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入榜单

海垦3企业入围海南“百强”
本报讯（记者邓钰）在日前发布的2021年海

南省企业100强名单中，海南农垦系统3家企业
入围，分别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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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第三，海南天然橡
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排名第七，海南省农垦
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排名第八十。

2021年海南省企业100强名单由海南省企
业联合会、海南省企业家协会发布，榜单以海南省
企业2020年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排序出2021
年海南省企业100强。

近年来，海南农垦企业紧抓自贸港建设机遇，
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迈出了坚实步伐。2020年，海
垦控股集团实现营业收入236.58亿元，利润总额
6.896亿元、净利润2.82亿元，连续4年稳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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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中国种子大会
征集田间展示品种

本报三亚11月2日电（记者邓钰）海南日报
记者11月2日从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获悉，
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将在该集团
旗下的国家现代农业（种业）产业园农作物新品种
新技术田间展示中心举办展示活动。目前，中国
种子协会正向有关单位征集展示品种。

2022中国种子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计划于
2022年3月19日至22日在三亚举办，大会特设
田间展示环节，供全国种业各相关单位、企业实地
展示优良品种，搭建产学研交流平台。

据介绍，2022中国种子大会设有品种展示和
品种示范两种模式，品种展示由大会提供土地及生
产管理服务，品种示范则为有需求的参展单位提供
一定规模的生产示范田展示服务。此次展示主要
服务对象为全国水稻、玉米、棉花、瓜菜、杂粮等种
子生产经营企业、科研育种单位，以及国家水稻、玉
米、大豆技术产业体系、联合攻关组的优良品种。

广征集

海南农垦招募
52个岗位20类人才

本报讯（记者邓钰）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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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
会招募52个岗位20类人才，在海南自贸港建设
的重大机遇中，汇聚四方人才，推动海南农垦实现
高质量发展。

据了解，日前，海垦控股集团借助2021年海
南自由贸易港招才引智活动作为契机，首批发布包
括二级企业总经理在内的52个岗位20类人才，其
中既包括立才农场公司总经理、海垦果蔬产业集团
总经理等企业管理岗位，也有信息技术、财务管理
等专业岗位，部分岗位年薪最高达50万元。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海垦控
股集团进入产业加快发展的阶段，对专业人才的
需求不断加大。希望通过此次系列招聘活动，吸
引一批金融服务、贸易投资等领域的人才，助力海
垦“八八战略”实施，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新格局。

募精兵

全国“割胶状元”
花落海南农垦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思敏）日前，第
四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橡胶割胶工技能
竞赛在广东省茂名市举行。经过激烈角逐，海南
农垦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名”，海南农垦代表队
选手张健获得个人第一名。

据了解，海南农垦、海南地方、广东农垦、云南
农垦、云南地方、中国热科院等单位积极备战本次
比赛，经过层层比拼，从8万名胶工中选拔出60
名选手组成6支队伍参赛。

竞赛内容包括树桩割胶技能比赛和割胶理论
考试。经过激烈的角逐和紧张的分数核定，海南农
垦代表队获得“团体第一名”，海南农垦代表队选手
张健获得个人第一名。此外，海南农垦代表队的黄
鹏、雷福生、蓝飞全和陈少雄也入围前20名。

获佳绩

东方与广坝农场公司
共促芒果产业发展

本报八所11月2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施
宇娥）11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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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组织工人整理建设大棚展示区。

据了解，该项目是广坝农场公司和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
品资所）共同向东方市农业农村局申报的项目。
项目由东方市农业农村局指导监督，广坝农场公
司为项目建设单位，农科院热作研究所为项目技
术支撑单位，通过垦地协同，院企合作，着力培育
芒果绿色产业，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建设过程中，东方市政府大力支持项目建设，
及时对接，积极服务，解决项目建设中难点问题。
目前，广坝农场公司正加快推进项目基础设施配
套建设，已解决水、电问题，安装完成人居集装箱
房，建成大棚展示区。品资所专家技术团队针对
项目地的芒果树管理，已实施了前期芒果品质换
冠和病虫害防治技术，准备实施生草栽培技术。

