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泉集团多举措落
实“一抗三保”，自今年
2月以来，带动三亚南
田地区职工、果农以芒
果产业增收3亿多元。

近日，在海垦神泉
集团，职工打包刚采摘
的芒果。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芒果丰收
果农忙

谋发展 新业态助推产业升级

拓思路 迎机遇捕捉发展风口

提效率 强机制狠抓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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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发展

海垦东昌农场公司开展专项
行动清理被非法侵占土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叶世发）
近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居，海南农垦东
昌农场公司第二分公司组织管理人员开展专项行
动，清理该辖区内被非法侵占的胶园林地3处，面
积共2100多平方米，拔掉种植的附着物600多株。

据了解，为顺利开展专项行动，第二分公司制定
专项行动方案，全面摸清辖区毁林侵占土地非法行
为，通过微信平台等途径进行宣传，扩大影响面，设
立举报箱接受举报线索，以及对相关人员讲明政策、
讲清形势等多举措，提高专项清理整治的力度。

下一步，东昌农场公司将持续推进专项行动，
严格落实土地清理制度，加大排查力度，不留死
角，特别是因历史原因遗留下来难解决的侵占企
业土地的问题，主动作为，加强垦地协作，把历史
遗留问题解决好，维护农场公司的合法权益。

海垦大丰咖啡集团举办演讲比赛

激励员工投身自贸港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黎母山镇大丰居，海南农垦大丰咖啡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大丰咖啡集团）在总部
综合楼举办“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
献”演讲比赛。

来自14个部门、单位的参赛选手紧紧围绕“我
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这一主题开展
演讲，他们立足岗位职责，讲述真实鲜活的事例，充
分展现锐意进取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每位选
手演讲都博得了台下评委和观众们的阵阵掌声。

据了解，海垦大丰咖啡集团希望以此次比赛为
契机，在公司上下持续掀起“我为加快推进海南自贸
港建设作贡献”的热潮，全力推进“我为加快推进海
南自贸港建设作贡献”活动开展，营造创业干事的良
好氛围，鼓励员工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火热实践。

海垦八一总场公司垦地协同打下深机井

62户居民将用上自来水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颜飞）海南日报记

者5月25日从海南农垦八一总厂公司获悉，该公
司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积极配合属地政府，在
儋州市雅星镇春江居十一队打下150米深机井，
并铺设1000多米自来水管道，以解决周边62户
居民饮用水难题。

据了解，春江居十一队地形复杂、土层较浅，
地质结构大部分为风化石。该队先后打了4口井
都没有水，平时只能靠降雨进行蓄水。遇到干旱
无雨时，该队居民每天要到3公里外的地方取水
饮用，极为不便。

为了解决居民饮水难题，海垦八一总场公司多
次举行研讨会议，并与春江居相关负责人多次一起
进家入户调研，共同出资30万元，用于打井、修建
蓄水池、建设水网管道等。项目建成后，不仅能够
保证周边居民的生活用水，还可以兼顾生产用水。

海南农垦健全建设机制、拓宽发展思路，以超常规举措推动项目建设

新思路带来新发展

5 月 2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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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芒果
示范基地项目现场，工人们
顶着烈日，开展标准化芒果
种植工作。自4月18日开
工建设以来，该集团以超常
规举措，加班加点推进项目
建设。

5月 24日，海口市琼
山区三门坡镇海垦新希望
30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殖
项目现场，数台大型施工机
械轰鸣，工人们正忙碌施
工。项目方通过倒排工期、
多线作业等超常规举措抢
抓工程进度，力求年内竣工
投产，出栏首批生猪。

……
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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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
委、省政府的部署安排，领
导旗下各子公司，以超常规
的认识、举措、行动，推进各
项工作，争取超常规的实
效，进一步推进项目建设，
加快产业发展，为海南自贸
港建设开好局、起好步多作
贡献。

