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场队每户住宅用地面积最多不得超过 175平方米
应注重建筑特色风貌管控，兼顾传统村落保护

拟建建筑占地面积不得大于住宅用地面积
楼层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不超过 12米

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
每户住宅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 120平方米

三亚垦区职工群众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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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橡胶推进区域协同收购原料

统一收购主体
确保产销两旺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谢婷 许雅俊）近
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南橡胶）组织橡胶原料收购工作专题会议，剖
析橡胶原料收购工作存在的堵点、难点问题，加快
推进基地、加工区域协同收购橡胶原料，充分发挥
全产业链协同优势。

据了解，海南橡胶通过打造区域协同体，使原
料收购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方面统一收购
主体，增强了对橡胶原料资源的统筹掌控力度；同
时提升了收入与效益，基地分公司、加工厂产销两
旺，并提高了胶工、胶农的收入，让胶工、胶农收入
随着原料收购量的提升而有所增长。

下一步，海南橡胶将统筹区域协同体根据市
场的变化，制定更为自主、更为灵活的定价策
略，进一步优化调整收胶点布局。

农垦神泉集团成立专项工作督查组

倒排工作时间
保营收促发展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吴育龙）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海南农垦神
泉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该集团成立“奋战六十天
保营收促发展”工作督查组，对总部有关部门和各
下属分公司、子公司进行督查，增强各单位管理人
员的责任感、紧迫感，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部署
和2021年各项经营目标任务。

据了解，督查组将重点督查各部门、各分公
司、子公司制定推进工作倒排时间表、制定完成经
营目标计划措施及落实情况，以及经营目标的完
成情况等。对各单位在开展“奋战六十天、保营收
促发展”工作中不作为的管理人员，督查组将向纪
委提出问责建议，造成不良影响的，建议纪律处分。

海垦发挥产业优势助力什龙村发展

提升造血能力
助推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海）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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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举
行产业扶贫分红发放仪式，共发放产业扶贫分红
款10.8万元。

同时，什龙村委会第二次领到热作种苗扶贫
基地5万元分红，累计获取分红10万元，进一步
壮大村集体经济。

自2018年以来，海垦控股集团定点帮扶什龙
村，目前已累计投入453.02万元，帮扶该村建设
生猪养殖委托经营项目、热作种苗扶贫基地项
目。同时，还组织成立黎锦合作社，定期举办黎锦
培训，帮助黎族妇女学习织黎锦，促进增收。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还不断强化驻村工作队
职责，充分发挥资金、技术、人才、市场以及产业优
势，整合垦区力量，统筹各类资金，加大投入力度，
帮助什龙村解决现实问题和困难，确保脱贫成果
得到持续巩固提升。

海垦果蔬集团与北大荒食品集团达成合作

促进优势互补
扩宽销售渠道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姚嘉雯）11月17
日，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果蔬集团）与北大荒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北大荒食品集团）达成合作，双方将共同协作丰
富公司产品种类，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据悉，北大荒食品集团坚持实施农业产业化
经营，在全国各地建立多个产业园区，形成以标准
化生产、精深加工、现代物流和社会化服务为主要
内容的“产购储加销”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海垦果
蔬集团整合垦区10万亩种植基地，重点打造荔枝、
芒果、波罗蜜、榴莲等产业，建立涵盖种植生产、初
加工、深加工、销售、品牌建设等全产业链业务。

海垦果蔬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双方将在产
品板块、加工方法、销售渠道等方面实现资源互通
共享，加快形成农产品“北下南上”的产品布局。
此次合作，将提升海垦果蔬集团行业竞争力，引领
海南热带水果进军内地市场，为丰富集团产品矩
阵打下坚实基础。

母瑞山农场公司今年“红色收入”近600万元

深挖红色资源
发展文旅产业

本报定城11月2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许
振东）今年以来，海南农垦母瑞山农场公司充分利
用当地红色资源，积极发展红色教育培训产业，截至
目前已举办70期培训班，红色教育培训收入近600
万元，较去年全年增加200万元，同比增长33%。
这是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为把红色培训开展得有声有色，母瑞山公司
深挖母瑞山厚重的文化底蕴，营造好红色文化氛
围，把红色培训与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主动对接
省委党校、高校的专家、学者，组建师资队伍。同
时，不断创新丰富产品内容及形式，推出“定制式”红
色教育培训课程，打造母瑞山红色教育培训品牌。

