一批
优秀的橡胶生产与科技人才，海南农
垦才得以在筚路蓝缕中艰苦创业、不
断壮大。

眼下，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
以及集团“八八”战略不断推进，对垦
区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海垦集团正在不断努力，通过
创新体制机制，突破发展瓶颈，努力

激活垦区发展“一池春水”。
回眸过去，点击“海垦发展”这个关

键词，闪现出一张张向发展聚焦的“成绩
单”，不断刷新着海垦人的自信心——

2017年，海南农垦实现汇总营业
收入211亿元，同比增长28%，利润总
额4.08亿元，与改革前的2015年相比，
大幅增盈约16亿元，实现利税总额
10.6亿元。

2018年，海南农垦实现汇总营业收
入222亿元，同比增长5.21%；利润总额
5.97亿元，同比增长44%，增速比全省国
有企业平均增速快32个百分点。

2019年上半年，实现汇总营业收
入110.3亿元，同比增长4.5%；利润总
额3.5亿元，同比增长265%。

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新发
展，潮起正是扬帆时。海垦人正破茧
蝶变，迈着铿锵脚步，朝着打造农业
领域航母的目标阔步前行。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潮起正是扬帆时
——海南农垦改革发展述评之一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许雅

“参加国庆观礼活动，心里感到万
分自豪。这份荣耀不仅属于我个人，
也属于整个海垦人。”近日，从北京返
回海南后，全国劳动模范、海垦神泉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隆荣依然难掩
兴奋与激动，尽管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赴京参加阅兵观礼活动。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有关文件精
神，海南省总工会选派全国劳模、“时
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
响的劳动模范”彭隆荣，赴京参加9月
30日晚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及10月1
日国庆观礼活动。

此次全省共选派4位劳模代表参

与国庆观礼活动，彭隆荣作为海垦唯
一获此殊荣的劳模代表，已经是第三
次赴京参加阅兵观礼，并两次参加国
庆招待会。

早在赴京前的一个星期，彭隆荣
就将穿了好多年的黑色西装翻了出
来，熨了又熨，并小心翼翼地将宝贵
的时代领跑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多枚奖章，郑重地别
在了衣服左边胸口的位置上。“这里
是离心脏最近的地方。”彭隆荣轻轻
抚摸着胸口的多枚纪念章和奖章，激
动地说道。

与保存得崭新光亮的纪念章形成
强烈对比的，是一个已经打过补丁的
老旧手提包。“这是参加2015年‘九

三’阅兵时，组委会统一发放的。自从
有了这个包，彭总几乎每次出差都要
带着它。这期间打过补丁、修过拉链，
他一直都舍不得扔。”神泉集团团委副
书记杨礼坚告诉记者，其实大伙儿都
明白，这个手提包不只是纪念，里面装
着的更是组织的信任与关怀。对彭隆
荣来说，这既是荣誉，也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与期盼。

“能再次赴京参加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观礼活动，这份殊荣要归功
于党多年的培养，归功于百万农垦人
和三万多名神泉南田人。”时隔 10
年，彭隆荣仍清晰地记得2009年参
加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阅兵观礼
时的场景与心情：“做梦都没有想到

能有这么一天，可以亲眼目睹盛大的
阅兵仪式，感受祖国的繁荣和强大。”
而与2009年相比，今年的国庆观礼
令彭隆荣更加激动：“仅仅过了 10
年，就可以明显感受到我们国家各个
方面都取得了明显进步，身为中国人
特别自豪！”

彭隆荣15岁参加海南农垦的建
设，1992年临危受命，接过了负债累累
的特困农场——南田农场（现为神泉集
团）改革发展的担子，担任该场场长。
他用27年的时间，在各级党委的坚强
领导下，带领着神泉南田人开展“五次
思想大解放”，以“六敢”精神拼博出了
一条企强民富的康庄大道，2018年神
泉集团实现突破1亿元的利润，将神泉

南田打造成为海南农垦乃至全国农垦
改革发展的一面旗帜。而今，他再次扛
起了打造海垦“两个率先”示范区的重
担，带领神泉南田人积极投身到海垦新
一轮改革发展浪潮中。

“国庆观礼给了我持续奋进的更
强动力！”彭隆荣表示，将加倍努力工
作，珍惜荣誉，守住底线，在新时代扛
起新担当，奉献新作为。要像生命的
延续那样保持本色，以不待扬鞭自奋
蹄的自觉改革创新，以吃苦耐劳和无
私奉献的精神推动企业快速发展，进
一步凝聚团结干部职工群众听党话、
跟党走，为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设再
立新功，为建设美丽神泉、幸福南田不
懈奋斗。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全国劳模、海垦神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隆荣：

