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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流中，挂职干部特别提到
“跨界挂职”这一概念。

“角色的互换，让我对政策的
实施和产业的发展有了更深层次
的思考。”现任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土地运营部副总
经理的范黎，挂职前是自然资源部
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司评价考核
处处长。他认为，从政府工作人员
到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身份转变，

让他更加全面、直观地了解政府部
门和企业交流中存在的异同，更深
层次思考如何搭建政府与企业间
有效沟通的桥梁。

“从通讯行业来到橡胶行业，这
一巨大的跨界，让我对产业智慧化
发展有了更多体验。”而从中国移动
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来到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挂职，担任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对孙楠来说是另一种跨
界。在挂职期间，他积极推进橡胶
产业信息化建设，依托产业集群形
成“智慧海胶”信息化规划，为传统
产业添“智”赋能。

在海南橡胶工作的挂职干部孔
德赤还从更新经营管理理念，建立
科学合理考核评价机制等着手，为
海南农垦发展建言献策。

尽管挂职干部们来自不同领

域、去往不同部门，但是海垦控股集
团十分注重横向沟通、协同配合、突
出重点，充分激发8名挂职干部献
计出力的“合力”，汇聚发展新动能，
通过构建完善的沟通交流平台，真
正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中心工作上
来，也让挂职干部们的能力才干在
重点工作中得到充分淬炼，确保

“挂”出实效，“炼”出本领。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

海垦控股集团完善体制机制，为挂职干部提供干事创业平台

确保干部“挂”出实效“炼”出本领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林丽娟 卢裕元

“在海南农垦，学思践
悟，融会贯通，做好海南自贸
港政策落地实施的‘研究
员’”“在海南农垦，脚踏实
地，实事求是，把所学所感用
在工作一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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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口举行中组部驻琼挂职
干部座谈会。

尽管来自不同的单位、
企业，从事不同的工作领域，
但在8名中组部驻琼挂职干
部身上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身
份“新海垦人”。座谈会上，
他们结合自身实际和挂职经
历，谈体会、说感想，从体制
机制创新、南繁产业发展、信
息化建设等多层面，多角度
为海南农垦的发展建言献
策。

据了解，近年来，海垦控
股集团完善体制机制，为挂
职干部提供良好的干事创业
平台，同时挂职干部们发挥
自身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
把好作风、好方法、好经验带
到海南农垦，在推进改革创
新上做出了表率，在高效联
系沟通上搭桥梁，推动了一
批重点项目落地实施，重点
产业高效发展，助推海南农
垦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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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能从根本上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
用。为充分发挥挂职干部作用，海
垦控股集团积极搭建干事创业平
台，为挂职干部施展才华创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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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挂职干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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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繁育种产业是海垦控股集
团正在重点打造的核心产业，这恰
好也是第21批中组部（来琼）博士
服务团成员艾力吐热克的“兴奋
点”所在。

“种业是我的老本行，也是我的
热情所在。在这里我拥有了干事创
业的新平台。”来琼挂职前，艾力吐
热克在中国中化集团农业事业部中
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先
正达集团中国）工作，深耕种业多
年，既有丰富的基层研究经验，又有
前瞻的市场眼光。

自今年1月，艾力吐热克来到
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南繁集团）挂职后，
已深入三亚、陵水、乐东等市县的南

繁基地实地走访，在通过基层调研
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诸多建
设性意见，并投身于国家现代农业
（种业）新品种新技术展示平台建
设、海南农垦种业“十四五”发展规
划编写等一系列重点工作。

来自中青旅遨游国际旅游有限
公司的赵呢喃利用丰富的行业经
验，牵头启动海垦旅游集团品牌建
设工作，并认真抓好海南莲花山文
化景区标准化工作，最终推进景区
挂牌全国4A级景区。

海垦控股集团在为挂职干部提
供成长平台的同时，挂职干部也为
海南农垦的发展打开了新思路、注
入了新动能。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办公
厅副主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新闻
发言人张晓军于2019年来到海垦
控股集团挂职，担任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在挂职期间积极发挥专业优
势，深入海南农垦二级企业及农场
公司走访调研，深度参与企业资本
运营工作，为海南农垦利用资本市
场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从中粮信托有限责任公司来到
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垦商贸物流集团）挂
职，担任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的唐盛

虽然总笑称自己是个“新海垦人”，
可他早已融入角色，成为海南农垦
事业实干的建设者。

“我始终在思考，如何才能利用
自身经验和眼界，为海南农垦事业
添砖加瓦。”唐盛表示，“新海垦人”
不仅是一个身份，更是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他总是思索，如何及时转
换自身角色，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投
身到海南农垦改革和海南自贸港建
设中去。

研究海南自贸港政策，发挥自
身优势，结合海垦商贸物流集团实
际，唐盛带领团队积极谋划，围绕商
贸物流主业，积极筹划搭建粮油食
品保障体系建设，并着眼进口日用
消费品业务，参与打造海垦“好生

