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忙
⬆ 2月28日，海垦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

项目施工现场，工人在进行排水设备的加工。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 海南农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种植基地，万
亩荔枝花盛开。图为2月28日，农民在给荔枝进
行疏花养护。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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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体系，释放发展动能，加快产业转型……

海南农垦亮出高质量发展“密码”

如何将“计划图”变成“施工图”，
把“时间表”变成“计程表”？

海垦以提升4个方面管理水平
和守住3个领域风险底线为抓手，推
出一项项务实举措。具体而言便是，
海垦控股集团将完善管理体制和经
营机制，提升农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将“风险意识、底线思
维”贯穿经营管理全过程，确保农垦
改革发展行稳致远。

建立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和

管理机制，是增强企业活力的“牛鼻
子”。然而，机制不活、机构臃肿一度
是困扰海垦改革发展的一大痼疾。

发展伴随改革而来。
去年11月，在第十五届中国茶

业经济年会上，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茶业集团）荣获“2019中国茶叶百强
企业”称号，排名第49位。

海垦茶业集团总经理吴海江
表示，取得这样的成绩得益于在加

快推进海南农垦“八八”战略实施
背景下，海垦茶业集团全力推进垦
区茶叶资源整合，进一步完善内部
产业协同机制和经营管理机制，走
规模化、产业化、标准化、品牌化发
展道路。

这是海垦控股集团通过健全经
营管理体制，释放产业活力的鲜活例
证。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优化
组织架构，推进重组整合，减轻发展
负担，释放发展动能，提升管理效益；

以完善项目管理机制等举措健全公
司治理制度，提升管理水平；并通过
完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和薪酬体系
等举措激活经营机制。

清晰的目标、高远的站位、有力
的举措，将有力推动海南农垦参与
到海南自贸港建设中来，在垦区大
地绘就一幅高质量发展的恢宏画
卷，在自贸港建设中扛起海南农垦
的担当。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多举措 提升管理水平 释放产业活力破解增量难题

海垦累计向防疫一线
捐赠370万余元物资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 吴思敏）海南日报记者3月2日从海南省农垦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截至目前，该集团已
向防疫一线医护人员和群众捐赠8个批次总价值
370万余元的各类物资。

据了解，这些物资包括该集团下属企业海南
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境内外渠道
购买并向省红十字会捐赠的90万双防护手套，以
及向湖北省6家医院捐赠的自营加工的1050套
乳胶床垫和枕头、组织旗下多个农场公司向湖北
省捐赠的305吨瓜菜等。

助抗疫

海垦企业向武汉8家医院
捐赠1.5万斤火龙果

本报那大3月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羊
秀莲）海南日报记者3月2日从海南农垦西培农
场有限公司获悉，该企业日前组织职工在海垦西
培海之源有机果蔬产业示范园采摘火龙果，经过
分拣、打包后，装车运往武汉。这批火龙果共计
1.5万斤价值约25万元，目前已运抵武汉，捐赠给
当地8家前线医院。

海南橡胶企业引“外援”畅销路

1250吨乐东芒果出岛
本报抱由3月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

思敏 韦武勇）“原本每斤只能卖1元，现在至少能
卖到3元左右。”3月2日，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
镇山荣片区一块芒果地里，农户韦积新正在自家
果园里采摘芒果。“多亏企业支持，我种植的近百
亩芒果已经全部找到了买家。”

眼下正是芒果成熟上市的时节，然而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乐东的芒果销路一度不畅。为此，
2月份以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旗下的瑞橡山荣分公司积极联系各地客商,与重
庆洪九果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目前，
洪九果品已在乐东收购约1250吨的芒果，陆续发
往成都、重庆等地的大型水果批发市场。

保畅销

陵水与海垦签订协议
推进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育婵）2月28
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政府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海南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推进垦地合作，加快重点项目建设。

据了解，双方将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加快推进
南平产业园开发建设，深化发展以“特色康养、中
医中药和健康科技”为主业的大健康产业。

陵水县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县将持续加
大对垦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和对康养产业的扶持力
度，引资源、引政策进园区，积极引入行业龙头企
业，加强与周边康养产业项目联动发展，形成产业
带聚合效应。