在国家芒果示范基地项目现场，
机器声轰鸣不断，工人们顶着烈日紧
张施工，汗水浸透衣襟流入土地。在
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这个从一片无规
划的杂乱土地，变成了一片绿意葱茏
的标准化种植的芒果基地。

“以超常规举措推动项目建设，速
度快得很！”在项目现场，神泉集团东风
分公司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苏英妹介
绍，神泉集团通过开展“复工复产千名

党员职工大会战”行动的超常规举措推
进项目建设，并设立临时党支部，以党
建推动，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这是海南农垦各企业以超常规
举措推动项目建设的一个缩影。

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需
要构建强有力的建设机制。海垦控股
集团从项目策划招商、项目推进、项目
清理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项目建
设管理工作机制，按照“一个项目、一

个责任领导、一个责任单位、一个工作
班子、一个倒排工期表、一竿子抓到
底”要求，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
设，确保重点项目早日落地见效。

“只要有问题，集团都会随时跟进，
及时解决。”海垦控股集团企业管理部
总经理卢致洲介绍，海垦控股集团还建
立了“进度日报”机制，在每个重点项目
配备1名联络员，每日收集各项目施工
进度、建设计划、存在问题以及需要集

团总部协调或解决的问题等信息。
通过实行“进度日报”机制，各下

属企业遇到的原材料缺乏、物流不
畅、防疫物资缺乏等问题，在海垦控
股集团的有力协调下，逐一被解决。
海垦新希望30万头生猪生态循环养
殖项目、海垦草畜新盈30万头生猪
全产业链项目、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
区项目等一批体量大、前景好的重点
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中。

以超常规举措推动产业发展，需
要拓宽思路，把握发展新机遇。

今年以来，在疫情影响下，“云服
务”“宅经济”“直播带货”等关键词引发
关注和思考。海南农垦各企业敏锐地
捕捉到“新风口”，通过建设农副产品生
鲜电商平台，开启“生鲜电商+社区宅
配”业务，积极开展“直播带货”活动，扩
宽产品线上销路，打造发展新业态……

5月21日下午3时，在位于海口
市龙华区的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总部，一场茶韵十足
的线上直播启动。面对直播镜头，该
集团茶艺师一边演示茶叶冲泡方法，
一边向广大网友讲述海垦的茶故事。

“我们在做好常规工作的同时，以
超常规认识，扩展发展思路，更新理
念，培育发展新业态。”该集团副总裁

陈凯介绍，今年以来，凭借手机“撬动”
的直播带货异军突起，赚足了人们关
注的眼球，也成为农业发展的“新风
口”。“我们决定趁热打铁，组建自己的
直播团队，计划今后每个星期都进行
一次常态化直播，在扩展产品销路的
同时，提升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线上下单，线下配送到社区。社
群电商，对于消费者而言，是购物的新

选择，对于企业而言，是新的赢利点。”
海垦商贸物流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
文武斌表示，今年以来，该集团拓宽发
展思路，根据市场实际情况，试水探索
线上业务，推出的社群购物小程序，收
效良好。“我们将以超常规举措，进一
步探索‘互联网+’新零售业态，围绕

‘建渠道、保畅销、打品牌’思路，推进
农产品销售和市场流通保障工作。”

产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下，更
要布局长远。在落实超常规举措的
过程中，海南农垦各企业满怀信心，
谋求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神泉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彭
隆荣看来，只有通过超前谋划，通过
改革创新领先一步，才能促进产业不
断升级发展，驶入创业创新快车道。

在省委、省政府出台的43条超
常规措施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

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神泉集团计划
将借助该契机，贯彻落实超常规举
措，将国家芒果示范基地项目建成集
生产种植、科技示范、科普和观光等
功能为一体的芒果专业示范园，引入
种植多品种芒果树苗，并配备完善的
芒果园物联网应用生产体系和产品
追溯系统，推广水肥一体化以及标准
化、信息化、智能种植技术，构建智慧
农业发展的神泉案例。

