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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一职工获评
“农业农村系统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农业农村部发文表
彰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先
进个人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突出贡献农民，我省
2家单位和2名个人上榜。其中，海南农垦商贸物
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海垦商贸物流集团）许
永章获评“农业农村系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称号。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海垦商贸物流
集团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全力以赴做好“一抗三
保”工作，积极与海南垦区各瓜菜、水果生产基地
对接，了解销售需求并建立档案，并做好援鄂蔬菜
供应工作。2020年2月，许永章突然接到海垦商
贸物流集团党委关于运送海垦集团捐赠物资去湖
北鄂州的任务，包括他在内3人组成党员突击队
负责运送工作。他随车前往鄂州，圆满完成捐赠
物资运送工作。

海垦开展“巾帼心向党 建
功自贸港”系列主题活动

本报海口3月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
雅慧）为庆祝“三八”妇女节，3月8日，海南省农
垦投资控股集团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在海口启动

“巾帼心向党 建功自贸港”女职工专题培训系列
活动，并将在本月深入全垦区各企业陆续开展相
关活动，动员垦区妇女践行新思想、建功新时
代、展现新作为，积极投身海南自由贸易港和海
垦建设。

当天活动中，主办方特邀省委党校专家开展
以《学党史，薪火永相传 爱农垦，建功自贸港》为
主题的首场海口地区女职工提升素养讲座。活动
现场还举行了“情系女职工 法在你身边”法律知
识有奖竞答环节，大家踊跃回答，既展示了垦区女
职工良好的法律基本知识，又达到了以答促学、学
有所用的目的。此外，活动现场还开展了团扇生
花艺术手作培训，让女职工们在创作中体验生活
美学。

海垦一单位一个人
获全国巾帼荣誉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全国妇联表彰了一
批全国城乡妇女岗位建功先进个人、先进集体。
其中，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茶叶班组获海南
省“全国巾帼文明岗”，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新中分公司29队胶工农春兰获海南
省“全国巾帼建工标兵”。

据了解，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茶叶班组
“巾帼班”成立于2016年底，班组成员有20人，皆
为苗族同胞。该班组自成立以来，积极开展开荒、
茶叶种植、茶园管理、采摘茶青等工作，努力创建
茶叶产业扶贫基地，为母瑞山农场公司发展茶产
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农春兰是新中分公司南平派驻组29队的一
名普通胶工，19年前从广西老家到海南农垦务
工，便过起了与胶园相伴的日子。19年来，她在
割胶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本职岗位
上创造了优异的成绩。曾先后荣获“割胶神刀手”

“优秀胶工”、“海南省五一劳动奖章”、“最美海胶
人”候选人、2018-2019年度海南农垦文明家庭
等荣誉。

“海垦荣光”农副产品
上架每日优鲜
打入京港粤市场

本报抱由3月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孙
伟）海南日报记者3月8日从海南农垦荣光农场
公司获悉，该公司旗下“海垦荣光”牌农副产品上
架生鲜O2O电商平台“每日优鲜”，成功打入北
京、广东、香港等市场，进一步扩大线上销售渠道，
打响海南农垦品牌。

据了解，自去年起，荣光农场公司与“每日优
鲜”电商平台开展合作，共同将新鲜蔬菜供应至北
京、香港等地市场。在合作期内，由“每日优鲜”电
商平台下达订单形式，向荣光农场公司实施采购，
并负责投放销售至市场及消费者终端。荣光农场
公司负责整合上游的供货商及货源，采集供应芥
蓝、小白菜、萝卜、菜心、椰子菜等新鲜蔬菜，按照
指定交付时间及运输方式足量保质送至“每日优
鲜”电商平台指定的收货地点。

目前，荣光农场公司还和美团、大润发、盒马
鲜生等平台对接洽谈合作，扩展销售渠道，擦亮

“海垦荣光”优质农产品品牌。

东昌农场公司与东昌学校
联合开展学雷锋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 吴强）近
日，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关工委与东昌学校在
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联合开展“学习雷锋精神，弘
扬传统美德”主题活动。

