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质量

重点项目强党建
海垦林产成立党员突击队推动项目建设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梁
丰源）海南日报记者1月18日从海南农垦宝橡林
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橡林产集团）获
悉，为高效有序推进上海图书馆东馆室内装修工
程的实木地板项目，该公司成立项目指挥部以及
党员突击队，强化党建力量，以超常规举措推动项
目建设。

据了解，1月上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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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对实木地板质量要求较高，必须具有
阻燃防火、抗变形和绿色环保等性能，对工程质量
要求极高。

为保质保量地推进项目建设，宝橡林产集团
成立项目指挥部以及党员突击队，并制定专项方
案，合理分工，高效统筹前后方工作，在由项目指
挥部高效推进上海图书馆现场的前期安装准备工
作的同时，由党员突击队负责承担项目施工组织
及设计、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生产和文明施工等攻
坚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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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锣密鼓忙施工
海垦中昇万泉花果农产品交易中心加速建设

本报嘉积1月1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
壮）1月18日，在位于琼海市大路镇的海南农垦中
昇万泉花果农产品交易中心项目施工现场，器械运
转不停，工人来回穿梭，紧锣密鼓推进项目建设。

据了解，该项目占地面积19.94亩，建筑面积
2.69万平方米，由海南农垦中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海南元正建筑设计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
计，于2020年下半年开始动工兴建，预计2022年
可竣工。项目建成后，将作为农产品仓储、物流、
展销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交易中心，助力海南农垦
以及琼海当地农产品的规模化和品牌化建设。同
时，按规划该项目可提供200多个就业岗位，带动
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赶进度

金融力量解“胶”虑
海垦举行天然橡胶生产与保险专题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吴思敏）1
月15日下午，天然橡胶生产与保险专题座谈会在
海口举行。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南橡胶）与专题调研组围绕天然橡胶生产现状，
以及橡胶保险的开展情况、成效和不足等议题进
行交流。

此前，专题调研组已在保亭、白沙等地以及海
南农垦部分橡胶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天然橡胶生产
与保险工作，了解工作开展中的实际问题和痛点、
难点。专题调研组在座谈会上表示，此次调研旨
在实地了解天然橡胶保险实施情况，总结优秀经
验、做法，进一步完善天然橡胶价格保险制度设
计，希望海南农垦积极建言献策，共议如何以加强
金融创新、科技创新等方式，做强做优天然橡胶产
业，充分发挥好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压舱石”
作用。

海南橡胶主要负责人介绍，为抵御自然灾害
及市场价格风险，助力我省天然橡胶产业脱贫攻
坚工程及实施乡村振兴工作，海南农垦在省委、省
政府的关怀下，在省财政厅等多个部门支持下，积
极探索和实施“橡胶树综合保险项目”“橡胶收入
保险项目”和“民营胶保险项目”，在保障产业稳定
发展和促进胶农增收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

海南农垦主要负责人表示，海南农垦将主动
对接有关部门，积极参与天然橡胶保险产品设计
完善工作，争取政策支持，努力推动天然橡胶全产
业链发展。

稳发展

发挥优势延链条
海垦红明农场公司与酒企洽谈果酒项目合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小龙）近日，海南
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与海南狮子歌歌酒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狮子歌歌酒业）以开展座谈会和现场
考察形式洽谈合作，共商果酒项目合作开发事宜。

据了解，红明农场公司当地已有3万亩荔枝
标准化生产基地，且旗下建有荔枝农产品交易中
心，在原材料供应、储运、物流等方面有明显资源
优势。

海南狮子歌歌酒业负责人表示，希望利用海
南自贸港建设的政策红利，借助自身线上网红品
牌，结合红明农场公司的资源优势，以荔枝、百香
果、凤梨等热带水果为基础原料，在海南热带水果
主产地投资兴办果酒加工厂，开发荔枝酒等热带
水果果酒产品，形成采销一体的供应链。

据悉，海南狮子歌歌酒业是狮子歌歌酒业在
海南设立的分公司，主营果酒。2020年，该公司
生产果酒类产品670吨，已形成集采购、品控、
ERP、仓储、物流、销售于一体商业模式。

抓机遇

本报讯 （记者邓钰）近日，位于
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海南农
垦新希望存栏 6750 头种猪繁育场
项目竣工验收，计划今年春节前投
产，预计可实现年出栏15万头优质
仔猪。

据了解，海南农垦新希望存栏
6750头种猪繁育场项目为现代化生
猪养殖场，占地面积298.75亩，建筑
面积3.85万平方米，其中生产栏舍建
筑面积3.37万平方米，辅助配套设施
建筑面积0.48万平方米。

不同于传统生猪养殖场，该项目
用全封闭、智能温控、高床漏缝板、水
平通风、自动料线、空气净化过滤等
现代养殖工艺，而在环保方面，将釆
取“废弃物+清洁能源+有机肥”技术
路线，实现“猪—沼—胶（草、果）”生
态循环种养结合发展。

项目建设过程中，海南农垦草畜
猪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猪业公
司）按照“六个一”项目管理机制，制
定推进项目工作方案，采取提前备料
和多地多线作业、全天候轮班施工等

超常规举措抢抓工期，在2020年下
半年多台风、多雨水天气的施工环境
下，用时5个月零20天完成了项目
建设。

项目建设的同时，海垦猪业公司
提前做好项目人员储备，异地培育种
猪，让猪场建设与猪场投产做好无缝
衔接，缩短猪场产出周期。项目的竣
工不仅为海垦生猪产业发展打下坚
实基础，更能进一步稳定市场供给，
保障生猪产能。

