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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住“一头猪”
供应有保障 质优不提价

2月 24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市
民黄芳已习惯在家中用微信的“海垦
优品宅配”小程序买菜。“虽然疫情给
生活带来不便，但菜价仍然稳定，猪
肉较年前也没有涨价。”

海垦控股集团副总经理张志坚表
示，该集团下属企业海南农垦畜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畜牧集团）
贯彻省委、省政府保供稳价部署，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积极恢复产能，不提
价、不压栏，全力供应新鲜优质猪牛肉。

“春节以来，我们陆续向市场供应
7000余头生猪，共计供应猪肉近200
万斤。”海垦畜牧集团董事长王兰介绍，
该集团做到春节至今不断供，出栏生猪
全数向我省农贸市场和商超供应，并逐

步恢复产能，进一步提高供应量。
在屯昌县屯城镇佳丁村，海垦畜

牧集团佳牡猪养殖场处于层层防控之
中。进入养殖场的道路上设有多道消
毒防疫点，人员测温、穿戴防护设备方
可进入，车辆必须进行洗消防疫。

“靠着严密防控，养殖场春节至
今一直保持运营，平稳向市场供应。”
王兰介绍，目前该集团还积极推动红
华10万头仔猪场等项目建设，进一步
保证市场供应。

此外，海南农垦草畜产业有限公
司还储备20万斤优质生牛保证供应。

供好“一袋米”
海垦香满溢 安全又健康

近日，在三亚市崖州区一处小区，
市民朱琳在家中做饭。当她从电饭煲
里盛出米饭，满室米香萦绕。“这海垦

香‘小站稻’，米香十足，软糯弹牙。”
疫情期间，南繁集团发挥资源、产

业优势，做好大米生产和销售工作。
“利用南繁集团的种业资源，我

们根据消费者需求培育高质量农副
产品，让‘种子变金子’。”南繁集团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繁种业）营
销总监胥开今介绍，2018年以来，该
公司成功打造“海垦香”品牌，选育出

“小站稻”“籼米1901”“粳米1919”等
品种并逐步进行示范推广种植。

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强
富说，疫情期间大米需求增长，南繁种
业从1月底积极复工复产，禁止外来人
员进入，在加强疫情防控的同时，对加
工设备进行调试，组织人员进行生产。

为保证生产安全，南繁集团加工厂
内工人都要经过体温检测方可进入，同
时佩戴一次性头套、口罩和手套。

目前，海垦香大米加工厂每天可

加工大米5吨左右，现有大米储备近
1000吨，可进一步满足市场需求。

配好“一篮菜”
平价菜上市 量足味鲜美

2月22日，在位于海口市美兰区
的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立体种植
大棚中，无水栽培的上海青、生菜和菜
心等青嫩叶菜长势良好，绿意葱茏。

园区内共22个温室大棚、5.5万
平方米的种植基地都用来培育新鲜
优质蔬菜。

桂林洋国家热带农业公园种植总
监李文龙说，春节期间园区增加人手，
扩大种植规模，保证足量平价菜向市
场供应。目前叶菜已能做到每天面向
农贸市场及小区住户等稳定供给。

疫情期间，海南农垦“菜篮子”装
得满也供得足。

在南繁集团瓜菜种植基地，辣
椒、玉豆、豇豆等作物正是收获时，目
前该集团共有5000亩瓜菜基地和6
万亩芒果基地，职工正有条不紊地做
好生产工作。

“2月可向市场供应豇豆、茄子、
苦瓜等瓜菜2000吨。”徐强富介绍，
南繁集团一手抓防控，一手抓生产，
督促农户将生产的瓜菜及时送入市
场，积极做好产销对接工作，通过多
种渠道向市场供应瓜菜和大米。

此外，神泉集团芒果上市；中建
农场公司苦瓜收获；岭门农场公司圣
女果成熟；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积极对接物流、市场……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将进一
步加大“米袋子”“肉篮子”“菜篮子”

“果篮子”建设，切实提高综合生产
能力，采取多种措施引导产销平稳、
价格稳定。 （本报三亚2月24日电）

“疫情是考验，也是机遇。”海南
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总经理吴海江介绍，受疫情影响
公司产品线下销路受阻，坚定了企
业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决心。目
前，该集团电商部引导经销商做好
线上渠道建设开发工作，倒排工期
冲刺第一季度销量目标。

不管遇到怎样的困难，我们都
要开足马力将滞后的工期抢回来。”吴

海江说。
在位于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的

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神泉集团），一场“芒果保卫战”打
得如火如荼。

为应对芒果滞销、果价下行危
机，神泉集团筹集超1亿元资金收购
职工及周边种植户的滞销芒果，并
主动与中农网签约，以线上直播打
通芒果销路，仅两场直播便卖出2.5

万斤芒果。
“疫情为生产带来了一定程度阻

碍，但能让我们思考产业升级转型的
更多可能。”南金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李国庆表示，在各方大力支持
下，公司有信心奋进直追，完成今年的
经营任务。