强产业

海南农垦多举措推进党建工作，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

党建“三融入”激活发展新动能

本报海口11月2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李文馨）海南日报记者11
月2日从海南农垦财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财务公司）获悉，为适应
自贸港建设背景下跨境人民币业务
发展趋势，该公司已成功加入人民币
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
terbank Payment System，简 称
CIPS系统），成为海南首家部署CIPS
标准收发器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

据了解，CIPS系统是经中国人
民银行批准专司人民币跨境支付清
算业务的批发类支付系统，致力于提
供安全、高效、便捷和低成本的资金
清算结算服务，是我国重要的金融市
场基础设施，是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
体系的核心系统。加入人民币跨境
支付系统，能够更好地发挥金融基础
设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贸易投资便
利化的作用，实现人民币跨境支付一
体化处理。

海垦财务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紧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依

托金融政策支持，认真做好支持海垦
改革发展的金融服务方案。CIPS标
准收发器的上线，对于垦区成员单位
来说，其具有汇路优选、汇款便捷、可
视化程度高等优势，依托于此将改变
以往跨境清算流程长、时效性低和无
法及时确认资金节点状态的缺点，可
以有效提升跨境支付的效率和降低
手续费率，真正实现降本增效，做好
服务垦区实体经济的作用。

作为我省首家上线CIPS标准收
发器的企业，海垦财务公司提前谋
划、主动响应海南自贸港政策，积极
对接合作银行与跨境清算公司，专门
成立上线工作小组，安排专人进行设
备配置、开发和测试，确保系统平稳
上线。

下一步，海垦财务公司将逐步拓
展合作渠道，通过连接多家合作商业
银行，做好垦区成员单位跨境人民币
金融服务，以更高质量的国际金融服
务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构建海垦及海
南自贸港新发展格局。

海垦财务公司成功加入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
助力实体经济发展

本报牙叉11月2日电（记者邓
钰 通讯员陈少波 李诗琪）11月2
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龙江
居，龙江农场公司32队职工凌大联
忙着组织工人修建自家新房。

今年6月，凌大联因自家旧平房
年久失修不宜居住，向龙江农场公
司和七坊镇相关部门申请建设新
房。本以为需等待许久，没想到递
交申请不久便成功通过。

过去一段时间，建房报批手续
繁琐、不了解相关手续等问题，困扰
着诸多垦区职工，造成个别农场公
司职工未批先建或未报就建等现象
时有发生，给农场公司住房建设管
理及职工建设、修缮房屋需求造成
了困扰。

不久前，龙江农场公司结合
开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把“职工建设和修缮房屋报建

程序繁琐”问题列为堵点难点问
题进行整改。通过组建专班进行
实地调研，分析症结，向职工群众
广泛宣传报建政策，举办职工住
房报建程序专题培训班，加强垦
地联动，建立工作机制，并在农场
公司内部出台建房管理实施细
则，建立起职工建设和修缮房屋
报建有据可依的长效管理制度，
畅通报建渠道。

龙江农场公司：

破解职工房屋报建难题

党建工作不在一时，更需驰而
不息，久久为功。海垦控股集团将
党建融入制度，从根本上保证了党
建工作和公司治理各环节相互促
进。

“党建工作搞不好，就会把绩效
考核总分拉下来，这样的量化考核
标准真正发挥了‘指挥棒’作用，让
党建从‘纸面’落到‘地面’。”近年

来，海垦控股集团明确将党的领导
紧紧抓住党建责任制这个“牛鼻
子”，构建“明责履责、考责问责”党
建工作责任体系，运用责任机制传
导压力，使党建工作真正从“软指
标”变成“硬约束”。

海垦猪业公司围绕党建修订24
条管理制度；海垦热作集团对党建
重点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

推进……海南农垦各大企业普遍细
化责任清单，健全责任链条，量化到
岗、明确到人、具体到事，形成上下
贯通、环环相扣、层层负责、层层落
实的责任链条。

据了解，一方面，海垦控股集团
将通过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建立健全党建责任制考核标准，
开展常态化考核，推动管党治党责

任落到实处，加强企业基层党组织
建设，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
度融合。另一方面，还将加强党风
廉政建设，聚焦“三重一大”事项，特
别是投资决策、并购重组、选人用人
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和关键岗
位、重要人员的监督，将全面从严治
党、从严治企向基层企业延伸。