当天，由海南农垦东昌农场公司关工委工作
人员和东昌学校50多名师生组成队伍，走进东昌
敬老院，看望和慰问40多名老人，为老人们收拾
房间，打扫环境卫生。他们还为老人送上健康营
养品，表演文艺节目。

海南农垦各企业多措并举推进项目建设，积极落实各项重点工作

不负好春光 干出新气象

■ 本报记者 邓钰

3月8日，在位于琼中黎族
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南农
垦大丰咖啡种植园内，咖啡树翠
绿叶片间，一簇簇的通透红果相
携而生，种植户们忙碌采摘咖啡
鲜果，汗水早已湿透衣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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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现场，机械轰鸣声不
断，工人们利用晴好天气赶工期
抢进度。

……
人勤春来早，实干正当时。

连日来，海南农垦各大企业通过
提前谋划、多线推动、党建引领
等多举措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落
实年度重点工作，为高质量完成
本年度发展经营目标打下坚实
基础。

春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更是农
作物管理的关键时节。

“荔枝花开得盛，这也是个好兆
头。”3月8日，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
镇的红明妃子笑荔枝种植基地，万亩
荔枝树长势良好，已挂满金黄嫩花。
春风拂过，清香满园。海垦红明农场
公司技术员周军华手拿工具穿梭在
林间，不时剪去树上细碎的花枝。

“这一步叫疏花，是为了去除过多

的花枝，保证花朵不吸收过多养分，让
荔枝能够高产。”周军华介绍，为做好
荔枝春季管理工作，红明农场公司通
过网格化管理手段，划片定点安排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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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荔枝产业是海南农垦的特色产
业，面积总计约10万亩。此外，在东
路、东昌、南金、荣光等荔枝种植规模

较大的农场公司，各企业纷纷组织工
人、种植户和技术人员到田间控花、
疏花，做好施肥、浇水、防病害等荔枝
春季管理工作。

在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的蓝洋樱
花乐园，千株樱花迎着春风，含苞待
放。为迎接即将到来的赏花季，海南
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旅游集团）组织工作人员做好管护
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配套设施和配

套服务的设计工作，并组织筹划系列
文旅体验活动，打造文旅融合业态。

“这两年来，蓝洋樱花已经成为
当地旅游市场一大鲜明亮点。”海垦
旅游集团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该集团
将以花为媒，在更新完善蓝洋樱花乐
园基础设施的基础上，于本月底举办
以樱花节为主题的系列文旅体验活
动，展现旅游新形象，更新体验新业
态，打出别具特色的文旅农品牌。

春种忙 | 抢抓农时精心管护

建设厂房、安装设备、抓紧调试
……日前，在海南农垦300万只蛋鸡
全产业链项目（一期）现场，春日暖阳
下，机械轰鸣声不断，工人们忙碌穿
梭，呈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现在是工程建设施工的黄金时
段，必须全力以赴。”该项目总体运营
负责人之一、海南农垦海津益佳牧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介绍，为争取项
目4月实现投产，并出栏首批鸡蛋产
品，建设方采用多线作业，边建设边
生产的方式推进项目建设，在完成青
年鸡场建设的前提下，率先育雏，并
紧锣密鼓推进产蛋鸡场建设，从而实
现各生产环节的无缝衔接。

这样忙碌而有序的建设场景，分

散于垦区各大项目现场。此前，为鼓
舞士气、奋力开创新年“开门红”，海
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以下简称海
垦控股集团）便已通过月度例会、项
目推进会等多种形式鼓舞士气。

为进一步抢抓春时，推动项目建
设进度，连日来，海垦控股集团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分为多个督导组，分

赴垦区各片区实地督导，实地办公，
切实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题。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各部门密切
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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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响应作出
分类处理建议，破解项目推进中一个
又一个难题。

春天不仅是播种的季节，也是收
获的季节。每年二三月，正是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咖啡鲜果
成熟时。

“摘咖啡鲜果虽然辛苦，但收成
好，心情自然好！”日前，在黎母山

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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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鲜果收购点，种植户排着长
队，将刚采摘的成袋咖啡鲜果送到工
作人员手中检验、称重。