“国庆观礼给了我持续奋进的动力！”

农场公司供地 属地政府配套资金

海垦推进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林倩）近日，记者从海垦集团获悉，为贯彻
落实好关于加快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
设的有关要求，海垦将按照“用集体土地，建集体
设施，供集体使用”的原则，积极对接、主动配合属
地政府，协调项目布局布点，推进垦区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建设。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建设模式均由农场公司
提供土地，属地政府用专项财政资金建设。自该
项目启动以来，海垦集团对垦区各农场公司和相
关产业集团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情况进行了
摸底、核查。同时，农场公司组织专人，紧密对接
属地政府，积极配合支持开展土地清表及补偿等
工作，保障项目用地，推进项目顺利开展。

据统计，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
共涉及垦区卫生室建设项目138个，其中新增新
建项目134个，原有项目4个。项目分布在海口、
万宁、定安、屯昌、澄迈、临高、东方、儋州、三亚等
9个市县。

海垦集团农场事务部负责人表示，开展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标准化建设，对提升垦区职工群众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缩短与地方的差距，补齐民
生建设短板有重要意义。下一步，垦区各企业将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细致的工作态度，加快推进此
项工作。

加快推进垦地融合发展

海垦将与万宁建立
更有效区域协调发展机制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
记者余美君)为进一步加快垦地融合发展，海垦集
团与万宁市利用国庆假期时间在万宁市召开座谈
会。双方达成共识，将按照“全省一盘棋，全岛同
城化”的发展要求，牢固树立垦地“一家人”的发展
思想，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快
万宁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携手为海南自贸区、自贸
港建设贡献力量。

万宁市委书记贺敬平说，垦区万宁片区企业
是万宁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希望深化垦
地合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切实提高垦区职工与
地方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实现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万宁将加快建立完善垦地联席会议机制，
畅通沟通渠道，定期研究解决垦区企业改革发展
中遇到的问题；万宁有关部门将主动提供服务，按
照先易后难的原则，对垦区企业提出的问题予以
指导解决。希望垦区万宁片区企业积极融入万宁
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继续为属地经济社会发展
贡献力量。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王业侨
说，海垦集团将发挥优势，全力支持、积极参与
万宁市乡村振兴、产业园区建设、规模化农业产
业基地建设、热带特色农业发展、美丽乡村特色
小镇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希望双方进一步深化垦地融合发展共识，加快成
立垦地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立高效畅通的
联席会议机制、紧密共赢的合作模式，以解决具
体问题、推进具体项目为抓手，切实推动垦地

“空间规划一体化、产业融入一体化、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一体化、土地利用一体化”，实现互惠
共赢，互促发展。

国庆期间持续奋战

宏达商城项目加快推进
本报讯 连日来，海垦实业集团宏达商城项

目工地上彩旗飘飘、机器轰鸣，一片热火朝天的
施工景象。国庆期间，项目部管理人员仍然坚守
在项目工地上，工人们顶着炎炎烈日挥汗如雨，
加紧施工，快速推进项目建设。

据了解，9月30日 22时，宏达商城项目3#
楼顺利完成地下室顶板和一楼地板混凝土浇
筑任务，完成了国庆节前节点任务。目前，项
目已按计划完成主楼正负零楼板混凝土浇筑
任务，以及1#、2#楼地下室基础底板垫层浇筑
工作。 （尹小斐）

促进与澜湄国家农业交流合作

《澜湄国家农业行》
记录母山咖啡

本报海口10月7日讯（海报集团全媒体中
心记者卢月佳）10月2日至10月6日，受农业农
村部委托，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摄制组来到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拍
摄《澜湄国家农业行》节目，促进日后加强与澜沧
江—湄公河国家（以下简称澜湄国家）农业科技交
流、合作。

在该产业集团11位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节目
组走进了咖啡苗圃、咖啡基地、生产车间等地，将
镜头对准咖啡苗的芽接，咖啡豆的采收、晾晒，以
及咖啡产品的包装、冲泡等过程，完整记录下母山
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全产业链。

“本次拍摄是对母山咖啡品质的肯定，影片若
能在澜湄国家的平台播出，对母山咖啡而言，能起
到很好的推广作用。”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裁李豫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说，母
山咖啡的核心优势在于所有的咖啡苗都采用芽接
的手法，由芽接苗生产出的咖啡豆，具有品质较稳
定、生长期较集中、病虫害较少等优点。

红昇农场
菠萝长势喜人

近日，红昇农场有限公
司东红基地种植的 2035
亩菠萝，绿油油一片，长势
喜人。

据了解，去年以来，红昇
农场有限公司东红基地管理
中心职工群众种植的这片菠
萝，由于加强了除草、病虫害
防治，增施有机肥等栽培管
理措施到位，收成良好，更好
发挥了增加职工群众收入的
经济效应。