促发展

海垦物流承运900多吨果蔬肉蛋

40车爱心物资送抵湖北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符镭冬 吴思敏）2

月26日，海垦物流集团承接琼海市捐赠湖北爱心
物资的运输任务，40辆运输车从琼海市嘉积镇集
中发车前往湖北省武汉市、荆州市、鄂州市等地。

据悉，2月23日，海垦物流集团了解到琼海市
红十字会和琼海农业农村局有900多吨瓜果蔬菜、
鸡蛋肉类等将运往湖北省武汉、荆州、鄂州等地，但
物流运输受阻。该集团仅用2天时间，就办理了“应
急物资绿色通行证”，紧急组织车辆、调度司机，2月
26日集中发车运送物资，目前已分别抵达目的地。

海南橡胶切实保障员工利益

为万余名员工投保防疫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谢婷 吴思敏）近

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携手华夏保险，为该集团员工无偿提
供传染病保险，保障员工利益。

据了解，海南橡胶组织员工以工会名义团体
投保，投保人数达17986人，累计保额35.97亿
元。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身故或伤残的保额
为20万元，意外伤害保额5000元，保险日期为
2020年3月1日至5月29日。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符煜

“花开得盛，今年荔枝收成一定
好。”3月2日，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
镇的红明妃子笑荔枝种植基地，农民
孙宏德正折去荔枝树上细碎的花枝，

“这一步叫疏花，是为了保证花朵不
吸收过多养分，让荔枝能够高产。”

从1月27日开始，孙宏德便忙
着在果园疏花。他告诉海南日报记
者，二三月份是荔枝疏花关键时节。
虽然新冠肺炎疫情给工作造成不便，
但在海南农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以

下简称红明集团）有序组织下，职工
们没有落下疏花工作。

抢得春时，方得春光。据了解，
从1月26日起，红明集团便制定了
疫情防控期间的复工方案，和属地政
府协作，做到宣传、排查、防控、生产
四联动，全力推进疫情防控和复工复
产工作。

“由于荔枝生长的特性，我们必
须及早谋划，以保证不因疫情影响生
产。”红明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波
介绍，联动机制建立后，该集团在属
地政府的帮助下，迅速招募到大批周

边农民，经过健康检测全数上岗，保
证疏花期用工需求。

在开展疏花工作时，为避免人员
聚集，红明集团划片分时安排工人疏
花，还组织技术人员使用高效舒蕾
剂，提高效率，减少疏花用工量和成
本，提升荔枝的产量和品质。”王波
说，目前该集团3万亩荔枝的疏花工
作已完成，成花率达98%，为丰产打
下坚实基础。

在抓好生产同时，红明集团不
忘推进项目建设。3月2日，在海垦
红明湘海荔枝产业基地现场，工人

吴景水戴着口罩，手拿电焊，加工钢
制排水渠。“出发时有车接，开工前
严隔离，出入工地要检测，每日分区
作业，项目现场的防控工作很严
格。”他说，正是因为项目规范的防
控管理，工人们都卸下心理负担，全
身心投入建设中。

在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工作中，项
目进度有序推进。该产业基地预计
今年4月建成投用，将为5月上市的
荔枝提供集散、加工、仓储物流、电子
商务和包装销售的场所。

丰产在即，还需谋求丰收。只

有提前谋划，才能畅通销路。据介
绍，目前，该集团已提前回访往年合
作客商，初步确定销售意向。同时，
在省商务厅大力支持下，红明集团
与阿里巴巴初步达成海南热带特色
果蔬疫情期间和年度供应计划，计
划在荔枝上市时节，红明集团每日
向天猫自营平台供应2万单优质荔
枝。此外，红明集团还提前与加工
企业紧密对接，拟对荔枝果浆等荔
枝加工产品进行生产合作，确保垦
区荔枝产业丰产丰收。

（本报海口3月2日讯）

海垦集团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1278个党支部捐款162万元

本报海口3月2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光）连日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组
织1278个党支部全面开展“我为支持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献爱心”主题党日活动，动员广大党员干部
为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缴交特殊党费献爱心。
截至3月2日，共筹集162万元（含非党员捐款）。

红明集团垦地协同，提前谋划，推动荔枝产业发展

红明春意浓 笑看花满枝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春的来临，揭开了一年奋斗
新篇。

2月2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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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
口举行2020年工作会议，
盘点、分析2019年工作成
绩，为2020年工作确立目
标，指明方向。