在 43 条超常规举措中还提出
“推动一批新建、在建生猪规模养殖
场建成投产”，给生猪养殖企业带来
实实在在的红利。

抢抓政策机遇，目前，海垦控股
集团正以超常规举措，积极整合现有
产业资源，推进一批生猪养殖重点项
目建设，构建产业新业态，助推产业
转型升级。

据了解，该集团将打造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的生猪养殖产业体系，在
育种、养殖、加工、冷链物流、终端销
售领域实现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按
照做大规模、提升效率、优化结构、生
态发展的要求，推进种养结合、农牧
循环，打造具有强大市场竞争力的

“百万头”大型现代化农牧企业集团，
在全省打造热带高效农业千亿级产
业的进程中贡献海垦力量。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蒙胜国 张贺

“哗哗”声响不断，一粒粒饱满
的稻谷被工人们利落地倒入喂料地
坑，随后由传送带送入振动筛、传送
管、烘干机等加工设备。5月25日，
在位于东方市感城镇的东方市国家
杂交水稻种子烘干精选加工项目
（以下简称杂交水稻种子烘干项目）
现场，杂交水稻种子烘干生产线的
高效运转起来，机器轰鸣，现场一派
忙碌。

杂交水稻种子烘干项目为省重

点项目，一期总投资逾5000万元，
配有种子烘干生产线、低温仓库、种
子检验检测实验室、制冰车间等。
这是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推动南
繁产业发展，完善种业发展链条而
建设的种业深加工项目。

“生产线实现了全自动智能化
运转，工人可直接通过中控电脑操
控生产机械，还可查看各项操作指
标和加工数据。”该项目烘干机械供
应方酒泉奥凯种子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酒泉奥凯种子公司）副
总经理、技术中心主任付秋峰表示，
去年年初，海垦南繁集团与该公司

深入交流，希望能根据海南的作业
环境以及杂交水稻种子的特性，订
制研发出高效率、高质量的种子烘
干生产线，服务于海南，尤其是南繁
基地的杂交水稻种子的烘干以及精
选加工需求。

“项目建设始终贯彻高标准、严
要求。”付秋峰介绍，海垦南繁集团
对杂交水稻种子烘干生产线的加工
效率和加工质量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既要保证加工过程生态、环保和
低能耗，更要保证种子质量，发芽率
必须高于国家标准。“为此，我们和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团队合作研发，通过

实地走访、信息采集以及实验室模拟
测算等方式，利用将近5个月时间反
复优化设计图纸，并制作样机进行杂
交水稻种子烘干试验，经过反复测试
和调整，最终定制生产。”

“项目的建成将改变传统种子
日晒烘干模式，提高种子加工效率
和产能。”东方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符应勤表示，过去，由于缺乏种子深
加工设备，农户常采用路边晾晒的
方式烘干稻谷种子，加工效率低，种
子品质参差不齐，不仅影响交通，且
极受天气限制，常因阴天、暴雨等天
气无法及时晾晒、加工，造成种子报

废。“项目投产后，能够满足改变传
统制种方式，助推制种行业向智能
化、自动化精深加工转变，不仅能满
足东方近8亩水稻制种需求，还能
更好地服务于南繁基地建设。”

海垦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徐强富表示，下一步，该集团将以
该项目投产为契机，深加工链条，勤
练种业“深”功夫，建设“产、学、研、
推”一体化的南繁服务平台，推进南
繁产业发展，并为周边农户提供“一
条龙”优质服务，辐射带动周边市县
的经济发展。

（本报八所5月25日电）

海垦南繁集团建设自动化、智能化杂交水稻种子烘干项目，推进南繁产业发展

种业“深”功夫 种出“深”发展

■ 本报记者 邓钰

讲述海南建设故事，描绘琼岛发
展蓝图。近日，随着海南农垦题材电
视连续剧《天涯热土》在中央电视台一
套和中央电视台八套相继播出，一群
琼岛建设者们以血和汗谱写的橡胶传
奇在观众面前徐徐展开，引发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

