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多彩活动弘扬红色文化

第二届乐东毛公山
旅游文化节举行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第二届乐东毛公山
旅游文化节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毛公山景区启幕，
旨在以多彩活动弘扬红色文化，推介旅游资源，拉
动旅游消费，助力脱贫攻坚。当天，乐东毛公山生
态旅游公司揭牌成立，在现场与两家省内旅行社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毛公山景区信息化
营销和人性化服务再升级。

文化节期间，主办方将举办黎族特色竹竿
舞表演、书画名家现场笔会、文艺晚会表演、红
色学堂、乐东特色美食及扶贫产品展销等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海南农垦毛公山农场公司
邀请6位书画名家进行公益性的作品义卖，拍
卖所得将全数用于扶贫事业，助力辖区内的贫
困户脱贫致富。

乐东黎族自治县有关负责人表示，毛公山景
区拥有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内
涵，是乐东发展县域旅游的重要“落子点”和传承
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目前毛公山景区的创建国
家A级景区工作已经通过专家组的评审，并进行
公示。

本次活动由乐东县政府主办，县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海南农垦毛公山农场公司承办。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农垦毛公山农场公司联
合海垦建工集团对毛公山景区进行了升级改造，
已经建成“四馆一地”，让毛公山景区成为海南红
色文化宣传教育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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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华10万头仔猪场项目
预计明年4月投产
可带动周边300多户农户稳定增收

本报临城 12月 30日电 （记者邓钰）海南
日报记者 12 月 30 日从海南农垦畜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旗下项目临高红华
10 万头现代高效仔猪场正加紧推进，预计明
年4月投产，可带动周边300多户农户实现稳
定增收。

该项目位于临高县皇桐镇红专居，是海南自
由贸易区（港）建设第二批集中开工的项目之一，占
地面积400余亩，计划总投资1.15亿元，猪场配备
全自动环控系统、自动喂料系统、自动清粪系统，猪
舍采用天然气供暖保温，并配备完善的粪污处理系
统、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等国内外先进设备，达
到高效、节能、减排。

目前，项目中11栋高标准猪舍主体基本完
工，水、电配套工程以及场区围墙建设也已完成，
工人们正在安装猪舍内部设备。

该项目经理宋隆彪介绍，项目建成后可年出
栏10万头仔猪。同时，项目将采取“公司＋农
户＋基地”的模式逐步扩大养殖规模，进一步推动
当地养殖业工厂化、高效化、现代化发展。

海垦1单位2个人
获农业农村部表彰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
报记者12月30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获悉，在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的《关于表彰
全国农业农村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
中，该集团共有1单位2人受到表彰。

据了解，海垦八一总场公司荣获“全国农业农
村系统先进集体”称号，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新伟
十六队队长梅学国、海垦茶业集团乌石白马岭茶
业有限公司职工符小琴荣获“全国农业农村系统
先进个人”称号。

据悉，该集团将以此为契机，发挥榜样示范作
用，进一步激发广大职工干事热情，为打赢脱贫攻
坚战、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现代化建
设和农业品牌培育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全民健步中国行”海垦·海口站举行

海垦掀起“健步风”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12月28

日，2019年“全民健步中国行”中国海南健步走大
赛（海垦·海口站）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的海南农
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举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2000名健步走爱好者参与。

比赛于28日上午9时开始，设置10公里健步
走项目。所有参赛选手按照赛事规定路线以健走
形式独立完成比赛，在11时前到达终点者视为成
功完成比赛。

赛事结束后，赛事组委会给所有完赛选手颁
发完赛证书，并为前500名送上奖牌奖品。此外，
还为部分单位颁发游戏组织奖、突出贡献奖、优秀
团队奖等奖牌和获奖证书。

据了解，本次大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主办，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大赛旨
在积极响应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广泛开展全民健
身活动。

海
垦
全
面
深
化
改
革
，实
施
﹃
八
八
战
略
﹄
，增
添
民
生
福
祉

改
革
破
藩
篱

发
展
见
担
当

■ 本报记者 邓钰

从曾经一度离家外出
打工养家糊口，到后来回到
农场种植芒果，如今盖起了
3层小楼……在海南农垦
神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泉集团）长田片区，职
工黄少明的生活变迁，正是
近年来海南农垦全面深化
改革惠及民生的缩影。

果香萦绕中，悠悠歌
声扬。歌唱主题早从过去
的劳苦艰辛，变成了产业
转型发展，芒果变金果的
好日子。这并非孤例。随
着海南农垦改革如火如荼
推进，转变，如同一缕缕清
风，吹遍垦区大地的每一
个角落。