一粒粒鲜果经过检验后，将会进
入海垦大丰咖啡集团的加工车间。在
这里，一粒粒饱满红色咖啡鲜果，在工
人们手中经过脱皮、脱胶、晾晒、脱壳、
烘焙等数道工序，成为一颗颗褐色咖
啡豆，释放深藏于内在的香气。

同是丰收景象，然而今年这里的
咖啡“品”出了新味。“新的一年，我们
将以新产品、新形象和新特色，闯出一

条海南咖啡的新路子。”海垦大丰
咖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该集团革

新思维，创新产品，与省内知名企业，
研发出并力推盐咖啡、胶原蛋白肽咖
啡等新式特色产品，并推出更具文创
内涵，更贴近新生代消费者的“国潮”
风包装，让客户品出咖啡时尚味。

在位于定安县黄竹镇的海垦南
金农场公司菠萝蜜标准化种植基地，
粗壮的树干上，连排结着数个大如冬
瓜的菠萝蜜果，一派欣欣向荣的丰收
场景。“又是一个丰收年。”职工朱海
安高兴地说。而更让他高兴的是，当
地菠萝蜜产品打入了江浙市场。

“每天有1万多盒菠萝蜜鲜果从南
京的销售点发出，让江浙沪一带的顾客
能及时尝到海南水果的美味。”南金农

场公司副总经理张维亮介绍，今年，该
公司进一步扩展内地市场，在南京开设
江苏多梾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进一
步扩展菠萝蜜在江浙市场的销售渠道。

“春节前夕，我们将4车共16万
斤菠萝蜜率先发往南京销售网点，市
场反响良好。”张维亮介绍，该公司在
当地采用鲜果销售、冷链配送模式，
主打精品市场，让菠萝蜜效益加倍。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以项
目建设为抓手，产业转型升级为主
线，以超前谋划培育企业发展动能，
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格局，按照既定
发展目标蹄疾步稳向前奋进。

（本报营根3月8日电）

■ 本报记者 邓钰

日前，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对全
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先进集体进行
表彰，我省30名个人、23个集体上
榜。其中，海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
（以下简称农场事务部）获评“全国脱
贫攻坚先进集体”称号。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海垦控
股集团从探索垦区扶贫工作新机制、

新模式入手，突出产业扶贫新重点，突
显垦地联手新作用，在参与脱贫攻坚
中做大做强农垦特色产业，全面完成
了垦区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农场摘帽
和定点扶贫任务，取得海南垦区3286
户12088人全部脱贫、18个贫困农场
全部脱贫的优异成绩。

自2016年农场事务部开展扶贫工
作以来，便通过教育引导、结对帮扶的
方式，消除部分困难职工的认识误区和
依赖心理，有效破解其精神贫困、思想

贫困、志气贫困和动力贫困等问题。同
时，通过选树榜样扬正气、开设各类培
训班、强化技能培训等方式，为精准扶
贫提供了智力支撑。

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新生
活、新奋斗的序幕刚刚拉开。“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没有‘断档’，脱贫产业
想要成长为参天大树，助推乡村振兴，
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

继续做好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对易返
贫脱贫户和边缘户进行重点监测，并
配合属地政府开展帮扶工作；持续推
进产业助农提质增效，加强助农资产、
项目库、项目管理；强化务工就业稳
岗，通过产业项目提供就业岗位，优先
招收困难群众务工；常态化开展线上
线下消费扶贫活动。

同时，海南农垦将持续发挥产业
优势，做强做优农业产业，以产业驱动
助推乡村振兴，推动农垦国土空间规

划融入地方规划体系，改善人居环境；
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创
新垦地融合发展机制，推进垦地融合
示范工程建设，实现垦地共赢。

此外，各大基层企业将加大产业
发展力度和带动力度，推动业态多元
化发展，并结合当前乡村振兴的相关
政策，做好空间规划和美丽乡村规划，
鼓励更多职工群众主动融入乡村振兴
工作当中，助力海南农垦实现高质量
发展。 （本报海口3月8日讯）

海垦控股集团农场事务部获评“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

坚持产业驱动 助推乡村振兴

建设忙 | 项目提速提质提效

收获忙 | 深耕营销开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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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垦白沙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茶园基地，工人在采摘春茶。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