对于海南农垦而言，
2019年是任务重、节奏快、
收获足的一年。一组数据
足以说明它的不同寻常：全
年实现营收236亿元，同比
增长9.19%；利润总额6.49
亿元，同比增长10.24%，资
产总额超600亿元……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凝
结着海南农垦人的奋斗汗
水。这一年来，该集团把制
度创新作为转变发展方式、
破解发展难题、提升经营管
理水平的重要抓手，5项案
例入选自贸区制度创新案
例；以项目建设作为发展动
力，全年签约项目43个，签
约金额729亿元。

奋斗 2020年，海垦控
股集团深入落实省委部署，
按照稳中求进，稳中提质的
发展基调，提出“5443”发展
体系，即把握5个职责定位，
坚持4项新发展理念，提升
4方面管理水平和守住3领
域风险底线，力争今年营收
实现285亿元，增长20%，
让海南农垦在自贸港建设
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处大事贵乎明而能断，临大势贵
在顺而有为。

在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日益复杂
严峻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大背
景下，面对压力与挑战，明断、顺势、
有为，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对于企业而言，只有准确把握当
前经济形势，找到正确的战略发力
点，坚定不移抓紧抓实，才能推进高
质量发展。

“五大职责是今年工作的重点和
发力点，这要求提升橡胶产业、南繁
产业、热带高效农业、投融资平台建

设和自然资源综合运营、对外合作等
能力。”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王业侨表示，海南农垦将精准把
握职责定位，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发
展优势，围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实际
需求和产业空间，确立方向，勇做自
贸港建设排头兵。

方向指引，海垦各级企业抢抓春
时，奋进前行，从南到北，一幅建设图
景徐徐展开——

推动橡胶产业提质增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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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亩产万元”行动，推进产业提
质增效，打造橡胶全产业链的产业
集群；

培育壮大南繁产业：3月 2日，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组
织工人们抢抓春时，加班加点推进
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及一批配套项目
建设，与南繁科研机构深入合作，延
长种业产业链条，不断提升海垦南
繁科技水平；

热带高效农业建设转型升级：2
月28日，海垦新希望生猪生态循环
养殖项目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

动工，年内将投产出栏首批生猪；持
续推进“三大篮子”“三棵树”以及农
业物流、仓储、交易体系建设……

瞄准推动建设自由贸易港这一
海南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焦点、亮
点，海垦控股集团将以积极广泛参与

“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作贡献”活动为契机，紧抓重大机遇，
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健全管理、经营
体制，大力实施“八八战略”，培育和
壮大核心产业，进一步推进垦地融
合，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大视野 立足五大职责 勇当海南自贸港建设排头兵

道虽迩，不行不至。
方向明确，但也要解决发展中关

于“怎么办”的方法论问题。对于海
南农垦而言，坚定不移坚持“创新、科
学、聚焦主业和共享”4项发展新理
念，是革新自身，释放发展动力的题
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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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海南农垦以创新驱动破除

机制障碍的鲜明注脚。海南农垦以
创新引领，不断全面深化改革，擦亮
发展底色。

“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和市
场需求，我们不能因循守旧，用老方
法解决新问题。”王业侨表示，海南自
贸港建设过程本身就是推进制度创
新的过程，今年海南农垦将坚持创新
驱动理念，以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
制度创新，狠抓创新成果的推广应
用，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效益。

聚焦主业，海垦控股集团将牢牢
把握自身优势，推进、投产、储备一批
重点项目，并引导产业和项目向重点
园区聚集。

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海南农垦将
进一步融入区域和城乡发展大局中，
建立健全联动机制，垦地融合做好项
目建设、产业发展、“两违”整治、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等多篇文章。

“去年，村里修了水泥路，种下三
角梅，村容村貌大为改观。更重要的
是，大伙发展起了特色产业。”近日，在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

村民王丽香高兴地说。去年，海垦控
股集团陆续投入近300万元定点帮扶
什龙村，村民们发展起黎锦编织、特色
养殖、种苗培育等产业，实现整村脱
贫，以产业链串起乡村振兴路。

“地方政府给我们的产业发展、
项目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日
前，海垦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杨志成在
谈到南平健康养生产业园建设时表
示，去年以来，该集团与陵水黎族自
治县政府共同成立项目建设县级领
导小组，推进项目加速建设，有效推
动垦地资源共享、产业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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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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