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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各企业筑牢疫情防线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王壮）连
日来，海南农垦各企业采取多举措，部署和安排疫
情防控工作，迅速对本单位在岗在册职工因公从
中高风险区来琼返琼和本单位在岗在册职工接触
中高风险区来琼人员等“两类”人员的情况进行摸
底排查，筑牢疫情防线。

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东昌农场公司与属
地职能部门联动，成立垦地疫情联控工作指挥部，
对区域内35个生产队、80多个村庄和场部小城
镇、直属等共120多个单位进行了调查和排查，认
真做好疫情联控工作。

在琼海市大路镇东红居，红昇农场公司积极
配合属地政府，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落实值班制度
和卫生防护以及防控工作，并应对寒潮，做好防寒
保暖工作。

此外，春节临近，海南农垦各部门和单位将持
续开展爱国、爱海南、爱家乡、爱家庭“四爱”卫生
健康大行动，加强室内通风、环境消杀、个人健康
监测等疫情防控措施。同时，提倡职工群众在省
内过年，尽量减少前往境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
市出行活动以及积极做好各项自我防护工作。

海垦宝橡林产集团
中标两项目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 梁丰源）
近日，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宝橡林产集团）旗下的楠橡牌实木地板中标
上海图书馆东馆室内装修工程的实木地板项目，
中标项目金额（含税）为843万元。

宝橡林产集团引入专业技术人员，运用国际领
先的改性技术，加工制造出具有阻燃防火、抗变形、
强耐腐、绿色环保等性能的实木板材。在竞标过程
中，该公司在前期准备、样品设计、产品生产等环节
精益求精，推出高水平高质量的产品成功中标。

据了解，宝橡林产集团为海南天然橡胶产业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以科技创新驱动
木材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建设自动化、智能化、智
慧化的木材精深加工生产线，实现从产品由粗放
的初加工向高科技精深加工转变，提高木材产品
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达成中标2022年北京冬奥
会“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用材项目，旗下木材
产品出口到日本等地的优秀成绩。

海垦茶业集团举办茶叶生产
加工品鉴技能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陆和 郑子茹）近
日，海南省农垦五指山茶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
海口举办茶叶生产加工品鉴技能培训班。

据介绍，此次参加培训的人员包括该集团
生产技术部员工以及下属企业相关人员和技术
骨干。培训课程茶叶种植、茶园管理、茶叶加
工、品质品鉴等内容。培训旨在全面提高该集
团生产加工人员的岗位技能及专业素养，为产
业发展储备技能型人才，为进一步提升茶叶品
质打下基础。

海垦本土作家出版散文集
《让心灵放牧的地方》

本报三亚1月11日电（记者邓钰）日前，常
居三亚市崖州区南滨居的海南农垦本土作家蒙胜
国所著散文作品集《让心灵放牧的地方》由中华出
版社出版发行。

蒙胜国是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的
一名职工，在宣传部门工作30余年，长期负责对
内外宣传工作，在海南垦区为人熟知。与此同时，
他也是三亚市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在工作之余，
将大量的业余时间用于文艺作品创作，主攻散文
写作，笔耕不辍，多次在省内外刊物发表。

据了解，《让心灵放牧的地方》一书，收录作者
近年来陆续创作以及发表的多篇散文作品，题材
从游记寻访到回忆怀旧，从生活琐记到人生感悟，
丰富多彩。其中，在“游记寻访”题材中，作者通过
系列文章以独特视角、灵动语言描写蔡家宅、三亚
梅山、崖州城、宁远河等多省多地具有历史人文价
值的地点，展现乡土人文思考；在“回忆怀旧”和

“生活琐记”等题材中，写出对乡土情怀的眷恋和
记叙海南农垦改革中广大职工群众的精神面貌和
历史变迁，引人入胜，发人深省。

海垦一家庭荣获全国
“最美家庭”称号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左国辉）日前，全
国妇联表彰十二届全国“五好家庭”暨家庭工作先
进集体、先进个人，我省17户家庭荣获全国“五好
家庭”称号，海南农垦系统梅学国家庭位列其中。

