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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集团与北大荒集团
达成深化合作共识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赵曼莉）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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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考察队伍，赴黑龙江省前往北大荒
农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集团）考察学
习，深入旗下多个下属企业和项目现场，探讨发展
思路和合作空间。

海垦控股集团先后深入北大荒集团旗下九
三集团、完达山乳业公司、食品集团等产业公司
及闫家岗农场等近郊农场的加工厂、项目地，实
地考察产业发展情况。考察期间，双方围绕农垦
管理体制改革、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战略管控、
土地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在深化特色农业、
冷链物流、金融保险、南繁种业等领域合作达成
共识。

双方表示，双方应深化交流、加强合作，尤其
在种业、粮油、乳业、热带水果、冷链物流等方面
的，推动两地垦区产业融合发展，引领农业产业现
代化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宣讲活动
走进红明农场公司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小龙）7月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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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传承红色基因·永远跟党
走”专题宣讲活动，第二站在位于海口市琼山区三
门坡镇的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举行。

现场，4位来自不同岗位的基层代表，以生动
鲜活的事例和朴实真切的语言，讲述自己和身边
的那些共产党员的奋斗和坚守的故事。

据了解，该专题宣讲活动是海垦控股集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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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垦商贸物流与顺丰、鸿晟签约

三方合作布局物流网络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南农垦商贸物

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顺丰）、海南鸿晟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鸿晟）在海口进行合作签约。三
方将在合作中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平台共
通，利益共赢等举措，在全省范围内布局冷链物
流网络建设，打造产供销体系。

据了解，三方已围绕海南省内农产品合作、物
流网络布局、物流配套、土地资产盘活利用、冷链
物流体系等方面进行沟深入通和交流，并达成合
作共识，下一步，三方将把农垦的土地资源优势与
海南顺丰、海南鸿晟的物流及供应链渠道优势相
结合，在海南省重要的物流节点开展深度合作，打
造产供销体系，实现三方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共赢，
提升三方在农产品、冷链物流和供应链方面的影
响力，携手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海垦建工将与三亚城投深入合作

推进装配式建筑项目建设
本报三亚7月1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曹

海英）海南日报记者7月19日从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建工集团）获悉，该
集团与三亚城市投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三亚城投集团）达成初步共识，将在垦地产业融
合、投资开发、建筑施工等多领域进行战略合作，
加强双方在项目施工、建材基地投资、城市更新等
方面合作。

据了解，在三亚市及海垦控股集团的大力支
持下，由海垦建工集团与三亚城投集团、中国水利
水电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三亚装配式
建筑构件生产基地项目目前已启动公司注资、用
地办理、土地平整等相关工作，且进展顺利。该项
目总投资4.82亿元，计划于2022年第一季度试
产，正式投产后的装配式建筑材料年产可达30万
立方米。

下一步，海垦建工集团将以该项目为契机，与
三亚城投集团深入合作，积极推进三亚区域垦地
产业融合发展。

红明农场公司依法处置
非法占地种植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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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打击毁林占地行为，清
理占地种植作物专项行动，依法对农户非法占地
种植作物进行处置，清理种下的荔枝苗木460多
株，收回侵占胶园地15亩。

据了解，清理地点位于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
是红明农场公司下属东昌公司第一分公司一队的
一处被非法侵占种下作物的胶园地。红明农场公
司清理非法占地种植作物，并将清理出的荔枝苗
木完好归还农户，并开展普法宣传教育。

在把苗木交回农户时，工作人员现场对占地
农户进行土地管理制度教育，使他们认识到了毁
胶占地种植作物是违法的，并表态今后再不会非
法占地种植作物，做遵纪守法的公民。

下一步，红明农场公司将进一步全面排查了
解辖区胶园资源和毁胶占地情况，加强垦地联动，
健全工作机制，持续推进打击毁胶占地专项行动，
保护好国有土地资源，维护好农场公司的利益。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做好土地文章，引进高效产业，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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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土地
对外合作招商管理及实施暂行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在基本原则、招商
工作流程、招商项目审批等方面作出
具体规定，以提高招商效率和质量，管
理该集团及下属企业以土地作为合作
条件的对外合作项目。

根据《办法》，海垦控股集团对垦区
项目招商资源和招商工作实行统筹部
署，统一管理。集团及下属企业在推进
土地作为合作条件的对外合作项目时，

重点引进央企、国企以及世界500强、
国内100强、行业十强等“大、强、优”企
业，且合作项目应符合“多规合一”总体
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属地社会经济发
展规划、海南农垦战略发展规划、“十四
五”规划及垦区产业发展规划等，能够
积极推动海南农垦远景目标实现。