活”进口日用消费品店，培养出一个
集采购、仓储、物流和营销于一体的
专业团队。

与此同时，唐盛还做好海垦
控股集团和中粮集团强强合作的

“联络员”，助推两大企业开展深
层次合作。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
所来到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挂职，担任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的高伟以专业眼光，为海南
农垦发展南繁产业“把脉”。他建
议，加大现代产业思维的经营性
专业人才和种业专业人才的培养
力度。

“推进南繁产业发展，土地是
一大关键。有些科研单位虽然十

分注重育种工作，却轻视了土壤
保护和改良。”在挂职期间，艾力
吐热克做到“将工作写在大地
上”，通过连续多日的田间走访，
并采集土壤检测化验发现，在一
些南繁育种基地部分土壤存在耕
种过度、肥力有限等问题，极有可
能造成连作障碍。

为此，在艾力吐热克的建议和
推动下，海垦南繁集团更新发展思
路，在当地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
方面通过与三亚市农业农村局协
同，采取深耕土地、施加有机肥等举
措；另一方面，实行南繁农业微生物
发酵技术项目，将秸秆、废弃农业生
物质等进行资源化再利用，生产微
生物菌剂和生物有机肥料。

提供新平台 人才与产业协同发展

打开新思路 以实干助推产业转型

汇聚新动能 为海垦改革添砖加瓦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邓
钰）提升服务意识，提升精神风貌，严
明工作纪律……海南日报记者8月
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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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结合党史学习教育以及“查
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要求，在总
部开展“树形象、立新风、强服务、促发
展”专项整治，以进一步提升总部工作
水平和服务质量，促进企业改革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制定专项方
案，明确此次专项行动将从8月持续
至10月在集团总部开展，采取3种方
式推进，其中包括自查自纠，由各部门
对自身问题进行自我查摆，并及时整
改；群众反映，由下属企业、集团各部
门向集团反映相关问题；督导检查。
集团巡察工作部、行政事务部、党委
组织部、党群工作部等部门成立联合
检查组，采取明察暗访、现场督导

等。
根据专项方案，该集团将聚焦总

部员工在工作作风、工作纪律、服务
意识、精神风貌共4大方面的10类突
出问题进行专项整治。

为顺利推进专项整治，海垦控股
集团成立总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
并下设办公室，以强化组织领导，明确
责任分工，同时坚持“严管厚爱结合，
激励约束并重”，落实好容错纠错机

制，营造良好氛围，不断激发广大党员
干部投身海南自贸港建设、集团“十四
五”规划目标任务落实的干劲和信心。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将坚持严
肃执纪问责。对专项整治工作期间
发现的顶风违纪违法问题，坚持“一
案双查”，既严肃查处违纪违法人
员，又倒查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并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定期梳理集团
查处的典型案例并进行通报，特别

是对开展作风整顿建设后仍然不收
敛不收手的突出问题，一律点名道
姓通报曝光。

据了解，此次专项整治旨在加强
垦区上下联动，提振总部员工干事创
业“精气神”，杜绝“庸懒散奢贪”行为，
在全垦区作风整顿建设活动中发挥

“领头羊”作用。同时，通过专项行动
树立正面典型，在全垦区上下形成“比
学赶超”浓厚氛围。

日产蛋量达33.9万枚
海垦300万只蛋鸡项目（一期）
进入投产高峰期

本报金江8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
超）8月3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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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生产线高
效运行，该项目目前已进入投产高峰期，日产蛋量
达33.9万枚。

据了解，该项目是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草畜集团）的重点项目之
一。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工程总占地面积约
586亩，涵盖6栋青年鸡场、9栋蛋鸡场、1栋蛋品
车间，总投资约2.3亿元。

截至目前，青年鸡场6栋鸡舍已投产，存栏
23.9万只；产蛋鸡场4栋鸡舍投产，存栏47.3万
只；现阶段进入产蛋鸡群为35.3万只。

此外，该项目正推进产蛋鸡场 1至 9栋鸡
粪烘干车间施工建设。该设施主要用于风干
鸡群粪便，将其制成含水量低的无臭颗粒状成
品，用作有机肥，进一步改善鸡场环境，提高鸡
粪利用率。

海垦红昇农产品分拣
加工厂项目预计下月投产

本报嘉积8月30日电 （记者邓钰）8月 30
日，在位于琼海市万泉镇的海南农垦红昇农产品
分拣加工厂项目现场，生产区厂房主体框架已经
建成，工人们正在制作安装炉灶顶面模板，以及焊
接炉灶热水管道连接器等。目前，该项目已进入
建设尾声，预计下个月竣工投产。