据了解，梅学国是海南橡胶加钗分公司新伟
十六队生产队长。梅学国和妻子文胜菊自20世
纪90年代起，便在生产队附近的山林中建起一间
简易棚，探索养殖“中华蜜蜂”（以下简称“中蜂”），
经过多年探索，掌握了成熟的养蜂技术。夫妻二
人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以“合作社+农户”模
式，提供蜂种、技术和销路帮扶，带动周边职工群
众共同养蜂。其中不少贫困户在其带动下，过上
了脱贫增收的甜蜜日子。

据介绍，海南农垦相关单位将以多种形式宣
传“五好家庭”的典型事例，进一步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持续深化家庭文明建设，着力建设好家庭、
涵养好家教、传承好家风，促进形成文明新风尚。

“十三五”期间，海南农垦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八八战略”，擦亮发展底色，增添民生福祉

精准落子，走活发展大棋局

“在给咖啡树施肥时要用沟
施法，这样不仅能防止有机肥在
阳光照射下分解氨气，还能保证
肥料效果持久、利用率高。”说起
咖啡树的养护知识，如今，麦祥
梅十分老练。

之所以精心呵护，是因为麦
祥梅从苦咖啡里，尝到了产业甜
头——这两年，靠着种咖啡的收
入，她和丈夫就赚了约4万元，
相较从前翻了几番，给家里添了
电视机、洗衣机，还给自己买了
一台崭新的电动车。

这样的励志故事，是海南农
垦千万个职工家庭生活改变的
缩影，是农垦“还民生欠账”、让
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职工群
众的真实写照。

“十三五”期间，海南农
垦在持续深化改革发展中，
始终把民生工程作为头等大
事来抓，通过将产业“挪”到
家门口，建设基地带动就业
创业；创新模式盘活闲置资
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企村结对等举措，推动产业
扶贫，让贫困农场公司以及
贫困职工“摘帽”脱贫的同
时，带动我省多处贫困地区
和贫困户增收致富。

据统计，2015年底，海南垦
区共有贫困人口3286户12088
人，截至2020年10月31日，经
属地政府核准，海南垦区贫困人
口已全部脱贫。

同时，海南农垦响应省委、
省政府“百企帮百村”和“定点
帮扶深度贫困村”精准扶贫行
动，积极探索定点扶贫新模式，
投入364.4万元对口帮扶澄迈
县金江镇高山朗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61户277人全部脱贫，
全面完成了整村推进任务；投
入412.26万元定点帮扶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122户501人
全部脱贫，什龙村已经退出深
度贫困村序列，奏响垦地融合
发展的乐章。

（本报营根1月11日电）

近 6万只雏鸡，一个人管
理。能应对吗？

“能！”在位于澄迈县福山镇
的海南农垦300万只蛋鸡全产
业链项目的青年鸡场1号鸡舍
饲养顾问马建存信心十足，“我
们的鸡舍配备了现代化的笼架、
料塔，以及供水、通风、供暖、照
明、遮光、输粪和环控等先进的
智慧养殖系统，日理万‘鸡’只需
一人！”

这样的底气来源于海南农垦
在深化改革发展中，以产业为本
积蓄发展势能，通过项目建设为
抓手，大力推进传统产业向现代
化、智能化、高端化转型。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海
南农垦积极实施“八八战略”，以
产业培育为企业积蓄发展势能，
改变过去“一胶独大”“一农独
大”的局面，围绕海南自贸港发
展建设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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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带高效农业、商贸
物流产业、金融服务等一批高新
产业发展。

产业为本，海垦各级企业
奋进前行，从南到北，一幅建设
图景徐徐展开，新增长极加速
崛起，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不断
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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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创
新为引领，通过项目建设、科技
创新、产学研合作等举措，在种
植、收割、收购、加工和销售等环
节打造智慧橡胶全产业链，助推
产业升级转型；

培育壮大南繁产业：1月7
日，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组织工人们抢抓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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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牧产业壮大升级：2020
年以来，一批规模化、智能化、环
保化的生猪养殖项目陆续建成
投产，进一步提升生猪产能，海
垦生猪产业规模有序向“百万
头”迈进……