《办法》明确，在开展招商工作时，
首先要制定明确招商计划，相关下属
企业应以充分利用土地、最大程度开
发现有资源为导向，制定本单位年度
招商计划，确定对外合作招商的土地
资源或项目。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将建立招商

项目储备库，由集团贸易投资服务部
牵头相关部门对各单位上报的招商计
划进行联审后，编制集团年度招商计
划，并按程序报集团审议决策。经集
团决策通过的招商项目纳入招商项目
储备库，招商项目库定期做动态调整。

下一步，该集团将把纳入招商项
目储备库的项目，利用招商平台及各
类活动契机，按计划分批次对外发布
招商信息，并积极开展对接洽谈，主要
对意向合作企业情况及合作内容、模
式、用地情况、合作方案等内容进行了
解和开展对接洽谈，产业集团根据综
合情况形成“项目合作方案”。

其中，精准招商通过“走出去、请进
来”点对点对意向或目标企业开展招商
洽谈与经验交流、实地考察等，促进意
向达成；平台招商，利用内外部公共平
台及窗口或政府联合招商平台，发布项
目招商信息，主要以“海南农垦网”“海
南农垦APP”等为招商平台；活动招商
通过参加大型招商、会展活动及我省主
办或组团参加的境内外招商活动，开展
项目对接、洽谈，促成合作。此外，该集
团还将根据不同情况选择招商方式，辅
以成熟项目带动招商、示范项目引领招
商、以商招商、代理招商等多措并举，灵
活开展招商工作。

此外，《办法》中规定，下属单位招
商工作纳入本单位考核，考核内容主
要包含招商工作的落实、配合、实施、
生效合同备案情况，以及项目开工运
营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招商成效等。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
集团制定出台《办法》，将进一步强化对
外合作招商过程的规范化管理，提高招
商引资质量，为实现海南农垦战略目标
和促进产业高效发展提供制度支撑，同
时能够从集团层面进行统筹规划，对海
南垦区的土地资源进行梳理规划、统一
布局，将有利于实现资源的集中集约高
效利用，形成产业规模优势。

本报文城7月19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黄闻涛）举办垦地融合座谈
交流会，共建垦地融合发展协调机制，
共推重点项目、产业建设……近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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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文昌市委、市
政府频频“互动”，深化垦地融合发
展。这是海南日报记者7月19日从
该集团获悉的。

7月14日，海垦控股集团组织交
流队伍前往文昌市委、市政府开展垦
地融合座谈交流会。座谈会上，双方
就建立健全垦地融合机制、推动农场
公司产业发展、推动项目建设、改善人
居环境、提高垦区职工群众福利待遇、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等方面展开交流，
并达成共识。

座谈交流后第二天，文昌市委、
市政府立即组织市委办、市农业农村
局、市资规局、市财政局、东路镇委等
9个部门主要领导到海南农垦东路
农场公司举行座谈会，实地了解企业
在生产经营和发展建设中所遇到的
实际问题和具体困难，并列出问题清

单，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接交流，
共商解决办法。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与文昌市目
前已共同商讨制定融合发展工作实施
方案。根据方案，双方将以垦地深度全
面融合发展为目标，进一步衔接国土空
间规划，优化垦地产业空间结构，通过
共同招商、合作开发、收益共享等合作
机制，共同推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谋
划实施，并推动东路农场公司基础设
施、社会管理进一步融入文昌市。

同时，双方正在紧锣密鼓完善垦
地融合发展工作机制，将共同成立垦
地融合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并下设垦
地融合发展工作专班，推动垦地融合
有关事项积极开展、有效落实。

下一步，双方将建立垦地融合发
展协调机制，定期组织联席会议加深
交流，并共同加快推进海垦东路荔枝
标准化种养基地建设项目等重点项目
建设，还将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推动
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乡村
振兴，稳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等多方
面共同发力，深化垦地融合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出台土地对外合作招商管理及实施暂行办法

规范招商工作 提升招商效率

海垦控股集团与文昌深化垦地融合

建立协调机制 加快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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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深耕咖啡行业多年的华广原决定入职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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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岗位上耕耘咖啡事
业。“农垦咖啡产业的巨大潜力为我提供广阔舞台，让我有更大平台、更
多机会，更深层次推动海南咖啡产业建设。”提及这个选择背后的原因，
华广原语气坚定。

这只是海南农垦人才队伍建设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海垦大
丰咖啡集团合并重组，归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规
模和集聚效应愈发明显，市场话语权不断提升。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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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人才作为改革发展的第一资源，大力实施“大方引才、大度容才、大
气励才”的人才强垦战略，坚持人才引进、强化内部培养作为克服人才短
板、集聚发展后劲的重要举措，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形成以产业引才、以
事业留才、以发展育才的良好局面。

