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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招志云 原中倩新海垦

本报海口6月22日讯（记者邓
钰）海南农垦系统将聚焦产业发展、政
策落地、项目推进、垦地融合、企业经
营、风险防控、人才队伍建设和工作能
力提升等方面的堵点盲点和问题症
结，以进一步贯彻落实开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这是6月22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
集团）获悉的。

连日来，海垦控股集团在第一时
间传达学习全省“查堵点、破难题、促
发展”活动动员部署会精神的基础上，

充分结合垦区实际，就贯彻落实工作
进行部署，切实转变工作作风，以高质
量发展为方向，以问题解决为标准，认
真务实开展好此次活动，推动海南农
垦在自贸港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产业发展方面，海垦控股集团将
组织各下属企业对标我省和集团“十四
五”发展规划要求，查找产业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深度融合海南自贸港建设的
产业规划、项目谋划，进一步形成长远
产业规划；在政策落地方面，将认真查
找政策落地、贯彻方面存在的问题，提
高总部部门的服务性，提升效率，提高

下属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项目建
设方面，将聚焦重点项目审批、推进、储
备等方面问题，切实解决原有项目推动
效率不足，新项目审批缓慢，项目储备
不足，发展后劲乏力等问题。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还将系统
梳理内部风险控制等方面问题，并认真
查摆梳理垦地融合发展的问题症结，进
一步理顺垦地之间在空间规划、土地利
用、基础设施建设、职工居民建房报建
等方面问题；关注人才队伍和工作能力
提升，剖析具备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思维
的职业经理人队伍缺乏等问题；此外，

将认真查找落实“一岗双责”全面从严
治党方面的问题。

在“查堵点”之后，海垦控股集团
将深入一线，以实际行动“破难题”，达
到“促发展”目的，促进企业经营行稳
致远。一方面，该集团将带着问题深
入一线调研，尤其是深入项目现场、工
厂、农场场部、生产队，了解基层职工
群众、下属企业反映的堵点难点问题，
与此同时转变调查研究方式，多开展
体验式走访了解、蹲点式民情恳谈、暗
访式追踪问题、解剖式追根溯源，不打
招呼、不发通知、不搞“花架子”，做到

真调研、调真研，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并将以此为基础，分析问题、抓住根
源，制定有针对性的解决对策。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成立“查堵
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领导小组，并
组织有关部门成立活动办公室，负责
具体工作，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和工作
计划，还将把本次活动与党史学习教
育、作风整顿建设工作紧密结合，选树
先进典型，推广好经验和好做法，并将
本次活动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融入
企业经营发展中，为海南农垦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值得一提的是，母瑞山革命根据地
纪念园如同一缕星火，点燃了周边村落
的发展之光。定安计划以母瑞山红色
文化和红色教育为切入点，发挥其辐射
带动作用，将发展红色文旅产业与基层
党建、民生建设、乡村振兴等统筹谋
划，对周边村庄进行连片打造。

利用周边红色文化资源和乡村旅
游资源众多的特点，母瑞山农场公司
和属地政府探索垦地协同，整合资源，
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教育培训的

教学课程形式，加入实地现场教学、体
验式教学等灵活形式与红色文化深度
融合，串联起一条包含天然茶园、茶叶
加工厂、稻田等多重体验的红色文旅
路线，进一步丰富产品供给。

在此基础上，游客、学员在此开展
“三同”教育，深入茶园采茶，学习茶叶
加工，学插秧种红米，参与农事劳作，从
思想和行动上切身得到红色文化熏陶。

“目前，我们和定安县委、县政府协
同以垦地融合为抓手，打造红色文化小

镇。”海垦母瑞山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李国庆表示，该公司将积极融合属
地政府的产业规划，并依托母瑞山红色
资源，把公司打造成红色教育文化产业
集团，不断培育壮大海南红色教育培训
产业，并结合当地苗族文化特色，形成
多层次、多元化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格
局，推动文化产品走出去、叫得响，擦亮
红色文化品牌，以红色力量助力企业发
展、乡村振兴、村美民富。

（本报定城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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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许振东