“虽然目前菠萝蜜鲜果收购价暂
受影响，但菠萝蜜产业仍然前景向
好。”李国庆介绍，公司完善深加工产

业链，打开外地市场，已收到来自上海
和无锡的企业共计4000吨的果浆、果
粒加工订单。

鼙鼓频响急，奋进正当时。“疫情
当前，企业需要冷静面对，坚定信心，
专业应对。”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
表示，该集团将抓紧时间“练好内功”，
加快产业提档升级建设，为市场逐渐
恢复做好准备。

（本报三亚2月24日电）

海南农垦做好疫情防控，全力开展复工复产

战“疫”少闲月 复工人倍忙

“返岗有补贴、疫情
防控物资充足，我们有信
心做好项目复工工作！”
2月24日，在位于海口
市琼山区的海垦红明湘
海荔枝产业基地（一期）
项目现场，工人们戴着口
罩勘查为复工做前期准
备。该项目将于近日开
工建设，争取在4月中旬
建成投用。

这是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全
力以赴做好复工复产工
作的缩影。据了解，面对
疫情给产业发展、项目建
设带来的挑战，该集团在
属地政府的支持和指导
下，积极做好物资、资金、
防控保障等举措，组织旗
下企业积极复工复产，为
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作贡献。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王海涛 吴思敏

当前，正是各大企业和项目复工
复产的关键时期，涉及人员调配、物资
供应、防控防疫等多方面。

疫情当前，如何在抓好防控的前
提下推进项目建设？海垦控股集团广
泛收集下属企业意见，从复工生产需
求、复工生产难点以及复工复产防疫
机制建设等方面入手，因类施策逐一
破解。

“目前我们正紧锣密鼓推进省重
点项目宏达商城建设。”日前，在一场

座谈会中，海垦建工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羊博锴开门见山地提出复工难
点：项目参与人员多、防疫要求极高，
且工人多来自省外，省外工人返琼需
进行14天隔离，但隔离地点难找、成
本高，如何管理好人员对于企业而言
是极大的挑战。

一条条来自项目一线的意见被及
时倾听。海垦控股集团发布扶持举措，
从疫情防控流程制定、复工补助、隔离
保障、防控物资等方面提供坚实保障，

解决下属企业后顾之忧，推动复工复产。
目前在统一指导下，海垦控股集

团各子公司有条不紊地抓好疫情防控
的同时，正大力推进项目建设、产业发
展工作：

在南繁集团，项目处成立工地防疫
工作组，建立完善的防疫工作机制和防
疫信息通报体系，保障食品安全，还为
工人们发放口罩、洗手液、消毒液等防
疫物资，上下班每天有专人负责测体
温，并细致宣传各项疫情防控措施；在

海南橡胶金橡公司金联橡胶加工分公
司，防疫物资充足，疫情防控流程清晰，
职工积极做好重点建设项目的跟踪及
施工和设施设备维修保养工作……

此外，各企业想职工所需，急职工
所急，充分保障职工生产安全。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橡胶）与中汇国际保险经
纪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分公司合作，为
提前复工的430名职工无偿提供传染
病保险。

时不我待，海南农垦各大企业抢
抓春时，全力推进生产建设。

生产一线，也是战“疫”前线。连
日来，海南橡胶旗下各企业党委多方
筹措采购防控物资，组织全体党员干
部参与橡胶“两病”防治、中小苗抚管，
推进各项目复工建设，组织各子公司
开展“亩产万元”胶园综合体行动……

海南农垦各大企业在做好复工复

产工作同时，也不忘保障周边农户的利
益，保底收购滞销农副产品。“公司保底
收购，销路不愁，我们心里有底。”2月
20日，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一处菠萝
蜜园内，农户朱海安戴着口罩在田间忙
着采收菠萝蜜。今年受疫情影响，收购
商鲜少上门，正当他忧心忡忡之际，海
南农垦南金农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
金农场公司）提出以每斤1元的保底价

收购职工和周边农户种植的菠萝蜜。
“工厂周边约有200户咖啡种植

户，种植面积上千亩。只要他们摘果，
我们就收。”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咖啡厂厂长李
晓秋介绍，当下正是咖啡上市季，为解
决咖啡果的销售问题，该集团在配置
防疫物资、做好场地消杀和人员管控
及防疫宣传工作基础上设置收购点，

保障种植户收入。
“只要采取科学措施防控疫情，一

定能实现防疫和生产两不误。”李晓秋
信心满满地说。目前，该公司积极投
入生产，将收购回的咖啡果制作成咖
啡豆。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还派出一
线督导小组，到各下属企业和重点项
目建设现场问进度、解难题、促生产。

多举措 战“疫”一线保障足

抢春时 全力以赴抓生产

鼓士气 鼙鼓频响奋进急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刘勇

“集团组织我们勤加管理田头瓜菜，以保障市场供应。”2月24日，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居的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南繁集团）瓜菜种植基地中，职工李国强戴着口罩正忙着采摘园内的红辣椒。

田间地头连着百姓餐桌，直接关系群众民生获得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果蔬、粮油和禽畜的市场供应成为关注热点。
海南日报记者近日走访多地发现，为稳住“一头猪”、供好“一袋米”、配好“一篮菜”，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