2020年以来，海垦猪业公司旗

下红华10万头现代高效仔猪场、海
垦儋州30万头东田、新伟种猪场和
海南农垦新希望种猪繁育场等一系
列现代化、智能化生猪养殖项目陆
续建成投产，同时海垦中坤 5万头
黑猪养殖项目，极大提升生猪产能，
力争近两年形成100万头的生猪养
殖规模。

在不断扩大养殖规模的同时，海
垦畜牧集团致力于布局生猪规模化
全产业链条建设，涉及上游的饲料供
应、育种繁殖，中游的商品猪养殖，以

及下游的屠宰、深加工与冷链物流、
销售等。

据悉，该公司将打造三产融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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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三产深度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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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垦一现代化种猪繁育场竣工

提前异地育种猪 建设投产两不误

强链补链
提供“一条龙”优质服务

做足种业深功夫

伴随着阵阵“哗哗”声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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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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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高效运转，机器轰鸣，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

“这是我们强化补齐产业链条，探
索南繁种业深加工的一个尝试。”王保
胜介绍，该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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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投用，能够有效解决
传统晾晒烘干稻谷方式中加工效率
低、种子品质参差不齐、易受天气限制
等问题，助推制种行业向智能化、自动
化精深加工转变，不仅能满足东方市
当地的水稻制种需求，还能更好地服
务于南繁基地建设。

“生产线实现了全自动智能化运
转，工人不仅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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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现场职工张贺介绍，更
不一般的是，这条生产线是海垦南繁集
团根据我省作业环境和杂交水稻特性，
向生产企业定制研发的高效率、高质量
的种子烘干生产线，可服务于海南本
地，尤其是对接南繁基地的杂交水稻种
子的烘干以及精选加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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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三亚1月18日电）

产研融合
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育出产业金种子

长期以来，业内人士都在关注
一个问题——当前，南繁育种主要
致力于满足我国北方省份农作物生
产研发需求，那么扮演南繁产业“中
转站”角色的海南企业应如何破
局？如何将南繁产业打造为企业提
质增效的新引擎？

依托科研优势，走产研融合道
路，这是海垦南繁集团给出的答案。

“发展过程中，我们注重借助南
繁资源、技术优势，与专业科研企业
深度合作，助推科研成果转换。”海垦
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自 2018
年起，海垦南繁产业集团与袁隆平农
业高科技有限公司展开合作，成立海
垦南繁种业公司和海垦南繁生产服
务公司，依托南繁种业基地优势，推
进优良种子资源科研成果转化。

目前，海垦南繁种业公司还积极
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天津科研机构
共同推进优良种子资源科研成果转
化，并进行市场推广，已打造出“海垦
香”品牌，选育出“小站稻”“籼米
1901”“粳米 1919”“小站蟹田米”等
品种，逐步进行示范推广，不断扩大
产业规模。

“回甘、香气十足，我们的‘小站
稻’品质有保证！去年，一亮相冬交
会就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海垦南
繁种业公司职工刘晓蕊介绍，产研融
合下催生的多款产品，如今已经获得
了市场认可。

项目驱动
树立“项目为王”理念
积蓄发展新动能

1月18日，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
南滨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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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简称田间展示推广中心）项目现
场，工人们正在育苗大棚里忙碌播种，
任由汗水打湿衣衫。

该中心占地200亩，于2011年11
月全面推动前期筹备工作，目前已建
成6座育苗大棚和多个网室，预计今年
3月前全面投产。

“大棚里已经种下了西瓜、甜瓜等
种苗，网室土地平整及水电设施基本完
成，最近还将陆续栽种蔬菜类种苗。”海
垦南繁集团下属企业海南农垦南繁种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种业公
司）副总经理王保胜介绍，在田间展示
推广中心建设过程中，该公司向全国各
地种业企业争取了约1220个品种的地
展作物，包含182种水稻、205种玉米、
72种大豆、686种瓜菜类等。

“项目建成后，最直接的用处就是
作为今年3月在三亚举办的2021中国
种子大会的田间展示基地。”王保胜认
为，该中心可用作优势作物品种的长
期展示交流平台，成为沟通海垦南繁
与众多科研机构加强优秀品种选育的
纽带，提高南繁种业科技成果就地转
化率，为产业发展寻求更多空间。

项目马力全开，发展积蓄动能。
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
是积蓄产业发展新势能的新引擎，是企
业建设的重要载体。目前，海垦南繁正
在树立“项目为王”的理念，以超常规举
措推进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南繁土
地开发整理、中垦南繁中心以及南繁科
研用地开发整理等一系列项目建设，补
齐产业短板，推进产业升级。

当北国仍被包裹在
冬日严寒中，鹿城一隅
的崖州，却是满眼“春”
的景象。

1月 18日，在位于
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南
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现
场，海南农垦南繁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南繁集团）的职
工们正紧锣密鼓地推进
项目建设。“目前，进度
比预期要快，我们正努
力抢抓时间完成任务。”
项目组组长王才来说。

南繁，全称为国家
南繁育制种，指秋冬季
全国各地农业工作者到
海南从事农业基础研
究、品种选育、种子鉴定
和生产推广等活动。经
过数十年的发展，这一
科研行为，早已孵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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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乘着海南自
贸港建设东风，海垦南
繁集团以项目驱动、产
业融合、强链补链等举
措为抓手，做大做强南
繁产业，推进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打造“南繁+”
产业链条，让企业在推
进海南自贸港建设中实
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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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月1818日日，，田间展示推广中心项目现场田间展示推广中心项目现场，，工人们在忙碌工人们在忙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袁琛 摄摄

工工人人们们推推进进南南繁繁生生物物育育种种专专区区及及一一批批配配套套项项目目建建设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