2019 年，海南农垦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4·13”重要讲话和中央
12 号文件精神，站在更
高起点谋划和推进各项
事业发展，通过全面深化
改革，破除体制机制藩
篱，解放生产力，擦亮发
展底色；以“八八战略”
推动产业发展，打造出
一批名优品牌，激发职
工奋进动力；以垦地融
合为媒，融入地方发展
的一盘大棋中，谋求民
生福祉……在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
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征程
中，不断贡献海垦力量。

“过去，村庄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污
水处理设施，怎么一个乱字了得！”近
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
村，村民王丽香回忆起以往的“混乱”日
子，不禁皱起了眉头。

在王丽香记忆里，过去，什龙村由
于地处偏远，基础设施落后，脏乱不堪、
污水横流。加上村民观念落后，村中随
处堆放垃圾、饲养禽畜的现象屡见不
鲜，有些地方堆积了近两米高的“垃圾
山”。“又脏又臭，走在路上，苍蝇蚊子追
着人飞。”

而这一切，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
有了转机。这一年开始，海垦控股集团
定点帮扶什龙村，垦地融合共同推进脱
贫攻坚工作开展。

“今年，村里修起水泥路，种下三角
梅，大伙积极响应做起清洁，村庄面貌
焕然一新。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在帮扶
下发展起了特色产业。”什龙村乡村振
兴工作队员王家东介绍，海垦控股集团
陆续投入近300万元定点帮扶什龙村，
再开展道路硬化工作和村庄美化彩化
工程、推进人居环境整治以及全面完善
村庄基础设施的同时，积极培育产业，
根据村庄发展实际，通过成立合作社以
及入股企业等多种形式，引入黎锦编
织、特色养殖、种苗培育等产业，以产业
链串起乡村振兴路。

“我进入了村里的黎锦扶贫合作
社，今年还到冬交会上亮了一手编织技
艺。”王丽香高兴地说，受益于垦地融合
发展，村民们学得一手“脱贫技”，对脱
贫增收充满信心。

目前，什龙村已出深度贫困村序

列，今年新增 4 户共 11 人已全部实
现脱贫。

据统计，今年以来，海南农垦下达
国有贫困农场（公司）扶持资金2810万
元，并创新多种扶贫方式，通过入股分
红、自主经营、外出务工、公益岗位就业
等途径，帮扶垦区3129户 11594名建
档立卡贫困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道
路，14个贫困农场（公司）脱贫摘帽。

这只是海南农垦推进垦地融合，
谋求民生福祉的一个缩影。在“两违”
防控、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区域发展
等方面，更多垦地融合发展的乐章正
在奏响。

在“两违”防控方面，根据最新数据
统计，截至11月30日，海南农垦累计已
完成处置和正在处置的“两违”共2.6万
余宗、涉及违法建筑面积432.17万平方
米。发现制止276宗，涉及违法建筑面
积3.27万平方米，有效遏制增量。

在区域发展方面，八一总场公司场
部已纳入雅星镇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该公司产业空间布局、公共服务设施配
套等都将融入地方；海垦南繁产业集团
正积极参与南繁科技城建设，主动融入
崖州区发展规划，垦地将合力把该片区
打造成我省高标准农田建设区、南繁科
研成果转化核心区……

下一步，海南农垦将积极推动垦
地融合发展，促进实现“五个一体化”，
即空间规划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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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招商和落地一体化融合
发展。

（本报海口12月30日讯）

在深入推进新一轮农垦改革过程
中，海南农垦积极实施“八八”战略，谋
划八大产业，打造八大产业园区。

特别是在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背景下，海
垦积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构，推进产
业高质量发展，在做强天然橡胶主业
的同时，以农为重，打造全省人民的

“菜篮子”“肉篮子”“果篮子”，并着重
推进南繁种业、金融服务等一批高新
产业发展。

产业布局，落地开花——
天然橡胶主业，以“新”为破局点。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过更新产业，创新举措，革新机制，激
活发展活力，迈出转型发展步伐，打造
出集种植、加工、销售、贸易、农旅、康
养、科技、金融等为一体的橡胶全产业
链的产业集团，2019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90多亿元，创历史新高；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推动文
旅农深度融合。游客们漫游景区，饱览
稻花香里说丰年，沃土里“长”出幸福的
田园风光；又能走入科研基地，观看种
植大棚中安装的各种高科技农业设备，
了解农业“黑科技”，更能走入高山村，
一品乡愁滋味；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培育壮大南繁
种业。目前已累计在南繁科技城周边
流转科研用地 1.26 万亩，年加工量
5000吨的东方种子烘干加工厂年底建
成投产；参股南繁科技城开发平台，投
资40亿元建设南繁科技大学，承担建设
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发起设立“海南省