下一步，母瑞山农场公司将进一步促进垦地
协作，计划与定安县委、县政府共同打造红色研
学、培训教育运作平台，共同推动当地红色文旅产
业转型升级。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记者邓
钰）三亚垦区职工群众建房有了“官方
指南”。海南日报记者11月23日从
三亚有关部门获悉，该市已印发并实
施《三亚市垦区建房管理实施细则（试
行）》（以下简称《细则》），有效期至
2024年8月31日。

据了解，过去，职工群众的建房工
作一度由海南垦区单位内部自行管
理。近年来，随着新一轮改革不断推
进，海南垦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
能移交属地政府，垦区建房也纳入城

乡统一规划管理。
近两年来，三亚市政府与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控股集团）深入交流合作，形成
联动机制，推进垦地融合，在项目建
设、产业发展、民生福祉、乡村振兴等
方面不断发力，尤其在“两违”整治和
垦区职工建房问题上，加强协同，构建
长效机制。

《细则》的出台，是三亚与海垦控
股集团加强垦地协同的有力举措，能
进一步规范三亚范围内垦区职工、居

民建房的行为，严格保护和合理利用
垦区国有土地资源，保障垦区企业、职
工及居民合法权益。

《细则》确立了总则、用地规划和
实施要求、个人建房、集中建房、监督
检查和法律责任等六章共30条，适用
于三亚行政区域内垦区职工、户籍在
垦区的居民改建、重建和新建自住住
房的管理，包括集中建房和个人建房。

值得注意的是，《细则》明确，垦区
建房严格执行“一户一宅”制度，符合
条件的一户职工、居民只能使用一处

住宅用地或者购买一套垦区集中建设
的保障性住房。

此外，《细则》还规定垦区职工、居
民个人改建、重建和新建住房，每户住
宅用地面积原则上不得超过120平方
米，拟建建筑占地面积不得大于住宅用
地面积，楼层不得超过三层，高度不超
过12米。并场队的可根据土地资源状
况、申请人的人口等情况适当放宽，但
每户住宅用地面积最多不得超过175
平方米；并要求垦区建房应注重建筑特
色风貌管控，兼顾传统村落保护。建筑

风格、体量、色彩、材质等需符合三亚垦
区详细规划、三亚城市设计和建筑风貌
管理实施细则等相关要求。此举进一
步推动垦地双方空间规划的衔接和优
化，有效推进三亚垦区职工群众建房规
划纳入三亚市村庄规划体系。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以及三亚
范围内垦区二级企业将持续加大宣传
力度向职工群众普及《细则》内容和操
作流程，营造逢建必报、违建必拆的良
好氛围，并总结相关经验，形成长效机
制，向其他市县垦区单位推广。

三亚市出台垦区建房管理实施细则

加强垦地协同 规范建房行为

乡村振兴，关键在于产业振兴。
而今，共享农庄愈发成为联通农事、农

民、农业的产业枢纽——农民力求摆脱以种
养为单一增收渠道的生产模式；企业谋取转
型升级发展特色农业、乡村旅游，推进乡村
振兴；农业以此提升增效，重塑多元业态
……而发展共享农庄，正是我省落实乡村振
兴战略，建设田园综合体和美丽乡村的重要
抓手和突破口。

尽管南田鸿洲共享农庄项目目前还处
于起步阶段，但是对于新农业、新农人的设
计规划理念却已经逐渐成熟。该共享农庄
在规划建设初期，就已制定了“三保护”的原
则，即保护生态、保护职工利益、保护企业利
益，让职工真正做到就业“不离土、不离家、
不离园”。

“发展共享农庄，是促进乡村产业转型
升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渠道。”吕彦

认为，近年来，海南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产
业发展迅猛，进入高速发展的井喷期，然而
仍存在产业经济效益不足、区域发展不平衡
以及对农村带动能力弱等问题，根本原因在
于对农村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发展共享
农庄，是盘活农村土地、人力资源，引进社会
资本，号召人们共建农村的有效措施。”

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在海南垦区推进
共享农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着规划未与属
地政府充分衔接，以及水网、路网等配套设
施落后等局限。

为此，海垦控股集团已将把共享农庄
建设纳入明年重点工作谋划和考核，在加
强管理的同时，加快垦地融合，统筹各二
级企业与属地政府做好规划衔接，确保建
设合法合规；同时，坚持农庄姓“农”底线，
将共享农庄与垦区主导产业、美好新海垦
建设等多项工作相结合，进行高水平规划
设计，使共享农庄更有活力，推动垦区更
好发展。

