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防范

海垦多举措防御
台风“狮子山”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记者邓钰）今年第17
号台风“狮子山”（热带风暴级）已于8日夜间在琼
海市潭门镇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全省有强风雨
天气。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农垦投
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提前部署，迅速
行动，多措并举做好防范工作，最大限度减小台风
带来的影响。

据悉，海南垦区各单位、各企业持续做好台风
防范工作，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
度，切实压紧压实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各下属企
业“一把手”防汛防风责任。各企业主要领导带头
值班值守，坚守岗位，及时掌握动态信息，做好协
调调度工作，全力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同时，垦区各企业对水库、低洼地区、景区景
点、在建项目工地、生猪养殖场等重点区域的安全
风险隐患进行再排查、再梳理，重点做好危房、低
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点等危险区域职工群众转
移安置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做好与地方政府、兄
弟企业的内外协同，保持信息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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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企业举行男子排球比赛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闻涛）日前，在

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举行以“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为主题的男子排
球比赛，来自该公司总部、分公司、各基地共6支
代表队参加比赛。

比赛现场，球员配合默契，精妙传球，精彩扣
球，角逐场面紧张激烈，不时传来阵阵喝彩声。据
了解，东路农场公司今年以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
的职工文化活动，推动企业文化建设，包括垦地联
合举行建党100周年联欢晚会、宣讲活动、羽毛球
比赛等，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营
造奋勇争先的工作氛围。

强体魄

海垦旅游推出
休闲渔船体验产品

本报三亚10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伊侬 王河杯）海南日报记者10月9日从海南省
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旅游集团）
获悉，该集团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打造的休闲渔
业海洋旅游项目已投入运营。

据悉，海垦旅游集团此前已获得休闲渔业经
营许可证。该集团旗下休闲渔业产品中所用渔船
为海南木质渔船改造而成，每一条木质渔船都由
专业设计师进行针对性设计。

目前，该集团开发的休闲渔船体验产品包括
近海及远海产品。其中，近海产品为半日游产品。
从三亚崖州中心渔港出发，体验海底海况迥异的海
钓乐趣；远海产品包括3天2晚、5天4晚、7天5晚
等，体验深海海钓黄鳍金枪鱼、鲣鱼、鬼头刀等。

新业态

海垦“白沙”牌
小罐银针获金质产品奖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陆和 陆贵松 吴
志海）近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旗下的“白沙”牌小罐银针
（绿茶）被第24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
谈会组委会评为金质产品奖，是我省参评产品中
唯一获评金质产品奖的茶叶产品。

据了解，9月26日至28日，由农业农村部和
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4届中国农产品加工
业投资贸易洽谈会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论
坛，在河南省驻马店市举办。我省有16家企业参
展，海垦热作集团组织旗下茶叶、咖啡、胡椒系列
品牌产品参加了活动。

据介绍，“白沙”牌小罐银针产自白沙黎族自
治县“白沙绿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地域范围
内，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和标准化的茶树种植、加
工工艺，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口感和品质。

塑品牌

第131家海垦茶业专营店
澄迈开业

本报金江10月 9日电 （记者邓钰）10月 9
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热作集团）旗下第131家海垦茶业专营店在澄
迈县老城镇澄江南路开业。

在店内，茶叶、咖啡、胡椒等琳琅满目的海垦
热作产品摆放在柜台上，这些产品包装精美、品质
上乘，皆由海垦热作集团统一设计包装，产品外包
装上均印有统一的“HSF海垦茶业”标识。除了
购买产品外，消费者还可在店内体验各类产品，了
解海垦热作文化。

据了解，“百城千店”是海垦热作集团的重要
经营举措，旨在充分整合旗下茶叶、咖啡、胡椒等产
品销路，丰富产品供给，通过开设统一形象标识、统
一装修风格的专营店，提高海垦热作产品的品牌辨
识度，让消费者放心安心购买海垦热作产品。

拓市场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河杯

灯火灿烂，夜游“点亮”假期夜生活；绿意盎然，
生态景致令人流连；趣味十足，户外研学课堂收获满
满……

刚刚过去的“十一”国庆黄金周，海南农垦各企
业在做好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全面
梳理和挖掘本地文旅资源，推出夜游、研学游、生态
游和海上休闲游等多项旅游产品，通过打造文体产
品新亮点，增添“打卡”新去处，升级服务新体验等举
措，让广大游客体验多样的海垦旅游之趣。

打卡新项目

“前进，出海！”10月1日，在三亚崖州中心渔港
码头，号牌为“琼三亚渔休市00003号”的木质渔船
扬帆起航。“坐上充满海岛风情的渔船出海钓鱼，一
路乘风破浪有种‘飒’的感觉。”游客李翔兴奋地说。