青山邈邈，葱茏
染翠。6月的母瑞山
上，“火热”成为这片
红色热土的关键词。

连日来，在定安
县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身着红军
服，头戴八角帽，前
来参加红色文旅培
训的队伍络绎不绝。

这是母瑞山红
色文旅产业高速发
展的表现。近年来，
定安县委、县政府完
善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纪念园基础设施，
大力培育红色研学、
红色教育培训新业
态，推动当地红色文
旅产业转型升级。

在中国共产党
建党100周年之际，
各地掀起党史学习
教育热潮，红色旅游
进一步升温，发展势
头喜人。海南农垦
母瑞山农场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母瑞山
农场公司）乘势发
展，通过为参观者提
供个性化讲解、打造
研学旅游、培训复合
业态等，推进红色文
旅产业内容更扎实、
形式更灵动，从而持
续迸发出活力。

近年来，定安县委、县政府不断加
大资金投入和建设力度，升级母瑞山
革命根据地纪念园，并完善周边路网、
景观等基础设施，为发展红色文旅产
业奠定硬件基础，并依托当地红色资
源，大力发展红色研学、红色教育培训
等新业态，丰富母瑞山红色文旅产业
的内涵和层次，为产业升级带来新思
路，也为企业等市场主体提供了新的
发展平台。

政府搭台，企业发力。这两年，母
瑞山农场公司通过拓展红色旅游、红

色研学、红色教育培训等业务，积极融
入当地政府对母瑞山红色文旅产业的
总体发展规划。

“如何将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为文
旅产业发展优势，是我们迫切需要思
考的问题。”母瑞山农场公司下属企业
海南母瑞山教育培训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母瑞山培训公司），相关负责人李
鹏志对于如何做好红色文旅产业，有
着自己的体会：在开展红色旅游和培
训时，应该给参与者一个触摸红色历
史、走近红色人物的机会。

“过去的讲解、课程等大多千人
一面。现在，我们按照不同人群需
求，编写了大量有针对性的讲解文
本，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内容，定制
课程，力争做到因人施讲。”李鹏志介
绍，目前，该公司与省内多家单位积
极对接培训服务。公司将深挖母瑞
山厚重的文化底蕴，营造好红色文化
氛围，将红色培训与党史学习教育相
结合，创新丰富产品内容及形式，丰
富红色旅游内涵，打响母瑞山红色教
育培训品牌。

今年2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新
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意见》，
提出要“加快完善革命老区基础设施，
发展特色产业体系，提升创新能力，培
育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新动能”，并特别
提到“琼崖革命老区在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在发展特色产业
体系过程中，红色教育培训、红色研学
等新兴产业，通过与红色旅游业相融
合，能够持续迸发活力。

李鹏志此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有些旅游资源离主力市
场较远，其文旅产品在设计上必须做
出特色。这就更需要整合多种业态，

打造强势的旅游产品包。”
据了解，除了党史学习教育贯穿

全年以外，从今年3月份开始，母瑞山
农场公司就策划了面向全省的庆祝建
党100周年系列红色活动，如每周招募
100名党员到母瑞山教育基地重温入
党誓词，每月招募100名学生走进红军
小学，全年招募100个团队重走红军
路。此外，该公司还积极加强与省、市
县教育局及中小学联系，集中在5月至
6月开展红色研学游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弘扬母瑞山革命精神，让母瑞山红
色教育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随着业务的不断扩
大，母瑞山农场公司更加注重服务质

量的提升，定期邀请业内专业老师对
企业后勤人员进行培训，提高人员服
务意识，强化服务水平，提升顾客的
满意度。

“我们从农场公司各个部门抽调
人员，专门组建了青年服务团队，全
面负责培训班学员的统筹、课程安
排、食宿等方面的工作。”李鹏志说，
公司提供定制化的“一条龙”式培训
服务，可根据参训团队的实际需求，
进行教学设计、课程编排，师资方面
已对接省委党校、省国资委、省党史
办以及海南大学等单位的专业老师
进行授课，使得培训教育产品更具针
对性和特色。

海南农垦部署“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一线“寻症结”精准“开药方”