（本报三亚1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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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农庄该如何规划和建设？塑造产
业新逻辑链条是关键。

“所谓产业逻辑链条，便是要求共享农
庄中的各产业要有内在关联性，让人们来此
度假时，能够一站式体验多种服务和产品。”
共享农庄领域专家、中国国土经济学会休闲
农业专业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吕彦曾在接受
海南日报记者采访中表示，成功的共享农
庄，必须有其核心卖点，以及具有极强关联
性的产品和服务。

换言之，这要求共享农庄能以当地优质
生态资源为核心，设计多种业态，让游客一
站式享受吃住行游购娱的多元化体验。

为此，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为共享农庄
塑造产业新逻辑链条进行了有益探索。

11 月 23 日，在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
镇，站在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的民宿二
层小楼上，纵目远眺，荔枝树葱茏如海，而
在每年五六月荔枝挂果时，这里更是一片
红色荔海。

荔枝是红明农场公司的特色支柱产
业。然而荔枝的收获期只有短短一个月，如
何延伸荔枝产业链，提升附加值，留住游客？

一个果园的“变迁记”就此开启。借助共
享农庄的建设，让果园变公园、变景区，塑造产
业新逻辑链条，形成全年不断的消费热点。
2018年5月18日，由红明农场公司与海南福
安集团合作创建的荔海共享农庄开园，是垦区
首家建成试业的共享农庄。

“作为休闲农业的新业态，农庄不仅仅
是让游客可以前来游玩采购，还可以通过互
联网认养家禽、果木，通过互联网参与到农
庄的农业生产与管理。”红明农场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特色民宿、景观小道、文化长
廊、垂钓休闲、采摘体验……借助这一模式，
游客不仅可以一站式享受多种休闲体验，还
能以每株每年600元的价格，认购一棵妃子
笑荔枝树，新鲜荔枝将从田间地头直飞餐
桌。认购者还可以借助物联网农产品追溯
体系，做到生产、销售全程可追溯。

“共享农庄之美，在于它为人们提供了一
片梦幻花圃，人们渴望在这里种下乡愁，种下
诗和远方，种下悠然淡泊的田园梦想。”吕彦
认为，建设共享农庄必须有先进的经营理念，
对农庄进行个性化、精品化的打造，让人们寻
回一片梦想田园。

“共享农庄是生活美学和休闲商业功能
的有机融合，要营造打动心灵的乡愁场景，
吸引粉丝社群关注。”三亚南田鸿洲共享农
庄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樊清乾表示，在
先进经营理念引领下，该农庄以农业农事、
体育旅游、康养休闲为三大主题，谋划推出
民宿、农家园林餐厅、体育体验等数十项服
务体验项目。

目前，占地52.4亩的研学基地作为三亚
南田鸿洲共享农庄的起步先行区已开启试
营业，其中建设了农事体验区、马术体验区、
萌宠乐园、胶林木屋、农家市集等功能区

域。在周末，游客们来此居住，推门见绿，满
目皆景，更可走入农田一品采摘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三亚南田鸿洲共享农
庄股份有限公司还在农庄内打造了农田复
耕试验区，通过更换种植层土壤等技术对
板结的荒地进行生态修复，打造高标注农
田，提升土壤肥力和保水能力，并邀请游客
参与复耕插秧，让他们在农事体验中获得
自然教育。

先进的经营理念，助力农业增收，而
独特优美的自然风光，则为农庄持久经营
的重要吸引力。“必须在守住生态底线的
基础上，用好各类政策加快推进共享农庄
的落地以及开工建设。”海垦控股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海南农垦在发展共享农庄
时，不仅要守住垦区的青山绿水、生态环
境资源，更要加快产业的引入和带动作
用，提升职工群众安居幸福指数。

一方田园的变迁 塑造产业新逻辑链条

一处心灵的归宿 在都市种下“诗与远方”

一个重要的抓手 培育乡村振兴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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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南田鸿洲共享农庄在实现生活美学和
休闲商业功能有机融合的同时，在农庄内打造特
色景观。

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内，荔枝树葱茏如海，
民宿小楼引人瞩目。

⬇⬇鸿洲共享农庄打造鸿洲共享农庄打造
农田复耕试验区农田复耕试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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