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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大雨终于停了，得仔
细排查，抓紧时间做好复工
准备，别耽误了建设进度。”
10月14日，风雨初歇，天朗
气清，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
目施工现场，海南农垦南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南繁集团）正组织工
人们在项目工地里清扫现
场、排除积水，检查施工设
备，为安全复工做好准备。

而在澄迈县福山镇的
海南农垦300万只蛋鸡全
产业链项目，虽然因第 18
号台风“圆规”带来的强风
雨，导致当地突然断电，但
海南农垦草畜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第一时间部署，组织
技术人员驻守一线，及时恢
复供电，保障生产车间稳定
运行。

这样的场景，出现在海
南农垦各大项目的建设现
场。连日暴雨对项目施工
造成不同程度影响，但海
南农垦各大企业主动应
对，积极部署，吹响复工号
角，紧锣密鼓推进项目建
设。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
南农垦各大企业通过提前
谋划、多线推动、党建引领
等多举措推进项目建设，马
力全开推进产业发展，为高
质量完成本年度发展经营
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海南农垦企业主动应对持续降雨天气，多举措推进项目建设

抓项目 聚合力 促发展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卢裕元）深入一线精准查摆
堵点，清单化分类梳理堵点，明察暗访
结合破除难题……10月14日，海南
日报记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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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以来，该集团已查摆126个堵点
难题，已推动解决其中53个，并有21
个完成时序工作进度，成功疏通一批
历史堵点，破解一批发展难题，活动氛
围持续升温，取得阶段性成效。

在“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中，海垦控股集团从压实领导责
任、注重宣传引导、强化监督评估、建
立长效机制等方面多措并举推动活
动取得实效。

日前，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口举行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工作
推进会，进一步推动“查破促”工作在
海南垦区走深走实，要求各单位、各下
属企业必须紧盯堵点问题，倒排工期
挂图作战，层层压实责任，想方设法推
动解决堵点难题，强调各单位、各下属
企业必须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
步加大工作力度，以问题为导向，重新
梳理未解决的堵点难题，列出工作计
划表，细化到每周、每月工作进度，按
照“分类处置、专班专人限时推进、定
期督导督办、奖惩并施”的工作方法，
以钉钉子精神推动解决堵点难题，确
保所有工作任务善始善终。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在活动
中，海垦控股集团在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部署的基础上，充分结合垦区
实际，由集团班子成员带头深入一
线，并带动下属企业通过实地走访、
广泛征求意见、信访平台、网络舆情
监督等方式查摆堵点盲点和问题症
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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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出一批堵点难题。

在破难题层面，有力举措频出。
一方面，海垦控股集团班子成员结合
分管领域每人牵头推进解决1至2个
堵点难题，集团各部门和各下属企业
通过上下联动、形成合力，切实解决
堵点难题；并完善工作方法，坚持明
察暗访结合，确保问题切实解决；此
外，还成立督查组对下属各企业开展

督导督查工作，实地检验工作成效，
并面对面服务指导做好活动整改和
查缺补漏工作，确保活动走深走实。

值得一提的是，海垦控股集团坚
持以“三个结合”推动“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走深走实，取得切实
成效，坚持将该活动与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作风整顿建设年相结合，激发垦
区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的干事创业热
情，转变工作作风；并将该活动与企业
生产经营相融合，以推动堵点难题解
决带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取得实实
在在的发展成效；此外还坚持正面宣
传和通报批评相结合，为活动营造良
好的氛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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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农垦深入推进“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动

一线精准查堵点 明察暗访破难题

10月14日，在海口市龙华区海垦控股集团总部职工服务中心，员工们利用下班时间看书、休闲。
据了解，该职工活动服务中心于今年7月底向员工开放，总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设有影音室、洽谈室、会议室、书吧、健身房、瑜伽室、解压室、VR体验馆、美

发室等功能区。书吧目前藏书量近3000册，还配有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和电子书屋设备。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打造职工精神家园

查验围挡加固情况，查看用电线
路，检查起重机、挖掘机等大型施工设
备，深挖临时集流沟排出积水……10
月14日8时，在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
区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有条不紊地
做好复工准备工作。