图/文 通讯员 王壮

67 年前，在
一片荒芜中扬起
锄头，肩负着保
障国家粮食安
全、支援国家建
设、维护边疆稳
定使命的海南
农垦，引领百万
海南农垦人踏
上了屯垦戍边
的 征 程 ，在 建
设、改革、发展
的壮阔进程中
奋勇前行。

67 载 沧 桑
砥砺，67载春华
秋实。于 1952
年 1 月创建的海
南农垦，近年来
通过一系列大刀
阔斧、行之有效
的改革发展措
施，结束了长期
政企合一的历
史，卸掉了社会
职能包袱，“量身
定制”建立起一
套符合自身发展
的现代企业制
度。

如今，这个
天然橡胶、热带
农业、旅游地产、
商贸物流、金融
服务等多产业协
同发展的企业集
团，正徐徐展开
发展蓝图。

■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高莹

作为全国第三大垦区的海南农
垦，经过几代农垦人的艰苦创业、无
私奉献、洒汗流血，创造了北纬18度
以北大面积种植橡胶成功的奇迹，建
成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为
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海南的开发建
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社企不分、政企不分、产业
单一，以及政策的边缘化等诸多原
因，一度让这个曾经骄傲无比的农业
战线上的“国家队”掉队了。

“依托优势资源，转变发展方
式，加快产业发展。”面对发展困局，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在海南
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海南农
垦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和产业转
型。从单一吃“橡胶饭”，到天然橡
胶、热带现代农业、旅游、金融服务
等“多条腿”走路，初步实现从传统
农业到现代农业、从传统农场到现
代企业的跨越。

2016年5月28日，海南农垦“八
八”战略项目招商暨人才招聘大会在
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借助这次

大会，海南农垦不仅聚集了人气和财
气，共签订意向协议61个，金额共计
286亿元，还“唤醒”了沉睡的资源，承
载着强垦富民梦想的“八八”战略画
卷铺展开来。

在此后3年多的时间里，海南农
垦“八八”战略全面启动。为了实现
资源资产整合，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海垦旅游、果业、胡椒、草畜、南繁、咖
啡等一批产业集团相继成立，这些产
业公司纷纷投身于市场经济的汪洋
大海中，勇当“弄潮儿”。

一时间，海垦大地上，产业发展
风生水起、捷报频传，发展潜力不断
被激发：

——稳步实施“走出去”战略，大
力推进并购重组，推动产品结构调
整，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协同，有
效提升了海垦产业影响力和市场
竞争力；

——天然橡胶产业面对市场价
格低迷的漫漫“熊途”，从种植、加工、
销售等多个环节持续发力，推进综
合改革，已初见成效。截至 2018

年，累计向国家提供橡胶 760 多万
吨（含种植、贸易等渠道）。此外，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先后参与并购
新加坡R1公司、印度尼西亚橡胶加
工企业KM公司，目前已发展成为
全球最大的橡胶生产、加工、贸易一
体化的跨国企业；

——金融产业进一步整合，组建
海垦金融控股公司，充分发挥金融杠
杆作用，助力其他产业加快发展；

——畜牧产业从种苗、饲料兽
药、销售、品牌建设、农垦生猪产业化
联合体、家庭农场六个方面推动生猪
整合，实现了产业良性发展；

——园区建设快马加鞭、蹄疾
步稳，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
海垦广场、母瑞山红色旅游景区等
项目相继动工、开业；万泉花果文
化旅游区、红明荔海共享农庄等项
目进展顺利，优势资源正在变成优
势产业。

此外，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贸
港如火如荼之际，海南农垦积极扛起

“海垦担当”，拿下多个“第一”：

——发起成立海南农垦产业发
展股权投资基金和海南农垦农业产
业投资基金；

——成立海南第一个国际热带
农产品交易中心，积极打造大宗商品
交易所，发布新华·海南农垦系列价
格指数；

——提出了农垦土地资源资产
化和资本化模式，以及实施路径，
2018年完成2万多亩国有划拨土地
40%权益作价出资转增资本金10多
亿元，探索出一条不改变土地权属，
通过做实企业资产获得发展资金的
道路；

——天然橡胶价格(收入)保险
和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中心两项
金融创新工作入选中国（海南）自
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第
一批）；

……
“第一”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

点。当前的海南农垦，正换挡加速、
奋力爬坡，朝着“增长极”和“示范区”
两个目标奋力前行。

“多条腿”走路 激活产业发展新动力

体制机制革新 激发高质量发展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