今年国庆黄金周，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旅游集团）文旅产品“上新”，推出休
闲渔业体验游项目，进一步完善其“海、陆、空、演、
养”五大旅游业态。

“赶海、海钓、乘坐质朴的木质渔船，感受渔文
化，这些质朴的体验对游客而言很有吸引力。”海垦
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休闲渔业有极大的发展
空间和优势，今年该集团尝试深挖本地渔文化，将本
土渔民的木质渔船升级改造为休闲渔船，独具匠心
打造具有浓郁海岛渔家风情的休闲渔业体验项目。

与此同时，海南农垦各大相关企业和景区也抢
抓“十一”黄金周时点，纷纷“上新”。

在儋州市兰洋镇的海南莲花山文化旅游景区，
惊险刺激的“玻璃水滑”、猎奇有趣“丛林飞龙”高空索
道等大型游乐项目开放营业。“来莲花山，既能观赏生
态美景，又能‘解锁’多种娱乐项目，一站式满足多类
旅游体验，非常值得。”来自海口自驾游客王凡说。

文旅新体验

在旅游产品打造中，融入地方风俗和文化特色，
也是海南农垦各企业着力的方向。

“缤纷的光影和声画在曲折蜿蜒的溶洞中呈现，
让人仿佛置身奇幻空间，非常震撼。”来自三亚的中
学生林泉趁着假期，和家人来到儋州市雅星镇石花

水洞地质公园游玩，参观完石花水洞后大呼惊奇。
“光影艺术加上溶洞景观的复合体验，能够给游

客带来‘1+1>2’的感官冲击。”海南石花水洞地质公
园经理洪莉云介绍，光影秀是这两年新兴的演出形
式，因其震撼的视觉效果极受年轻消费群体欢迎。
景区依托溶洞内石壁的原有自然形态基础，借助前
沿科技手段和特效装置打造出螭鸾厅、龙阙厅、时光
隧道、光影幻境等四大主题区域的主题光影秀，给游
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此外，石花水洞地质公园还融合“文创+”，推
出文创雪糕。雪糕以石花水洞山体为灵感，雪糕样
式还原了山头轮廓与细节，将溶洞入洞口、“石花水
洞”字样、划船老人，以及景区特有的问候语“棒嗨
迪”巧妙地融入其中，让游客能看到更能尝到景观。

“在石花水洞游览，好看好玩也好吃！”来自海口
的游客黄鸿一家人对景区内的碱水馍、猪肠馍等各
类儋州特色小吃赞不绝口。

开拓新客群

“趁着假期，带上一家人环岛自驾游，不做太多
计划，开到哪玩到哪。”黄鸿说，考虑到疫情防控，他
和家人并未选择出省游玩，但岛内游同样收获满满。

抱着这样想法的市民游客不在少数。今年“十
一”黄金周期间，我省广大市民游客出游兴致高涨，
假日效应集中释放，自驾游、周边游人气火爆，海南
人游海南成为旅游市场一大亮点。

“今年黄金周，景区的主要客群以自驾游、亲子
游的散客群体为主，占总数将近8成，跟团游等形式
较以往大幅度减少。”洪莉云说，企业注意到消费群
体的变化，将及时规划、推进业态提质，以进一步开
拓新客群。

与此同时，不少海南农垦相关企业注意到，近
年来，随着以“90后”“00后”为主的旅游消费群体
成长壮大，旅游精品化成为趋势，人们对新玩法、
新体验的需求日益提升，希望在旅游中获得更多
精致、新奇的感官体验。想要抢占先机，开拓新客
群，必须更新产品，用心服务抓住这部分游客的心。

海垦旅游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各相关企业应
紧抓时机，并总结“双节”旅游市场经验，提前谋划，
加快产品和服务创新，挖掘特色，打造差异化文旅产
品，为抢占秋冬以及春节黄金周旅游市场做好准备。

（本报那大10月9日电）

“十一”黄金周海垦旅游产品供给丰富，旅游市场人气高涨

景区上新 服务“走心”

■ 本报记者 邓钰

翻开海南农垦的发展历史，改革的篇章从
未间断。

近年来，海垦借力改革创新，以体制机制
创新引来“活水”不断破阻力、治沉疴，为企
业发展“解渴”。如今，海南农垦沿着改革之
路继续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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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海南省国企改
革三年行动方案》，按照“一企一策”要求，印发
《海垦控股集团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深化农垦企业改革工作，健全市场化经营
机制，加强党的领导和建设……一项项举措掷
地有声，《方案》从5大方面共26项具体改革
任务着手，为海南农垦制定改革“施工图”，跑
出发展“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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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制度 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改革非一蹴而就。对于海垦控股集团而
言，借力三年行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释放新活
力、汇聚新动力，既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应对市
场竞争压力，为谋求发展的重要途径。