南繁育种创投基金”，海南农垦成为海
南打造“南繁硅谷”的重要力量……

深耕产业的同时，海垦不断推进
“品牌强垦”战略，通过制定品牌发展规
划、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加强品牌宣传推介，将品牌优
势转变为市场优势，推动一批品质优，
科技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海南农垦
产品走向市场，走出了一条具有海南农
垦特色的品牌强垦、品牌兴垦之路。

品牌花开，效益十足。在2019年
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
会上，一批海垦品牌亮相，受到了国内
外客商的热烈欢迎：打出健康、有机、无
污染卖点的海垦茶叶，在冬交会首日就
与88家经销商签下了共计1亿元的订
单；曾经装进麻袋里每斤只能卖20多元
的胡椒粒，贴上昌农品牌，装进调味瓶
里半斤卖60多元甚至更贵；打造全产业
链条的母山咖啡供不应求，还成功走入
机场、火车站以及我省各大商场……

据统计，在“品牌强垦”战略引领下，
白沙（绿茶）、母山咖啡、南金果果（菠萝
蜜）和陨坑茶等，一批既蕴涵泥土香气又
富有科技含量的品牌应运而生，海南农
垦现已有各类品牌（商标）148个。

“海南农垦将通过做强主导产业，
壮大优势产业，通过成功转型助力海南
产业发展。”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人表示，该集团将继续因
势利导，集中优势，以“八八战略”为抓
手，深耕重点产业，迈出转型升级步伐，
进一步增强产业的整体实力和企业的
可持续盈利能力。

产业为引 激发奋进动力

融合为媒 谋求民生福祉

B

C

A
翻开海南农垦的历史，改革的

篇章从未断绝。
近日，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

南繁土地开发整理（一期）项目现
场，建设场景如火如荼，工人们头戴
安全帽在现场忙碌施工，任由汗水
打湿衣衫。

“岁末年初，工人们不想着休
息，却加班加点赶进度，这种景象在
过去可算罕见。”看着眼前的建设场
景，回忆起过去一有工作人人推诿
的局面，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产业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强富不禁有
些感慨。

依托农垦改革浪潮，海垦南繁
产业集团自2016年9月28日组建
以来，紧抓发展机遇，不断深化机制
体制改革，激发发展活力，积极打造
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流、成果
转化为一体的“种业硅谷”。

“体制活了！我们干事有劲
头。”在海垦南繁集团，职工们纷纷
表示，过去，职工吃着“大锅饭”，干
多干少一个样。如今，职工按“公开
竞岗、平等自愿、人随事走”的原则
以市场化方式聘任，薪酬与公司经
营业绩直接挂钩，大伙干事创业的
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这样的转变并不鲜见。海南农
垦以创新引领，不断全面深化改革，
擦亮发展底色，做好土地、产业、平
台、人、融合和队伍六篇文章，破除
体制机制障碍。

今年以来，海南农垦还不断创
新举措，做好土地文章：加快土地资
产化进程，完成13.72万亩土地的评
估，新增资产规模67.61亿元；推进
土地证券化，于10月17日成功发行
全国首单以国有土地承包金为基础
资产的资产支持证券产品，募集资
金5.5亿元；创新实施土地资源整理
利用“三合一”，即土地综合整治、垦
区碎片化土地整合、规模化种植与
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提升资源
开发利用效益。多措并举进一步盘
活垦区土地资源，显化土地价值，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企业发展的资本优
势和实实在在的效益。

与此同时，海垦集团天然橡胶
价格（收入）保险、国际热带农产品
交易中心、国有企业“三标三系三
受益”绩效管理、设“居”推动农场
社会管理属地化改革和发行全国
首单以国有土地承包金资产支持
证券先后入选中国（海南）自由贸
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案例……种种
举措体现了海南自贸区、自贸港建
设的海垦担当。

在海垦神泉集团的芒果园在海垦神泉集团的芒果园，，
职工黄少明在打理芒果树职工黄少明在打理芒果树。。

科研人员在海垦南繁育种基
地里查看玉米生长情况。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海垦神泉集团长田芒果小康生态示范区海垦神泉集团长田芒果小康生态示范区
崭新的职工住房崭新的职工住房。。

改革为基
擦亮发展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