“我们提前做足准备工作，如人员
撤离转移、加围挡和板房、提前挖好排
水渠等，尽力将台风对工地的影响降
到最低。”海垦南繁种子基地有限公司

项目组组长周瀚权介绍，天气放晴，工
人到位后，第一时间开展排查工作，确
保消除所有安全隐患，尽快复工复产。

项目的高效推进，得益于海垦南
繁集团采取超常规举措，完善机制，推
动项目建设“加速跑”。

“一天一任务，一周一报告，所有
项目任务上墙，从机制上打通各个环
节，保障项目进度。”海垦南繁集团副
总经理张伟介绍，今年以来，该集团在

各个重点项目现场成立推进指挥部，
倒排工期推进建设，并建立项目信息
周报制度，及时了解每一节点中项目
建设的具体情况，通过“把脉问诊”查
堵点、“治病用药”破难题，全力推进项
目建设，确保项目尽快建成投产。

“时间紧，任务重，专区项
目将于明年投用，目前我
们倒排工期，多线程同
步推进项目建设。”

周瀚权表示，目前，工人们正在紧锣密
鼓推进项目中综合服务区的内部装
修、物联网设备安装等工作。

日前，在琼海市万泉镇海垦热作
红昇农产品分拣加工厂，流水线轰隆
运转，工人忙碌穿梭。令人惊讶的
是，这个有序运转的项目，从开工建
设到投入生产，仅用了84天时间，刷
新垦区项目建设进度。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属地政府
是我们坚实的后盾。”海南农垦红昇
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
在筹备前期，便得到琼海市委、市政
府大力支持，通过开设绿色通道，极
简审批等手段加快建设进度。同
时，琼海市农垦改革办还积极做好
服务协调工作，指定项目对接专员
对接，随时协调解决问题，助力项目
推进。

而在项目建设中，海南农垦企业

与各级属地政府建立紧密的垦地联
动合作机制，汇聚发展合力，推动项
目尽早建成投产。

“我们与属地政府建立起高效联
络机制，在项目推进中遇到什么问
题，24小时随时沟通。”该负责人说，
双方结合“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及时沟通项目进度以及建设堵
点、难题，“属地政府积极主动作为，
做了大量细致的群众工作，为项目营
造了宽松和谐的建设环境。”

建立紧密的垦地合作机制，是
实现垦地融合发展的关键。今年以
来，海南农垦各企业积极与各市县
洽谈对接，通过建立联席工作机制
以及项目联合工作组等多种形式，
汇聚发展合力，共同推进项目建设。

抓进度 | 举措超常规 项目加速跑

疏堵点 | 垦地汇合力 建设提效率

以超常规举措推进项目建设，需
要构建强有力的管理机制。海垦控股
集团还从项目策划招商、项目推进、项
目清理和督导建设等方面着手，进一
步完善项目建设管理工作机制。

据了解，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海南
农垦各企业以“六个一”管理机制为抓
手，即一个项目、一个责任领导、一个责
任单位、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倒排工期
表、一竿子抓到底，确保责任落实到人，
夯实建设基础，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由领导
班子成员带头，分为多个督导组，分赴
垦区各片区实地督导，及时解决各项
目推进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项目建设进度如何”“推进过程
中有什么难题”“设备调试进度如何能
否按时投入使用”……在实地考察中，
各督导组切实了解项目建设难点，根
据每个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及时动态
调度调整优化，破解项目推进中一个
又一个难题。

与此同时，为减少审批
时间，提高行政效能，海垦控股集
团还专门出台了相应措施，要求对已
开工项目加快审批时限，同时将推动项
目建设进度纳入年度考核目标任务，要
求各企业进一步明确责任，落实好项目
领导小组、项目专班、项目办等制度，
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督查和奖惩机制。

紧抓机遇，海南农垦正以“项目为
王”理念推动产业升级发展，并围绕

“八八战略”紧贴海南自贸港建设需

求，紧抓主营业务和核心业务，建立完
善“在建、新开、储备”三个项目清单，
形成“开工一批、投产一批、储备一批、
谋划一批”的项目滚动发展格局，让发
展动能不断增强，实现企业高质量发
展。 （本报三亚10月14日电）

强机制 | 严抓“六个一”发展动能足

铺渠道

海垦“好生活”门店
增至13家

本报海口10月14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
羊广）海南日报记者10月14日从海南农垦商贸
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获悉，目前已有13家海垦