《天涯热土》讲述海南农垦三代
人的生活和奋斗故事，实际上反映的
是海南在解放初期、建省办经济特区
到建设自贸港三个重要历史节点的
发展历程，以小人物的奋斗结合时代
的发展，展现了爱国主义大情怀，展
现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

5月25日，海南农垦博物馆专职

高级顾问，该剧农垦顾问林旭飞在接
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天涯
热土》是一部带着浓浓的爱国情，带着
本土气息和橡胶香的文艺精品剧集。”

“剧集并不刻意为哪个真实的历
史人物立传，而是用虚构的剧情，艺
术地在矛盾冲突中，展现主人公从骨
子里激发出来的爱国爱垦情怀。”林
旭飞表示，《天涯热土》以地缘关系和

血缘关系切入，讲述一直在这片热土
上垦殖橡胶的军工家庭三代人的故
事，展现他们的忍辱负重、命运多舛、
家国情怀。

林旭飞认为，作为一部影视佳
作，《天涯热土》可产生多元的辐射效
应，比如说开发热带风光摄影基地、
橡胶生产科普基地、热带高效农业、
旅游观光基地和艺术人才培训院校

等。希望《天涯热土》的播放，能引发
人们更多思考。

“怀念昨天，收藏今天，着眼未
来。《天涯热土》既收藏怀旧，又重在
当下，更激情未来。”林旭飞表示，《天
涯热土》的播出，将鼓舞海南人民继
承和弘扬先辈的建设热情和精神，为
建设海南自贸港而努力奋斗。

（本报海口5月25日讯）

农垦博物馆专职高级顾问林旭飞：

“《天涯热土》可产生多元辐射效应”

■ 本报记者 邓钰

海垦神泉集团与金垦赛博公司
共推农业物联网建设

芒果穿上“智能衣”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项磊 王玉香）5月

25日，在位于三亚市海棠区南田居，海南农垦神
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神泉集团）的南田
现代农业示范区内，郁郁葱葱的芒果树间，传感
器、气象站等物联网设备精准采集气温、湿度等各
项数据并传送至后方系统，工作人员可通过手机
进行监控。

这得益于海垦神泉集团数字农业物联网项目
的建设。自2019年3月中旬起，海垦神泉集团与
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赛
博公司）合作，在长田、响水、东风、爱泉四个分场及
南田现代农业示范区内开展农业物联网建设。

金垦赛博公司根据芒果生长特性以及当地生
态环境，研发建设数字农业物联网项目，安装气象
站、无线环境监测节点套装、以及传感器等设备，
并建设智能监控管理系统等。近日，该项目已通
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该项目可通过对芒果种植环境数据的抓取，
实现对芒果生长的土壤酸碱度和温湿度、空气温
湿度、光照度等数10项环境指标的采集检测和视
频监控，达到对作物种植管理、农事计划、采收管
理等农业种植全流程的监控和追溯。

海垦红明集团依托荔枝景观设计特色游览路线

“荔枝+”产出大效益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小龙）“荔枝红

了，到荔枝园里‘打卡’是件时髦事。”5月25日，
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海垦红明荔海共
享农庄，游客络绎不绝，纷纷走入园中采摘荔枝和
拍照留念。

据了解，今年，海南农垦红明荔枝产业集团（以
下简称红明荔枝集团）的荔枝基地迎来丰收。在广
开销路的同时，该集团还依托荔枝景观，设计了荔枝
主题特色游览路线，串起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
福湖等旅游资源，通过“荔枝游”等方式，让市民游
客赏荔枝花海、采荔枝果实、品荔枝美味、购荔枝优
果，促进荔枝产销，打响荔枝品牌，推动产业发展。

5月以来，前来荔海共享农庄采摘游玩的游
客络绎不绝，农庄内的客房和餐厅被订购一空。
红明荔枝集团还组织人员，积极为游客提供游玩
指引、农业科普等配套服务，做好“荔枝+”文章，
从卖荔枝到卖风景，进一步创造更大的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