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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校：招志云 陈旭辉新海垦
海垦控股集团举行
专题宣讲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启动“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
走”专题宣讲活动，首站在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举行。

活动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海垦热作产业集
团琼中乌石白马岭茶业分公司岭头茶厂技术员符
小琴作为主讲人，分享其如何在平凡岗位上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推动茶叶研发、生产工作的故事。

据了解，该专题宣讲活动是该集团开展的党
史学习教育系列内容之一，通过组织海南农垦系
统的优秀党员、岗位能手、建设楷模等典型人物、
组成宣讲团，将于7月中旬至8月深入垦区基层
开展巡回宣讲活动，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的党
史观，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把党建
工作成效转化为企业竞争力。

红明农场公司开展
毁胶占地专项清理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海
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启动毁胶占地专项清理工
作，并出台《海南农垦红明农场有限公司毁胶占地
专项清理工作方案》，以加强对农场公司国有胶园
及土地监管，严厉打击毁胶占地违法行为，把红明
农场公司的工作部署落到实处，依法维护国有资
产权益。

红明农场公司成立了护胶保地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组织部署及落实毁胶占地专项
清理工作，并做好与集团公司、地方政府及公安机
关等部门的协调工作，逐步处理长期侵占胶园、破
坏胶树、造成影响较大的各类非法行为，经法律诉
讼、解除合同等程序后，有效组织强行清理被占土
地上附着物，依法收回被占胶园土地。

目前，该公司正紧锣密鼓地开展土地规范管
理宣传活动，组织宣传车深入各分公司、生产队和
重点区域作巡回宣传，并通过悬挂横幅、多媒体宣
传等多种方式，提高职工群众的知晓度。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
预计9月完工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胜国）近日，海
南农垦南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
集团）协同相关政府部门、科研单位、南繁科研
用地入驻单位和相关专家共同开展南繁生物育
种专区建设管理研讨工作，以确保园区9月建
成完工后，各科研单位能够顺利入驻开展科研
工作。

据了解，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包括南繁育
种区、科技交流区等功能板块。目前该项目已完
成核心基地部分的围墙、道路、水电等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正在推进综合服务区、安置区等基础配套
设施建，工程整体预计于今年9月完工。

在管理研讨工作中，海垦南繁集团与相关政
府单位、科研单位等多方围绕着如何完善专区建
设和管理服务等方面的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据悉，该方案中规划了专区功能定位、专区生
物安全管理依据、专区管理构架、专区管理权限和
入驻流程，以及专区生产生活服务项目及标准。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与文昌东路镇签订协议

寻求多方位一体化发展
本报文城7月1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

闻涛）海南日报记者7月12日从海南农垦东路农
场公司获悉，该公司已与文昌市东路镇政府签订
垦地融合协议，将在空间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融合，实现多方位一体化
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根据协议，双方将依照创新机制，深入融合；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等原则，
处理好垦地融合发展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并谋划下
一步深入合作。

在融合发展中，双方将着重从建立垦地联席
机制，提升垦地合作效率；推进垦地空间规划融
合、产业融合及专项规划融合；加快推动重点项目
建设，提升区域经济发展能力；优化空间布局，发
挥土地效益；发展热带高效农业，共同推动乡村振
兴5个方面发力推动垦地双方在体制机制、产业
建设等方面深度融合。下一步，东路农场公司将
在协调推进垦地融合专项工作上主动出击，努力
做好乡村振兴文章。

八一总场公司与属地政府签订融合发展协议

拓宽合作范围
实现共赢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郑鹏）近日，海南
农垦八一总场公司与企业所属辖区的儋州市雅
星、排浦、大成镇政府分别签订了《垦地融合发展
框架协议》。

根据协议，各方约定将按照“全省一盘棋，全
岛同城化”的发展理念，推动垦地在空间规划、土
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入、项目招商
和落地等方面有实质性进展，加快推进重点项目
建设，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共同推动乡村振兴等方
面的一体化融合发展。

各相关属地政府将与八一总场公司进一步深
化交流合作，将会商协商机制常态化，广泛开展多
层次、多领域和各种形式的合作共建，拓宽合作范
围，实现垦地共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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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盛夏的海南，建
设热潮持续涌动。在
我省各地的一个个海
南农垦项目现场，到
处都是热火朝天的建
设场景：

海垦茶业生态科
技园（一期）项目封顶，
工人抢抓进度，争取
10 月项目竣工试生
产；海垦澄迈300万只
蛋鸡全产业链项目（一
期）投产，构建集上下
游一体的蛋鸡全产业
链条；海垦红华十万头
现代高效仔猪场全线
投产，助推生猪养殖产
业转型升级……

这份火热，映射
出海南农垦产业发展
求变的朝气。7月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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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出一份亮眼
“成绩单”：今年1月至
6月，该集团汇总营业
收入 111.71 亿元，利
润总额达4.22亿元，
同比增长111.7%，实
现上半年经营状况稳
中有升、保盈增效
……

这得益于海垦控
股集团以项目建设为
抓手，持续深化优化
实施“八八”战略，着
力构建“四梁八柱”现
代化产业布局，不断
推进垦地融合发展，
依托新项目、新布局、
新动能，打造运营和
经济发展新亮点，走
上转型升级、提质增
效的新路子，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