下一步，瞄准推动建设海南
自贸港这一重点、焦点、亮点工
作，海南农垦将紧抓重大机遇，
破除产业“小散弱”桎梏，对
标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求，
补足弱项，尤其在推进科
技创新、整合销售渠道、建
设仓储物流体系等方面下
功夫，进一步完善产业
链条，并谋划一批体量
大、效益足、影响
深 远 的 特 色 项
目，增强产业发
展后劲。

翻开海南农垦的历史，改革的
篇章从未间断。

1月7日，在位于三亚市崖州
区的崖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农
作物新品种新技术田间展示推广
中心项目现场，建设场景如火如
荼，工人们在现场忙碌施工，任由
汗水打湿衣衫。

项目的业主单位是海南农垦
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南繁集团）。2016年9月，原
南滨农场转企改制为海垦南繁集
团，便迈进了产业发展的快车道，
一条集科研、生产、销售、科技交
流、成果转化为一体的南繁产业链
条雏形渐显。

这并非孤例。“十三五”期间，
体制机制创新引来的“活水”同样
不断破阻力、治沉疴，为海南农垦
发展“解渴”。

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
企业管理模式。“十三五”期间，海
南农垦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
改革为主线，向政企不分、土地“三
过”等束缚发展的体制机制疴疾

“开刀”，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逐步转变为适应市场化、企业化发
展的集团化管理体制。

与此同时，海南农垦积极推进
集团内部资产重组和扁平化管理，
将涉及旅游地产的8家二级企业
和25家投资公司重组为海垦实业
集团；推进垦区农场全面转企改
制，38家农场完成社会职能移交
改制，成立了27家农场公司、4家
农场产业集团，变多管理为二级管
理，构建起以资本为纽带的母子公
司运营机制。

发挥企业市场经营主体地位，
关键还在于用好人才。“开展企业
化改制后，加大市场化人才引进和
培养力度，鼓励多劳多得。”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集团
进一步改革人才培养选聘制度，将
员工薪酬福利待遇、绩效发放和个
人业绩及企业经营增长幅度挂钩，
大力倡导市场竞争、效率效益优先
的人才使用观念，构建出干事创业
的好环境、好气候，确保企业人才
聚而不散，事业不断兴旺。

体制机制新，发展天地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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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在落后的体制机制束缚
下，土地租期过长、租赁面积过大、
租金过低的“三过”问题在海南农
垦普遍存在。这使得海南农垦虽
然有千万亩土地，却难以发挥发展
优势。

“十三五”期间，海南农垦不断
创新举措，做好土地文章：加快土地
资产化、证券化进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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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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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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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建设中的
海垦担当。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从一度为生
活出路愁红眼
眶，到靠着种植
咖啡收入翻上几
番……在位于琼
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黎母山镇大丰
居的海南农垦大
丰咖啡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职工
麦祥梅从苦咖啡
里尝到了生活的
甜。

这 样 的 转
变，正是海南农
垦全面深化改
革，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惠及民
生的鲜明案例。

“十三五”期
间，海南农垦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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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增强核心
产业实力和盈利
能力，积蓄发展势
能；将民生摆在关
键位置，发展惠及
垦区广大职工群
众，融入地方发展
的一盘大棋，共享
发展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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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五”期间，

海垦控股集团各项

营业指标稳步增长，

资产总额和净资产

增幅显著，营业收入

稳定上升，实现扭亏

为盈。

海南农垦
“十三五”

垦区共有贫困人口

3286户12088人

截至2020年10月31日

垦区贫困人口已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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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

约218亿元

增长到超600亿元

增幅近180%

营业收入

从约165亿元

增长到约233亿元

增幅41.47%

利润总额

从2015年的-10.47亿元

增长到2019年的6.72亿元

增幅16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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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

在澄迈县福山镇的青
年鸡场鸡舍中，工人给笼
架消毒，为雏鸡入笼养殖
做准备。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
者 袁琛 摄

➡ 在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黎母
山下的海垦大丰咖
啡产业园，职工在
挑选咖啡豆。

工人们抢抓
进度，推进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及一批
配套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