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十三五”规划收官和

“十四五”谋篇布局之年，更是海
南自贸港建设开局之年。这一年，
海垦控股集团努力做好复工复
产、一抗三保、项目建设等重点
工作，各项工作佳绩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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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专场直播火热开播

精品年货优惠大放送
本报讯（记者邓钰）海垦“神泉牌”牛奶香椰、

金煌芒果、海垦金鼎红茶、海垦乳胶枕……1月31
日下午，2021海南网上年货节系列活动之“年货
大联播”第三期——海南农垦专场在抖音直播间
火热开播。

直播中，海南本土网红主播“听海说”“定安
娘”“海南小立哥”“小象呈鲜”和海垦果业商家齐
聚直播间，带网友“云逛”海南农垦商城，选购精品
潮流年货，网上过大年。

“牛奶香椰，喝起来跟其他椰子不一样，有奶
香的味道。”直播中，网红“定安娘”详细介绍了“开
椰”教程，轻松打开牛奶香椰，品尝自然清甜、鲜浓
椰香椰子水，看得网友直流口水。

在直播间里，各类海南农垦精品年货琳琅满
目，所有上架的商品不仅有超值的折扣，更有礼品
赠送，不断吸引手机前的网友选购下单。

迎新春

微电影《牵手》讲述好故事

海胶获优秀企业形象奖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近日，

“景show前程”资本市场企业文化建设短视频展
播活动云颁奖典礼举行，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胶）报送的微电影
《牵手》荣获优秀企业形象奖。

据了解，海南橡胶获奖短片《牵手》，讲述了三
代农垦人、两代海胶人为橡胶事业的发展而默默
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贡献
力量的故事。一把胶刀，一颗执着的心，短片以小
见大，展现出创新驱动发展的海南橡胶新风貌，彰
显了海南橡胶服务国家战略的信心和决心。未
来，海南橡胶将不忘初心，全面发挥中国最大的天
然橡胶生产企业的优势，聚“胶”点滴，服务国计民
生，努力回报投资者与社会。

展形象

海垦国际开展跨境电商运营培训

思考探索新商业模式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垦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国际）举办跨境电商运营线上
培训会。

培训会上，授课老师分别从电商运营的项目
思考、运商模式、运营规划、团队案例4个方面进行
讲解，以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的思维，引领大家思考
探索海垦集团门店项目跨境商品的新商业模式；通
过顺应行业趋势商业模式的战略调整、创新的跨境
商品销售O2O模式、线下门店升级和区域布局优
化三项具体的业务操作，对项目策略指引了方向和
树立项目运营目标。此外，授课老师针对企业面对
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如何加强合
作创新、提升品牌质量、加大品牌销售，最大限度地
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等疑问进行解答。

下一步，该公司将针对电商运营的选址、规
划、宣传等问题，开展进一步的业务辅导及培训，
努力提高员工业务水平，助力公司跨境电商运营
产业做大做强。

强业务

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借助司法调解

垦地联动维护合法权益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琼中黎族苗族自治

县黎母山镇司法所工作人员来到海南农垦大丰咖
啡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大丰咖啡产
业集团）大丰片区红罗头村，与该公司垦地联动协
助清理村民非法占用土地种植农作物，移除非法
占地种植的槟榔苗500余株。

据了解，海垦大丰咖啡产业集团逐年扩大咖
啡的种植面积，由于刚定植不久的咖啡苗树身较
小，树与树之间的间隙较大，常被附近村民占用，
种植私人农作物。

发现此类现象后，该公司工作人员与非法占
地的村民进行多次沟通，均无成效。为保障公司
的合法权益，避免与村民之间产生矛盾，该公司向
属地政府黎母山镇司法所提出介入调解申请，依
法合规对村民非法占地的情况进行整治。

解难题

海垦茶业集团完善线下销售渠道

第118家茶叶专营店开业
本报抱由2月1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

小妹）2月1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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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第118家
专营店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抱由镇振兴北路开业。

专营店内，整齐摆放着海垦茶业集团旗下包
括绿茶、红茶、白茶多个种类的众多茶叶产品，展
销的产品包装精美、品质上乘，皆由海垦茶业集团
统一设计包装，产品外包装上均印有统一的

