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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海垦控股
集团在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中，还注重总结实际经验，将
其与党史学习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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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了解工作堵点后，如何分析
问题成因、弄清问题症结，坚持对症
下药、靶向治疗，精准发力、持续发力
尤为重要。”海垦红昇农场公司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逢友认为。

以查堵破难推进作风建设，海垦
控股集团还将全程对垦区各部门、各企
业开展活动情况进行抽查督导、评估，
将评比评估结果作为各企业领导班子

和管理人员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据。
日前，海垦控股集团还结合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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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主动查摆堵点，助推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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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下，海南垦区各企业正拿出实
招、硬招，抓住要害、创新办法做活做
实“问题文章”，确保干一件成一件，
推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落地见效。

（本报牙叉9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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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6日讯（记者邓钰）出台专
项管理办法，推出首批年度招商项目，加强重
点行业项目招商力度……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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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积极探索招商新模式，强化招
商引资工作，扩展项目增量和质量，进一步撬
动产业发展，构建海南农垦“四梁八柱”现代产
业布局。这是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从该集团
获悉的。

日前，海垦控股集团举行产业投资招商
工作会议，分析招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
办法措施，对垦区产业投资招商工作进行再
梳理、再部署，并要求各部门和各下属企业要
强化产业投资规划和产业引领，明确产业布
局，做好核心产业链招商，并建立和完善招商
项目库制度，加大项目策划力度，严格落实年
度产业投资招商计划。

据了解，今年7月，海垦控股集团下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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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发布，强化
体制机制建设，明确了该集团总部部门、产业集
团、农场公司在招商工作中职责分工，制定招商
工作流程和审批流程，强化招商规范化管理，保

证招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
值得一提的是，海垦控股集团创新招商

引资新模式，将垦区项目清理工作和对外集
中推动年度招商项目相结合。该集团为促进
垦区土地资源盘活利用，初步清理出65个项
目，并结合产业链的规划、招商、培育等重点
工作，从中选取19个基本具备招商条件的项
目及3个重点招商项目，作为本年度第一批
对外合作招商项目，盘活土地资源，积蓄发展
新动能，进而锻造产业链集群。

据统计，招商信息一经公布，便得到社会
广泛关注和反响。截至目前，海垦控股集团
已收到30余家企业近80个投资意向。

今年以来，海垦控股集团重点引进央企、
国企以及世界500强、国内100强、行业十强
等“大、强、优”企业，积极与相关行业头部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目前已与中粮集团、中国交
通建设集团、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山东港口集
团等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进海南农垦
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抓好当前
重点项目和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的招商工作，
确保年内有实质性进展，并将结合企业资源
和产业优势，提前谋划明年产业投资招商项
目的策划申报工作，以招商引资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实现海南农垦高质量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探索招商新模式，加强重点项目招商力度

招商引资 积蓄发展新动能

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收回80余亩被占地

开展土地清理
收回国有土地

本报那大9月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郭勇
汉）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从海南橡胶西培分公司
获悉，该公司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
展土地清理行动，一次性收回被占土地80余亩。

据了解，今年，随着橡胶林更新，此前当地村
民抢占国有橡胶用地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
为西培分公司开展橡胶更新定植工作增加了阻
力。连日来，该公司在西培派驻组培东队、培连队
开展土地清理行动。在开展过程中，该公司积极
与村委会沟通协调，争取支持，防止群众聚众滋
事，同时调集两个片区所有安保力量，成立清理小
组，向村民讲解政策，说明非法占地的性质和后
果。经耐心劝导，村民们认识到占地违法行为的
严重性，放弃阻挠，主动撤离清理现场，确保了土
地清理工作有序进行。

海南橡胶金隆加工分公司组织
管理人员走入一线车间

深化党建引领
破解生产难题

本报牙叉9月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周丽
雯）近期，海南橡胶金隆加工分公司结合党史学习
教育和作风整顿建设年要求，以党建推动产业发
展，组织管理人员走入一线车间，着力破解产量难
题。海南日报记者9月6日获悉，该公司近两月累
计完成加工产量与去年同期对比增幅达85%。