据了解，海垦红昇农产品分拣加工厂项目
总投资近1000万元，今年7月动工建设。项目
计划引进自动化流水生产线，建设80个环保型
水蒸气槟榔烘干锅炉，发展槟榔初加工产业。
目前，该项目的工程完成量达80%，正紧锣密
鼓推进冷冻库建设，锅炉、天然气的安装和调试
工作。

海垦红昇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期以来，垦
区槟榔产业主要以职工、农户自营经济发展为主，
且多停留在初级种植、青果销售阶段，产业链条
短、农产品附加值低。该项目建成后，将对照市场
价向农户收购槟榔青果送入环保生产线，有效扩
大槟榔销售渠道，同时，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
产业迈进，延长产业链，丰富市场供给，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带动职工、农户实现增收。

琼海东平居64名考生获
奖学金9.6万元

本报嘉积8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
虹清）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琼海市会山镇东
平居获悉，东平居教育基金会今年为64名考入本
科院校的学生，发放奖学金9.6万元。

据了解，东平居教育基金成立于2019年，由
社会爱心企业和原东平农场知青等筹建，3年共
筹集善款32.4万元，2019年和2020年共奖励56
名高考录取新生，发放奖学金8.4万元。

受资助学生纷纷表示，今后一定会饮水思源，
心怀感恩，勤奋努力，实现自己人生的最大价值，
成长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收回
被占土地1150亩

本报文城8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
其泽）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多措并举做好土地
规范化管理工作，今年已收回被占土地1150亩，
并将持续发力，推进占地收回工作。这是海南日
报记者8月30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垦东路农场公司通过垦
地协同构建联动机制，调查摸底建立台账，明确责
任分工，入户宣传等举措大力推进被占土地回收
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下一步，海垦东路农场公司将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坚决遏制新增长，抓实被占地收回、“两
违”整治工作，做到任务不减、目标不变、加大力
度。围绕总目标、总任务，多措并举做好下一阶段
的土地规范化管理工作。

海南橡胶金联加工分公司
浓乳称重标准化系统投入使用

本报那大8月3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简
日明）海南日报记者8月30日从海南橡胶金联加
工分公司获悉，该公司安装的6个浓乳称重标准
化系统已投入使用，解决了卸装浓乳耗时长、效率
低的难题，是海南橡胶唯一安装此系统的加工厂。

据了解，近几年，金联加工分公司年生产浓乳
实物均达到4万吨以上，但每次在卸装浓乳测重
量时，货车司机需要从卸装胶台到地磅来回跑几
次，程序极其繁琐。

为解决卸装浓乳耗时长、效率低的难题，金联
加工分公司经过多渠道咨询，于2020年着手安装
浓乳称重标准化系统，现在成功在积聚罐Ⅰ区安
装2个、Ⅱ区安装4个，可实现6辆车同时装货。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使用该系统时只
需在电子称重仪表输入货车装货量，计量控制
泵就能精准输送浓乳量，避免出现装货数量或
多或少的现象，有效地解决了卸装浓乳耗时长
的难题。

本报海口8月30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
员陆和）咖啡浓郁，茶香清新……8月30日，
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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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家直营的母山咖啡馆正式开业迎宾。这是
该集团旗下首家直营母山咖啡馆，也是全省
首家海垦热作体验中心。

走入母山咖啡馆，琳琅满目的母山咖啡、
白沙绿茶、白马骏红茶、昌农胡椒等海垦热作
系列产品在展示架上一字排开，吸引消费者争
相体验。据了解，该馆将作为该集团的文化服
务展示窗口，一站式展销茶、咖啡、胡椒等热作
产品的同时，充分展示海垦热作文化。

据了解，海垦热作集团将把母山咖
啡馆作为品牌宣传和文化展示阵地，
不仅将在其中销售旗下咖啡、茶叶、
胡椒等全线商品，还将提供丰富
的海垦热作文化体验，配备3D全
息影像，打造沉浸式消费体验场
所，安排剧场式座位，将不定期
举办发布会、文化沙龙等活动，
打造热作文化展示阵地。

同时，海垦热作集团将在该
馆展示海垦热作产品的基础上，
进一步整合垦区优质产品，提供
多样化体验，打造为海垦品牌文化
展示窗口。

（1）工作形象不佳
（2）接听电话不文明
（3）文明提示视而不见

（1）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

（2）工作责任心不强情况

（3）协作意识不强情况

（4）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

（一）工作作风方面

（1）整治遵守规矩不够严格

（2）工作纪律意识不强问题

重点整治群众观念
不强，指导服务不到位
问题

海垦控股集团开展“树形象、立新风、强服务、促发展”专项整治

杜绝“庸懒散奢贪”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

全省首家直营母山咖啡馆开业迎客

聚焦总部员工
4大方面

10类突出问题

（二）工作纪律方面 （三）服务意识方面 （四）在精神风貌方面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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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山咖啡馆一站式展销茶、咖啡、胡椒等热作产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8月30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路，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首家直营的母山咖啡馆开业迎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