集团）带领旗下企业防控生产两手抓，积极向市场供应质优价廉味美的农副产品，助力保供稳价工作，提升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感和幸福感。

海南农垦加强“米袋子”“肉篮子”“菜篮子”“果篮子”建设

备足蔬菜瓜果肉 守住“舌尖”酸辣甜

发放补贴，专车接送，优先保障物资

海垦控股集团
多举措推进项目复工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邓钰）海南日报
记者2月24日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了解到，该集团通
过发放复工补助、专车接送复工人员，优先保障防
疫物资等举措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积极推进项
目复工。其中，本月计划复工22个重点项目，包
括海垦西培海之源有机果蔬产业示范园、海垦红
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项目（一期）、国家南繁生物
育种专区项目等。

据了解，对于纳入2月复工计划的项目，于2
月底前返岗并按政策规定隔离的工人，海垦控股
集团将以省内工人每天500元、省外工人每天
1000元的标准给予补助。同时，3月15日前由省
外返岗工人，将安排在海垦控股集团旗下酒店进
行统一隔离，隔离期满派专车接送。

在防疫物资保障方面，海垦控股集团将优先
保障旗下复工复产的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其中，
2月底前复工项目按工人实际返岗数量每人一次
性配发40只口罩；3月15日前复工的项目配发测
温仪等。该集团还将优先保障复工复产企业的项
目资金安排、财政资金补贴、内部贷款等。对复工
复产的相关企业和项目，海垦控股集团将主动作
为开辟绿色通道，切实解决实际问题。

海南橡胶430名复工职工
获赠传染病保险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日前，海
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南橡胶）为提升职工复工复产积极性，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该集团与中汇国际保险经纪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汇国际）合作，为复工
企业员工无偿提供传染病保险。

据了解，这些传染病保险为中汇国际无偿捐
赠。捐赠对象包括海南橡胶总公司以及旗下20
家基地分公司和5家分公司共计430名提前复工
员工。保险范围包括每人30万元的新冠肺炎身
故保障金、每人5000元确诊赔偿金以及每人每天
50元的住院津贴。

目前，海南橡胶在疫情防控关键时期一手抓
好防控工作，一手做好复工复产，通过制定疫情防
控专项工作方案、优化作业安排、采取错峰施工、
做好办公场所消毒等工作，为员工提供保险等措
施，保障复产复工期间的疫情防控。

海南橡胶国产20号胶
获资本市场进一步认可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秦
丹丹）日前，海南橡胶国产 20 号胶全国首张
NR20合约标准仓单在上海期货交易所顺利生
成，这是海南日报记者2月24日从海南天然橡胶
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获悉的。

据悉，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主流品种之一，是
用于轮胎制造的重要原材料，也是国际贸易的商
品。国产20号胶全国首张NR20合约标准仓单的
注册，对海南橡胶来说是一次极具挑战且有价值的
探索，意味着公司的产品质检报送、报关、退税、海
关等工作得到资本市场进一步认可。

据了解，此次工作经2个月筹备和探索，在海
南橡胶金橡公司、海南农垦现代物流集团有限公
司20号胶期货交割仓库的协助配合下，以及在上
海期货交易所、海口海关、海口综保区、省国税局、
华泰期货公司等支持下成功生成。

海垦离退休党员群众
捐款支援湖北抗疫

本报海口2月24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高
明翠）海南日报记者2月24日从海南省农垦老干
部服务中心获悉，该中心广大海南农垦离退休党
员、群众自发通过微信群组织爱心接龙捐款活动，
以支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共筹集捐款超过
20万元。

据介绍，省农垦老干部服务中心20个党支部
的600多名党员、300多名离退休老同志以及离
休干部的子女、遗孀等积极参与捐款活动。此次
募集的善款将全部用于支援、帮助湖北省抗击疫
情，为坚守一线的广大医务人员和防疫工作者送
去温暖，奉献爱心。

海垦旅游集团与全星制药
共建口罩生产线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日前，海南
省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海南农垦旅游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旅游集团），与海南
全星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全星制药）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建日产10万个口罩的放卷贴
合全自动化口罩生产加工线。

据悉，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我省群
众对口罩需求大幅增长，市场出现缺口。为此，海
垦旅游集团与全星制药合作共建口罩生产线，致
力于缓解口罩紧缺问题，助力疫情防控工作，同时
为防止远期口罩产能过剩，将合作面向全国涉旅
企业，如景区、酒店、旅行社等开发市场。

根据协议，全星制药将负责口罩生产体系的
建设工作，所生产的口罩需全数达到一次性医用
口罩相应的国家标准。海垦旅游集团将组建专业
市场运营队伍，负责口罩产品的推广和销售等。

近日，在海南农垦南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冬季瓜
菜种植基地，职工忙着采摘
玉豆、豇豆。据了解，在做好
疫情防控前提下，海垦南繁
集团组织员工抢抓农时，合
理安排生产工作，稳定我省
瓜菜市场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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