“在这里能够投身海南农垦的深度发展
和产业建设，参与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有能
够实现价值与追求的机遇。”说起为何放弃
在省外优渥待遇的工作来到海南打拼，海垦
控股集团贸易投资服务部总经理孙宇彤此
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表示。

谈起在海南的工作，孙宇彤更是兴致勃
勃。他深度参与海南农垦的贸易投资工作，
在产业发展规划、项目洽谈以及招商引资等
多个领域不断发力。“有干事平台，才更有冲
劲。”他说。

这并非个例。人才和产业，历来密不可
分。产业的集聚效应，会让人才自然慕名前
来，而打造人才团队，其最终目的是带动重

点领域、重点产业发展。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聚焦“八八战略”

和“四梁八柱”产业布局，围绕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旅游业、热带高效农业等重
点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引才，推动产业与人
才协同发展，加快形成人才集聚态势。

据介绍，海垦控股集团持续加大市场化
选聘力度，积极参加省里组织的招聘会，通过
智联招聘、海招网等知名招聘平台面向全国
发布重要职位，依托“青苗计划”面向全国高
校公开招聘管理培训生，广泛引聘各类优秀
人才，仅2021年以来便参加或组织市场化招
聘84场次，共计招聘200人，其中高校应届毕
业生13人，具有海外留学经历8人。

事业因人才而兴，人才因事业而聚。人
才来了，能在海南农垦做什么？如何更好地
让他们发挥自身能力？

只有搭建系列专业平台和载体，让更多
专业人才干好专业事，以事业留才，才能从
根本上增加人才的归属感。这是海垦控股
集团给出的答案。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集团
用好海南农垦丰富的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资源，围绕天然橡胶、南繁育种、商贸物流、
热作农林等8大核心产业，为人才提供施展
拳脚和抱负的机会，为人才干事创业和个人
成长提供高质量平台，很好地回答了他们

“在海南农垦能干什么”的问题。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海垦控股

集团坚持以产业引才，以项目融才，依托“八

八战略”和“四梁八柱”产业布局，栽好“梧桐
树”，为人才发展提供了多元化平台——

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各类康养
和旅游项目吸引了一批旅游健康领域的高
层次人才；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参与建设
的南繁科技城等项目为科技型人才提供了
施展才华的舞台，有效促进人才与产业发展
深度对接融合……

“企业的优秀制度，给了人才发挥本领和不
断成长的空间。在这里，我不仅能参与天然橡
胶领域的前沿研发项目，还能了解市场的最新
需求。”海南橡胶中橡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
爱武此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
2011年入职以来，他从一名研发主管成长为企
业的管理干部，更参与了天然橡胶领域多个国
家级、省级科技研发项目，并获得5个专利授权。

能否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是人才
队伍建设是否具有优势的一个重要标尺。

“外引精兵，内育良将”，在引进优秀人
才的同时，海垦控股集团以及下属企业坚持
人才培养引进“双轮驱动”，加大人才的培养
力度，通过常态化组织品牌化培训、开展技
能比赛，实施专项人才培养计划等举措，逐
步探索全方位、多元化、立体式的人才培养
体系。

从总部到基层，一场场含金量十足的讲
座与技能培训活动相继举行。“从去年开始，
集团开展了多场‘农垦大讲堂’，让我对政策
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海南农垦的基层职工
林振强是“农垦大讲堂”的忠实粉丝，常在朋
友圈发表学习体验。在“农垦大讲堂”中，海
垦控股集团结合工作实际，邀请专家、学者

主讲，把业务培训与人才培养相结合，不断
提升职工干部的政治素养、理论水平、业务
知识等综合能力素质，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打
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干部职工
队伍。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加强与干部
教育培训机构和国内著名高校的合作，因
才施策，有针对性地选派集团管理人员、业
务骨干及后备干部到国内外知名院校和培
训机构、行业内龙头企业交流学习，提高企
业治理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促进人才与
产业发展深度对接融合。

据统计，2021年以来，全集团共举办培
训688期，累计参训58714人次。管理人员
轮岗交流112人。

（本报海口7月19日讯）

产业引才 | 产业与人才协同发展

事业留才 | 多举措释放人才活力

发展育才 |“双轮驱动”建发展平台

2021年以来便参加或组织市场化招聘84场次

共计招聘200人

其中高校应届毕业生13人

具有海外留学经历8人

广泛引聘优秀人才

2021年以来，全集团共举办培训688期

累计参训58714人次

管理人员轮岗交流112人

广泛开展各类培训

海垦控股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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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的海垦龙江农场公司通过基地建设、产学研融合
等举措，大力发展苗木产业。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刘家宋 摄

俯瞰文昌市东路镇的海垦东路农场公司鱼塘。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