自8月以来，金隆加工分公司胶水原料进厂
量大增。面对生产任务繁重、一线工人紧缺的情
况，金隆加工分公司结合生产实际，由管理人员组
成了一支生产班组，深入车间一线协助加工，全力
完成目标任务。同时，管理人员还与一线员工面
对面开展技术指导。

金隆加工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
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充分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切实提高了产量。下一步，该公司将把管理人员
充实一线协助加工活动，作为常态化工作开展。

海垦将与定安建立紧密高效融合机制

加强垦地协同
开发红色资源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毛景慧）9月3日，
海垦控股集团与定安县委、县政府在海口举行垦
地融合座谈会。双方就建立高效紧密融合机制，
加快推动母瑞山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和红色美丽村
庄建设等方面，展开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

座谈会上，定安详细介绍了依托母瑞山红色
资源，培育壮大红色文化旅游产业的规划情况，并
表示，希望双方在此前良好的合作基础上，尽快成
立母瑞山运营平台公司和垦地工作专班，推动相
关合作事宜落地见效。该县将继续推进垦地融
合，将辖区海垦企业发展统筹纳入规划，希望海垦
控股集团在推动中瑞居红色美丽村庄、琼崖革命
纪念主馆建设上持续发力，实现共同发展。

海垦控股集团负责人表示，该集团将积极建
立更加紧密高效的融合机制，加快完善垦地联席
会议机制，建立垦地工作专班，进一步提高工作效
率，推动垦地一体化协调发展。

海垦广坝推动芒果绿色防控技术
应用试验项目建设

加快配套建设
推进产业升级

本报八所9月6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施宇
娥）9月6日，在东方市大田镇的芒果绿色防控技术应
用试验项目基地现场，海南农垦广坝农场公司组织工
人忙着铺设水管、装电路，一派忙碌建设景象。

今年5月，经过前期多方对接和积极争取，广
坝农场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
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品资所）共同向东方市农业
局成功申报芒果绿色防控技术应用试验项目。

据了解，该项目旨在依托芒果产业资源和区
位优势，在技术支撑单位品资所的指导下，高标准
高质量建立芒果示范基地，形成芒果品质提升技
术体系，推进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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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97套人才
公寓装修验收并投入使用，迎来首批住户。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大力实施“人才强垦”战略。为打造吸引、凝聚优秀人才的
良好环境，更好地为农垦改革与产业发展服务，该集团从内部企业购置一批住房作为
人才公寓，用于解决人才的居住之忧，并出台相应管理办法，加强集团人才公寓的入住
管理，强化人才服务保障。目前，首批97套人才公寓已投入使用，首批住户经过人员
申请、资格审核、公示等程序，已成功入住。 文/本报记者 邓钰 图/本报记者 袁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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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公司党委心里装着群众，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9
月6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提起用上自来水的事，海南
农垦红明农场公司十五队职工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十五队的自来水塔始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今年上半
年因年久失修损坏，影响了该队79户职工的正常用水。

得知该情况后，红明农场公司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
展”活动，第一时间组建工作组，提供资金、设备、施工等支持，
更换和维修供水设施，仅用1天时间就解决了大伙的燃眉之急。

这并非孤例。自“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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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实际，深入一线，多措并举查摆堵点盲点和问题症结，刀刃
向内抓实整改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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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点难点工作，确保诉求件件能落实，难题事事有回音，全力推进
该活动走深走实。

查堵点“把脉问诊”，破难题“治
病用药”，目的是促发展“强身健体”。

如何确保“查堵破难”活动不走
形，不走虚？海垦控股集团理清思路
与方法，抓住关键环节，制定实施计
划，完善机制，层层压紧压实责任，确
保活动走深走实。

“查堵点、破难题是转变作风的
试金石，不论采用哪种方式，都必须
将解决问题作为衡量活动成效的主
要标准。”海垦控股集团负责人介绍，
在活动开展过程中，该集团牢牢树立
问题导向思维，围绕重点难点领域，
迅速梳理出一批堵点、难题，并统筹
规划建立台账。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成立
活动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实施计划
和工作计划，完善机制保障，对梳理