改革落实见效，依靠自上而下的执行力、渗透
力，更依靠自下而上的“内生动力”。在三年行动中，
海垦控股集团还聚焦“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
治理结构”“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加强党的领导和
建设”等制度性、基础性改革发力，力争取得一系列
新突破，实现高质量发展。

同时，《方案》明确，要“加快推进垦地融合发
展”，积极推动垦区规划、土地、基础设施、产业发展、
社会管理等进一步融入地方，奏响垦地融合发展的
新篇章。

今年是国企改革三年行动的攻坚之年、关键之
年。海垦控股集团将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强的力度
持续推进改革，围绕“四梁八柱”产业新格局，倾斜
配置产业资源，合理布局建设重点，以天然橡胶、南
繁育种、商贸物流、热作农林等八大产业为着力点，
全面增强企业内生动力、发展活力、整体实力，将海
南农垦打造成为海南自贸港中具有较强竞争力的
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本报海口10月9日讯）

强链补链 建设产业新布局

海南农垦的高标准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强势产业、
优质项目的有力支撑。

《海南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提出，省属企业在
海南自贸港主导产业中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在重大基础
设施建设、重大专项任务、民生和公共服务领域发挥主
体支撑和基础保障作用，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生力
军、排头兵。

面对新形势、新使命、新要求，海垦控股集团抢
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趁势而上，围绕海南自贸港

“三区一中心”的战略定位和“3＋1”产业为主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在《方案》中提出“优化升级八八战略，
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新格局，打造自贸港双千亿国
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

为此，海垦控股集团细化改革任务，通过“优化
产业布局规划”“推进产业集团整合”“加快农场公司
整合”等举措，有的放矢推进旗下二级企业业务单元
整合和资源重组，进一步建立现代化产业体系。

今年3月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全面梳理企业主业，
并实施动态管理，同时开展专业化整合专项行动，在专
业化整合方面再次跑出“海垦效率”——按照“资源相
同、主业相近、业务相关、区域合并、产业协同”的原则，
开展二级业务单元整合，将除农场公司外的18家全资
二级企业、11家控股二级企业以及1家参股企业最终
整合成17家二级产业板块公司；将28家农场公司整
合成18家农场公司，进一步激活协同整合效应。

发展动能积蓄增强。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
聚焦主业建设，在建链、强链、补链、延链中找准主攻
点，着眼于培育和壮大智慧农业、南繁产业、商贸物
流等高新技术产业，以产业升级驱动企业升级转型。

从东到西，由南及北，海垦控股集团各企业通过
项目建设，推进产业结构优化，释放产业突围新效
能：智慧农业田间扎根；智能化养殖产业高效发展南
繁产业培育壮大；商贸物流体系推进……

一系列行动举措效果不断显现，新引擎、新动力
继续孕育成长，海垦控股集团经济新活力持续增强。

改革引领 推动任务落地落实

海垦控股集团是改革的产物，改革也是海垦控
股集团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招。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2020-2022年）实施以来，海
垦控股集团紧抓自贸港建设机遇，层层压实责任，推进
改革任务逐项落地，有序推进各个重点专项，一系列改
革举措有的放矢铺展，让改革从“纸面”落到“地面”。

随着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已“棋至中盘”，今年6
月，《海南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出台，吹响了我
省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下半场”的“冲锋号”。对标对
表我省国企改革“任务表”，海垦控股集团于日前出
台了《方案》，制定改革“施工图”，明确了5大方面
26项具体改革任务，使行动方案更实更易落地。

既是“施工图”，定然有标准、有节点，可衡量、可
考核。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结合“一企一
策”的要求，该集团量体裁衣制定《方案》并配发任务
清单，详细明确每一项改革任务的牵头人、牵头部门
和时间节点，将子企业改革落实情况纳入内部巡视
工作范围和考核评价体系。

推进二级企业业务单元整合和资源重组，深化农
垦企业改革工作，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历史机遇面前，必须紧抓时点，在国企改革三年
行动中更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寻找一条提升
企业效率的改革之路，确保在重要领域、关键环节取得
实质性突破与进展，以改革引领，跑出发展“加速度”。

在石花水洞景区，家长带着孩子体验彩虹滑道项目。

游客在莲花山文化景区游览。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