“HSF海垦茶业”标识。
据介绍，近年来，海垦茶业集团多措并举推进

海南农垦茶产业做大做强，实施“百城千店”计划，
持续完善线下销售渠道，在人口集中的区域（城
市、乡镇、社区）开设统一形象标识的海垦茶业专
营店，让消费者放心购买海垦茶叶，持续扩大海垦
茶叶在岛内外的市场影响力。

扩销路

筑基“新格局”
聚焦自贸港建设，以超前

谋划培育企业发展动能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
之年，也是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南自贸
港建设中加快发展的关键一年。

策马扬鞭，贵在有恒，如何继续推
动高质量发展？

展望“十四五”，海南农垦将以超
常规的认识、举措、行动和实效，加强
产业建设，培育企业发展动能：

以创新驱动天然橡胶产业提质增
效，促进天然橡胶产业融合发展；

加快建设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
区，与南繁科研机构建立科技研发、成
果孵化、利益共享的机制，培育核心品
种，打造“育繁推服”一体化种业集团；

建设热带高效农业大基地、大企
业、大产业，加快推进百万头生猪、
300万羽蛋鸡、1万头和牛等规模化、
现代化项目建设，完善饲料、种源、屠
宰、销售等上下游链条；

建设一批热带高效农业示范基
地，持续提高热带水果和热带作物的
标准化、品牌化和深加工水平；

整合垦区文化旅游产业资源，培
育以展现农垦特色、传播海南历史文
化和红色文化为核心的主题文化、特
色旅游运营商，成为海南旅游产业骨
干和一站式旅游服务商……

“目前，海南垦区上下正围绕‘开好
局、起好步’着眼着力，围绕总体思路、
主要目标、重点工作狠抓落实，聚焦自
贸港建设，以超前谋划培育企业发展动
能。”海垦控股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聚焦海南自
贸港建设，对标对表谋划“十四五”发展
战略，以自贸港三大主导产业和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为主线，赋予“八八战略”新
内涵，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格局，按照
既定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蹄疾步稳向
前奋进。 （本报海口2月1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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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好“全局账”
紧抓高质量发展，以长

远眼光促进企业提质增效

对于海南农垦而言，“十三
五”期间是闯深水、动真格，收获
足的五年。一组成绩足以说明
它的不寻常：

——体制机制改革成效显
著：海南农垦全面完成垦区集团
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在全国首
创设“居”，全面完成社会职能移
交，形成全国农垦改革的“海垦
模式”；

——企业经营效益显著：
海南农垦整体实力、产业投融
资能力和可持续盈利能力进一
步增强，2015年到 2020年，从
整体亏损12.5亿元到实现利润
总额 6.84 亿元；资产总额从
2015年的 219亿元增长到712
亿元；资产负债率从 54%降到
38.15%；

——“八八战略”有效实施：
累计投资245.85亿元发展产业，
橡胶产业提质增效，南繁产业培
育壮大，畜牧产业壮大升级，茶
产业、资源开发和金融等行业取
得长足进步，一大批省重点项
目、自贸区（港）集中开工项目和
集团重点骨干产业项目滚动实
施，产业发展后劲不断夯实。

沉甸甸的收获背后，凝结着
海南农垦人的奋斗汗水，更是海
南农垦算好“全局账”，紧抓高质
量发展，以长远眼光促进企业提
质增效的鲜明注脚。

“面对瞬息万变的经济形势
和市场需求，我们必须算好‘全
局账’，把自身的发展和海南自
贸港的建设紧密连接。”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农
垦的发展必须充分融入全省建
设格局中，紧紧围绕融入海南自
贸港建设大局，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融
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
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献海垦
力量。

做好“加减法”
深化“八八战略”，以科技

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

做减法，化繁为简统一标准；做加
法，增业态补链强链……海南农垦以

“八八战略”为抓手，在一道道“产业算
法”中，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
级，打造一批优势产业和名优品牌，带
动职工、群众增收致富，为海南自贸港
建设不断贡献海垦力量。

做产业减法，剑指陈旧业态和固
化思维。“不仅要向陈旧业态做减法，
也要敢于对产业发展中的旧思维、旧
习惯、旧模式做减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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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书记、董事长蔡
锦源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曾以
茶业集团的发展作为注解。

据介绍，海垦茶业集团于2016年
整合垦区4家茶厂后挂牌成立，推动
海南农垦茶产业专业化发展。然而，
在整合后，该集团发现4家茶厂原有
茶青管理和加工水平参差不齐，销售
渠道混乱，员工市场化思维极弱。