出的堵点、难题实施清单化管理，通
过周报、旬报和定期调度、限期解决
等工作制度，推动活动取得实效。

“将问题作为行动的先导，着力
发挥倒逼效应，推动垦区各级领导
干部赴一线、下基层、转作风，更好
地服务海垦改革发展和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该负责人表示，海垦控
股集团要求，每名下基层的管理人
员原则上至少要解决或推动解决2
个关键问题，以及若干个自身存在
的问题及普遍问题。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已梳理出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问题清
单》台账，涉及7个方面，14类主要问
题。集团党委班子成员主动认领分
管领域的问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
找准症结，对症下药。

深入一线，直面问题，探讨解决
之道，正成为海垦各企业的共识。

“项目相关手续办理情况如
何？”“配套工程进展怎样？”“民生建
设有何诉求？”……自“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海垦控
股集团党委成员带头深入一线问需
问计，奔赴垦区各个片区，围绕产业
发展、项目推进、垦地融合和民生建
设等多个重点领域，实地调研，对接
职工、企业等多方需求，通过座谈
会、现场办公等形式，摸清摸透堵
点，对症下药解决问题。

“过去每逢暴雨，家里都会进水，
严重时积水有二三十厘米深。现在
排水渠修好后，再也不担心下雨积水
啦！”9月6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
坊镇的海垦龙江农场公司原基建队
藤椅厂退休职工郭飞高兴地说，今年
8月，随着排水系统改造完成，路面积
水深、雨天出行难等问题都成了历
史。

“此处地势低洼，加之门口道路
修建时排水系统规划不完善，导致降
雨量较大时总是积水。”龙江农场公
司第二支部书记、党群工作部副部长
方强介绍，今年6月接到群众反映问
题后，该公司立即成立工作小组进行

实地走访勘察，并主动对接七坊镇政
府和龙江居，为改善垦区人居环境搭
建起了稳固的“桥梁”。

与此同时，龙江农场公司积极配
合属地政府推进排水系统改造，项目
于7月13日动工，8月中下旬完工，
政府共投入10余万元。

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
海南农垦企业也积极主动作为，力争
破除堵点难点。

“原以为要等个把月才能处理的
问题，10余天就圆满解决了。”近日，
在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项目的综合服务区建设
现场，施工单位海南第六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黄钟说，多亏
了业主单位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集团）
的统筹协调，项目才能克服缺水缺电
等堵点难点，顺利进场施工。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垦南繁集
团将推进项目建设和开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紧密结合，针对
项目推进中的各项问题，秉持“特事
特办”原则，第一时间举行现场办公
会，成立工作专班，积极与属地政府
对接协同，全力推进项目建设，确保
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深入一线 破除堵点难点

主动查摆 助推作风建设

海垦控股集团
首批人才公寓投用

海垦热作集团举行槟榔烟果环保
加工座谈研讨会

发力环保加工
助推产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华广原）日前，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
作集团）在海口举行槟榔烟果环保加工座谈研讨
会，来自政府、学界和企业的相关代表汇聚一堂，
深入交流，为槟榔烟果环保加工的发展建言献策。

座谈会上，与会嘉宾建议，随着环保需求的提
升，多数农民难以负担前期的设施安装等成本，槟榔
加工正朝向规模化、标准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方向发
展，需要大型企业参与其中，为产业发展蓄力。

海垦热作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豫表示，海
垦热作集团作为国有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整合
海南垦区槟榔等热作资源，发挥海南农垦组织化
程度高、产业基础良好等优势，进一步推动海南农
垦槟榔产业转型升级。

⬆人才公寓外景。

保洁人员在清扫人才公寓房间。

➡首批入住人才享受公寓生活。

海垦南繁集团推动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建设。本报记者 袁琛 实习生 廖浩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