汇总营业收入111.71亿元，同比增长
3.5%；利润总额达 4.22 亿元，同比增长
111.7%，海垦控股集团上半年经营情况“期
中考”成绩出炉。

稳中加速、稳中提质、稳中向好——这
是海垦控股集团上半年经营情况的总体态
势。随着一批重点项目陆续开工、重点产业
接连签约，海垦控股集团发展的新动能持续

释放，转型发展的“新局面”一览无余，直观
地表现在数据上。

更重质量、更重标准、更重品牌——上
半年，海垦控股集团通过加强智能化转型、
注重品牌建设、“农旅”融合、利用“互联
网+”将资源转化为优势等措施，使该集团
以农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实现了提质升级，
焕发新生机。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海垦控
股集团不仅总体经营指标良好，多项细化
的经营指标同样亮点纷呈：在南繁产业方
面，聚焦种业主业，经营收入同比增长
196.51%；畜禽产业方面，随着红华 10万
头、红明 30万头等一批新建生猪项目的
投产，海垦猪业公司上半年实现总收入
2.12亿元……

稳中有升 | 多项经营指标持续飘红

聚焦重点 | 优化产业结构和质量

“为有源头活水来”，海南自贸港政策红
利逐步释放，海垦控股集团迈出高质量发展
步伐，也激发了越来越多“新活力”。

今年上半年，一家家“中”字头企业与海
垦控股深入交流，确定合作、开展投资，注入
源源不断的“新活力”——上半年，海垦控股
集团已与中国能建等7家央企或大型国企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积极创新方
法，紧贴实际，通过下发垦地融合发展专项
工作方案，定期督导督查等多项制度、措施，
基本完成垦区国土空间规划专题研究，与
18个市县资规部门及市县规划编制单位完
成对接，为推进垦地融合工作按下快进键，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聚焦主

业，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真正把重点项目建
设放在突出位置，增强责任意识、服务意识、
协调意识，围绕“加快”和“达标”要求，强力
推进项目建设，进一步提升产业整体实力和
核心竞争力，并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及，进
一步解放思想，在发展中解决”难点“，打通

“堵点”，确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本报海口7月12日讯）

垦地融合 | 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

产业发展，不仅要着眼当下，更要布局
长远。相比经营数据的增长，海南农垦持续
推进产业结构优化，提升发展质量，加快发
展动能转化更值得关注。

新动能的崛起，离不开招商引资这一重
要抓手。去年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大力开展全
垦区对外合作项目清理规范工作，清理一批低
效益、低附加值、低效率的项目，并更新招商引
资思路，聚焦“八八战略”，围绕“四梁八柱”产
业布局等发展重点，将其中具备对外招商条件
的项目，以集团层面对外招商，发力引进一批
符合海南自贸港建设方向、企业发展实际定位
的项目，助推产业提挡升级，增强发展后劲。

三亚休闲农业康养旅游项目、雨林湾康
养旅游项目、海垦·母瑞山红色文化教育培
训旅游项目……今年5月上旬，海垦控股集
团对外发布了2021年招商手册（第一批），
列出垦区今年首批19个招商项目，涉及美

丽乡村及农旅融合、康养度假、旅游开发等
5大类，紧扣我省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引
得省内外企业纷纷上门寻求合作，截至目前
已有18个企业有合作意向。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
根据项目清理工作进展情况，结合产业链的
规划、招商、培育等重点工作，锻造产业链集
群，将产业注入垦区，进一步推动海南农垦
产业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聚焦“八八战
略”，围绕“四梁八柱”产业布局，以“建链、延
链、补链”为重点，做好项目储备、建设等工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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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21年 3月，海垦南繁集团建设的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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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用，打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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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链，激发新动能，助力产业提挡升级
——

2021年6月，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
期）项目封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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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海垦茶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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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过一批又一批优质产业项目，海垦控
股集团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得到夯实。

总体情况

1月至6月
海垦控股集团实现汇

总营业收入111.71亿元

同比增长3.5%
利润总额达4.22亿元

同比增长 111.7%
完成国资委下达指标的50.84%

海垦澄迈300万只蛋鸡全产业链项目下属的青年鸡场。本
报记

者
袁琛

摄

数读海南农垦今年上半年经营

成绩单

其中
各产业集团（含海垦控股集团本部）

1至6月累计利润总额6361万元

同比增长205%

农场公司1至6月

累计利润总额3.59亿元

同比增长41%

经营亮点2021年上半年
海垦控股集团

生产经营总体平稳
实现稳中有升

生产经营亮点纷呈

制图/张昕

3月23日，2021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与会人
员考察三亚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本报记者 武威 摄

海南农垦白沙茶叶股份有限公司的茶园基地内，工人在采茶。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垦地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方面

积极推动农垦国土空间规划融入地方规
划体系，基本完成垦区国土空间规划专题研

究，与 18 个市县资规部门及市县规划编制单

位完成对接

对外招商方面

集团积极开展项目清理，从中甄选出 19
个项目对外招商。截至目前，18个企业有合作

意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