“好生活”居民进口日用消费品店在海口开设，文
昌、东方、澄迈等市县的门店也在装修筹备中。

在海垦“好生活”进口日用消费品店中，货架
摆着琳琅满目的进口商品，包括进口酒水饮料、乳
制品、美妆用品等2000余个品种。该品牌店的运
营采用“全球直采，产品优选”模式，通过海南农垦
专业买手团队对接全球进口货源进行大宗采购，
无缝对接线下门店销售，通过规模化采购和省去
中间环节，在节约成本的同时，能为消费者带来便
捷的进口购物体验和更多物美价廉的商品。

本月，海垦“好生活”进口日用消费品推出了
“门店爆款”“十月零食节”“新品尝鲜”等线下活动。

育产业

母瑞山红军旅租获评
“铜宿级”民宿

本报定城10月14日电（记者邓钰）10月14
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获
悉，依托该公司旗下母瑞山七队美丽乡村项目建
设打造的母瑞山红军旅租在省第三批乡村民宿等
级评定中被评为“铜宿级”民宿。

据了解，2021年海南省第三批“金银宿”级乡
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评定由海南省旅文厅统筹、海
南省旅游民宿协会协助组织开展，旨在通过以奖代
补的方式，充分调动民宿企业参与旅游标准化建设
的积极性，提升我省民宿的标准化管理和服务水
平。今年共有30家乡村民宿入选，其中母瑞山红
军旅租为海南农垦系统唯一入选乡村民宿。

近年来，母瑞山农场公司结合当地丰富的红
色文旅资源和自然旅游资源，于2018年建设母瑞
七队美丽乡村暨红色旅游项目，共建设34幢、共
64套房琼北民居风格的两层小楼，其中有56套
用于打造母瑞山红军旅租，每套住房则有4张床
位，56套房可提供224张床位。

选人才

海垦南繁集团
开展管理岗位竞聘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蒙胜国）近日，海
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开展管理岗位竞聘，推
动该集团更好地选拔人才、用好人才，逐步形成优
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

据悉，此次管理岗位竞聘得到集团总部员工的
积极响应，各参聘者分别从任职优势、岗位认识、工
作思路等方面作现场陈述。评委组根据竞聘人员的
陈述，结合其工作能力、工作实绩和一贯表现进行现
场打分，充分体现了“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本次总部管理人员竞聘上岗按照“人、事、岗
位选择，逐级竞聘”的原则和“德才兼备、任人唯
贤”的用人导向，将通过信息发布、报名、提交竞聘
报告、资格审查、笔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综合
评定等环节，最终选拔出符合公司实际需要的优
秀人才。海垦南繁产业集团负责人表示，开展竞
聘上岗工作，有利于调动集团全体干部员工开拓
进取、奋发有为的工作积极性，在全集团营造想干
事、能干事、干好事的浓厚氛围。

促创新

海垦一科技创新项目
通过验收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章）近日，海南
农垦科技集团下属海垦科学院集团承担的省重大
科技计划项目“海南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
技创新服务平台”通过验收。

据悉，海南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技创
新服务平台于2018年11月启动，以服务海南自贸
港建设、辐射国内外热带作物生产种植地区为目
标，以海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为基础，
建设物联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电子商务等系
统，为科研院所、企业科技创新提供数据信息采集
服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农业综合效益提升。

验收组专家经过多程序评定，认为该项目验
收材料齐备，符合验收要求，完成任务书约定的考
核指标，项目经费使用合理，一致同意该项目通过
验收。

该集团已查摆

126个堵点难题

已推动解决
其中53个

并有21个
完成时序工作进度

自开展

“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
活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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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荣誉

海垦改性橡胶木获评
2021单项冠军产品

本报讯（记者邓钰）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企业海南农垦宝橡林产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申报的“改性橡胶木”产品，获评第十
三届中国木材保护大会2021单项冠军产品。

第十三届中国木材保护大会由中国木材保护
工业协会举办，旨在组织行业上中下游企业、学者
和专家，就如何加快行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全面
提高资源高效循环利用进行深入探讨与交流，助
力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全面实现“双碳”目标。

下一步，海垦宝橡林产集团将以此为契机，加
大技术创新和科研成果转化工作力度，把“可持续
发展、绿色发展”理念贯穿到经营工作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