（本报牙叉1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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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江农场公司32队职工
凌大联站在自家新房工地前。

⬅ 凌大联新建的房屋。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 本报记者 邓钰

红橙满挂，丰收在
即。11月 2日，位于白沙
黎族自治县七坊镇的一处
红橙种植园里，种植户刘
文漠在田头检查橙子成熟
情况。往年这时，他总为
销路问题伤神，但今年他
显得十分淡定。

“早在橙子挂果前，龙
江农场公司便派出党员服
务队来摸底果子产量，提
前对接客商，带领大伙抱
团闯市场。”刘文漠说，得
益于龙江农场公司的提前
部署，果子还没开摘，订单
却已纷至沓来。

这是海南农垦企业以
党建推动产业建设，惠及
民生发展的生动实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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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加
强党建工作，让党建融入
一线，促进重大项目加快
建设；融入基层，不断加强
民生福祉；融入制度，激活
企业发展动力，用“红色引
擎”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就
要将党建落到实处，融入一线。国
企党建应如何破题？

海垦控股集团常抓不懈，抓党
建与谋发展共同推进，实行“融入
式”党建，将党支部建在项目工地
上，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组织力。
每个党支部都明确党建目标和业绩
攻坚目标，每名党员都制定自身党
性提升和绩效攻坚任务计划。

11月1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
海垦路的海垦宏达商城项目施工现

场，工人们正有序作业。走入工地
旁的项目指挥部，党员文体室、党员
阅览室、党建长廊等一系列“红色”
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建立
了‘党建+项目’模式，将党支部建在
项目指挥部，明确必须将党建与项
目紧密结合，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
范作用，激活发展动力。”海南农垦
实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团
严格落实“三上”原则：让支部建在

项目上、党旗飘在工地上、党员冲在
一线上。

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
的海南湾岭热带农产品综合物流园
内的海垦茶业生态科技园（一期）项
目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开展内
部装修工作。目前一期项目已进入
施工尾声，等待机器进场调试。

“项目的有序推进，党建发挥了
引领作用。”项目技术负责人王中华
介绍，自开工起，该项目以党建为引
领，党员发挥先锋带动作用，落实项

目建设要求，激励职工紧盯目标任
务；同时企业主要负责人坚持在项
目建设一线办公，遇到问题当场协
调解，为项目建设按下“快进键”。

企业发展到哪里，党的建设就
跟进到哪里……海南农垦各大企业
围绕重点项目深入开展党建工作，
将支部延伸到项目一线：通过成立
党员突击队、临时项目指挥部、流动
党支部、党员特战队等形式，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到重点工程项
目开工到哪里，党支部就建到哪里。

“民众有诉求，党委有回音。”
日前，在白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
海南农垦龙江农场公司职工苏文
昌对即将搬进邦溪管理站公租房
充满期待。

苏文昌是原邦溪农场保安队队
员，2012年原邦溪农场按照公租房
建设的相关要求，建起了4幢共32
套，每套面积62.81 平方米的公租
房。但由于设施未建设完成等种种

历史原因，职工一直迟迟未能入住。
今年以来，龙江农场公司推进

党建工作，并以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抓手，切实解决职工安居难题，举行
多次专题会和现场办公会等进行讨
论研究，共投入90万元用于供水、供
电等设施改造工作。苏文昌等32户
职工通过提交申请，并经过严格的
入住资格审批程序后，获得了公租
房入住资格。

今年6月，率先入住的部分职工
向龙江农场公司反映，楼顶出现渗
水现象，影响居住。该公司党委在
接到情况反映后，领导班子成员多
次前往现场查看并听取住户意见，
共同协商，拿出解决房屋楼顶渗水
的措施和方案。

9月22日，经过讨论决定，龙
江农场公司追加投入8万多元，用于
楼顶加盖防水雨棚工程，目前该项

工程已经完工。职工也陆续搬入公
租房。

这并非孤例。据统计，今年以
来，海垦控股集团将党建融入基层，
紧紧围绕为民办实事宗旨，以“群众
利益无小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切实解决职工群众最
关心的利益问题，今年以来共为群
众解决了317件次急难愁盼问题，
取得了明显实效。

融入一线 党旗飘在工地上

融入基层 群众利益无小事

融入制度 从严治党向纵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