海垦热作产业集团：

携手白沙推动
热作茶饮行业发展

本报牙叉6月22日电（记者邓钰）海南农垦
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
将与白沙黎族自治县政府以加深垦地融合发展为
抓手，在发展茶旅观光、品牌打造、产业空间规划
等方面协同发力，进一步推动茶、咖啡等热作茶饮
行业发展壮大，提质增效。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
月22日从该集团获悉的。

据了解，目前，海垦热作集团旗下规模最大的
可开采茶园位于白沙境内，以此为基础推出白沙
绿茶品牌和系列茶产品，深受市场认可。下一步，
该集团将持续发挥白沙绿茶品牌效应，与白沙县
以垦地融合为抓手，进一步做强做优做大白沙茶
产业，共同打造白沙茶旅观光休闲新业态，助推乡
村振兴。

做大做强做大做强

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
（一期）项目封顶

本报营根6月22日电 （记者邓钰）6月 22
日，在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期）项目建设现场，
随着工人的作业进入尾声，该项目正式封顶。

据介绍，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期）是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
集团）旗下项目，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的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内。

该项目总投资8366.99万元，主要建设内容
为1栋3层的初制、精制加工车间、包装车间及仓
库和1栋1层的设备用房，以及室外配套工程，购
置2条红茶生产线、1条绿茶生产线。

海垦热作产业集团将通过项目建设，打造现
代化的茶叶生产及仓储中心，整合海南中部地区
各茶叶基地的生产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强化
供应链，打造中部地区茶叶精制加工及深加工产
业链的优质平台。

屯昌黄岭农贸市场
完成改造升级投入使用

本报屯城6月2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
帮成）6月22日，在位于屯昌县南坤镇的黄岭农
贸市场，蔬果禽肉等各类摊位井然有序，人头攒
动。该市场于近日完成改造升级，投入使用。

黄岭农贸市场位于海南农垦中坤农场公司区
域内。该农贸市场改造升级项目是“为民办实事”
的民生工程，也是推进垦地融合发展的一项举
措。该项目总投资167.7万元，地方政府投入资
金68.4万元，中坤农场公司自筹资金99.3万元。

黄岭农贸市场升级改造后，建筑规模从原来
的532平方米扩大至920平方米，摊位规模从2个
功能区变为8个功能区域，拥有固定摊位80个。

便民利民便民利民

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
参加海峡旅游博览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河杯 胡建南）
6月18日至21日，第十七届海峡旅游博览会暨第
七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举
办。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旅游集团）旗下的海南莲花山文化景区作为儋州
旅游景区代表参加此次博览会，全面展示儋州和
海南垦区西部旅游资源、旅游产品以及非物质文
化遗产。

此次展会内容涵盖主题休闲度假、智慧旅游、
养生康养、乡村旅游等休闲文化旅游全产业链。
海垦旅游集团通过发放旅游纪念品、解说宣传资
料、巡展观摩交流等方式，充分介绍海南莲花山文
化景区旅游资源，使参展嘉宾代表和观众充分了
解景区的文旅产品、旅游线路，进一步提升景区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

参展参会参展参会

保亭与海垦企业联合行动

确保垦区保亭片区
“两违”零增长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海）保亭黎族
苗族自治县与辖区垦地企业将进一步按照垦地
协同、共同整治的原则，全力以赴推动垦地“两
违”图斑销号工作和联合处置巡查管控工作取得
扎实成效。

据了解，近日，保亭与保亭片区垦区企业联合
召开“两违”整治垦地联席会暨“两违”图斑销号培
训会，进行政策分析业务培训，交流探讨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研究解决措施。

在交流中，双方表示，将按照垦地协同、共同
整治的原则，加深垦区企业和属地政府相关部门、
乡镇和居的联动，共同推进整治工作，力争确保垦
区保亭片区“两违”零增长。

走深走实走深走实

探索 创新模式，红色体验更丰富

业态 整合资源，产品供给更多元

展望 垦地融合，乡村振兴有支撑

延链补链延链补链

俯瞰母瑞山教育基地。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党员在母瑞山进行党史学习教育。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