为了规范发展，海垦茶业集团提
出产业集团化发展思路，勇于向混乱
局面开刀，“减”去原本繁杂、冗余的旧
模式，推行“三统一”的新做法。“统一
品牌闯市场，统一标准做产品，统一渠
道做营销，产生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
效益，产品质量更好，品牌也更响。”蔡
锦源说。

做改革加法，丰富产业发展新业
态。针对“一胶独大”“一农独大”的落
后业态，在保障天然橡胶战略物资储
备的前提下，海南农垦以“建链、延链、
补链”为重点，推进一个个重大项目加
快建设。

建链，释放发展协同效应和规模
效应——

2020年 10月，作为海垦西培海
之源有机果蔬产业示范园配套项目的
海之源冷链物流中心投用，进一步延
长了当地企业的火龙果种植、加工和
物流产业链条，助力企业标准化、规模
化发展有机火龙果产业。

强链，激发新动能，助力产业提档
升级——

2020年5月，海南农垦南繁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东方国家杂交水
稻种子烘干精选加工项目（一期）投入
试运营，做足南繁种业“深”功夫。

补链，补足发展缺失环节，打造高
质量产业集群——

海垦猪业公司以育肥场、饲料厂
等项目的建设，布局生猪规模化全产
业链条，进一步促进产业升级……做
足产业加法同时，海南农垦正努力成
为海南经济新的增长极，将自身打造
为海南“菜篮子”“肉篮子”“果篮子”的
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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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翻开海南农垦
产业建设的篇章，两个看似
寻常的场景出现眼前：

在位于临高县皇桐镇的
海南农垦红华十万头现代高
效仔猪场，技术员张运巧经
常感慨，现代化养猪场让养
猪从一件麻烦的苦差事，变
得“科技味”十足；

在位于海口市龙华区海
垦广场的海南农垦“好生活”
进口日用消费品店，面对着
琳琅满目、物美价廉的进口
酒水饮料、乳制品、美妆用品
等2000余种日用品，海口市
民徐燕挑花了眼。

一个是传统业态乘上智
能化发展新快车，一个是新
兴业态迅速落地生根，两个
场景背后却有同一个主题：
海南农垦聚焦产业转型，谋
求高质量发展。

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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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2021
年集团工作会议暨第一届五
次职工代表大会，回顾“十三
五”工作成就，为“十四五”工
作确立目标，指明方向。

回顾“十三五”，海南农
垦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全面
完成转企改制，形成垦区集
团化、农场企业化格局，以
“八八战略”为抓手，培育产
业动能，释放发展活力。

奋斗“十四五”，海南农
垦将坚持新发展理念，发挥
海南自贸港建设优势，持续
深化“八八战略”，着力构建
现代化产业集群，不断探索
高质量发展的“海垦路径”。

数说2020年

海垦发展成就

疫情防控
海垦控股集团积极配

合属地政府做好联防联控
疫情严峻时期向市场

供应生猪 1.2万头
收储农产品 1.67万吨

为湖北等地捐赠防护
手套90万双、瓜菜水果231
吨、乳胶床垫枕头 1050套

减免租金2120.9万元
切实履行国企社会责任担当

产业发展
橡胶产业迈上新台阶

天然橡胶产业集群入选首批全国50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
成为全省唯一入选项目

完成300万亩天然橡胶保护区划定任务

南繁产业取得新进展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98亿元

占总投资的 74%

生猪产业实现新成效
红华 10万头、新盈30万头、红明30万头一期生猪养殖项

目和海垦禾丰饲料厂项目分别建成投产和部分投产
海垦猪业公司实现营收3.48亿元、利润 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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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状况
2020年

海垦控股集团经营总体平稳

市场评级
海垦控股集团整体信用评级

获国内AAA最高评级

同时获得国际权威评价
机构惠誉BBB＋及穆迪Baa2
主体国际评级

制度创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生态搬迁开创集体土
地与国有土地置换新模式
入选自贸港制度创新案例

➡天然橡胶价格（收
入）保险荣获“海南省改革
和制度创新奖”

➡海南橡胶集团成功落
地海南自贸港首单FTN账
户美元流动资金贷款业务

实现营业收入
248.6亿元
增长5.33%

利润总额
6.84亿元
增长5.35%

资产总额
712亿元

增长 16.15%

完成投资
62.46亿元
增长 15.37%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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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胶经纬乳胶丝公司职工徐明
清在车间忙碌。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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