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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两党支部联合
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12月24
日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属机
关行政事务部党支部与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东
昌产业项目党支部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联合开
展主题党日活动，两个支部共计60余名党员参加。

在红明农场公司旗下的257亩荔枝标准化种
植基地，参加活动的党员干部分为7个小组，分工
协作，经过铲土、扶苗、定植等环节，在2个多小时
中栽下450多株荔枝幼苗。

在植树间隙，党员干部们互相交流党建工作
经验，并表示将加强党建工作，不断创新党员活动
形式，进一步促进生产。

五指山市与海垦控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

谋产业发展 促垦地共赢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梁璟钰）日前，五

指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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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指山市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据了解，垦地双方就如何有效落实垦地融合
发展理念，建立高效协商机制，进一步推动五指山
市垦地在空间规划、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
务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融合，实现一体化
发展进行交流。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达
成战略合作，意在共同谋划产业发展，实现共赢，
希望五指山市委市政府一如既往地支持海南农垦
的改革与发展。

五指山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海南农垦的
发展能深度融入五指山市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优
化空间发展布局，创新融合发展机制，实现垦地融
合共赢，促进五指山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共同助力
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垦热作集团获批高新技术企业

强科创水平 育竞争能力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唐小华）日前，科

技部火炬中心官网公示海南省2021年第一、二、
三批认定报备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其中海南农垦
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集团）
位列第二批入选企业，并经过层层严格审核与社
会公示，获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海垦热作集团坚持科技立企、科技强企，立足
科技创新打造核心竞争力，并梳理热作产业种植、
生产、加工各环节资源，目前已成功申报“一种无
性高产咖啡选育方法”发明专利以及“一种便携式
咖啡熟果采摘装置”等9项实用新型专利及外观
设计专利等。

今年以来，海垦热作集团还先后与中国热带
农业科学院香料饮料研究所、海南大学食品科学
与工程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并启动了“海南红茶示
范生产线建设与技术推广”等3个科研合作项目。

海垦热作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集团将以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产业
技术创新，推进科技创新，科技赋能，进一步提高
企业核心竞争力，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机遇。

海垦举办团员青年培训班

聚青年力量 促企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芳玲）12月22

日至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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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请党放心·强垦有
我”团员青年培训班，来自该集团总部及下属单位
60多名团员青年参加培训。

本次培训班旨在进一步发挥好团组织凝聚青
年、团结青年，引导团员青年认识自身价值，不断
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促进企业发展。

本次培训邀请到省委党校专家，为学员们讲
解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相关内容。参训团员纷纷
表示，培训课程内容丰富、针对性强，课程案例与
理论相结合，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幽默风趣。

同时，培训班还设置了户外拓展培训环节。
团队比赛中，团员青年分组竞技，加强配合、齐心
协力，展现出了良好的团结合作氛围。

海垦控股集团党群工作部负责人表示，团员
青年要紧跟时代脉搏，在不断学习中提高自身的
素质和能力水平，以此在工作中有效地分析和解
决实际问题，将各项工作不断向前推进。

第四届毛公山旅游文化节今日启幕

展红色文化 促文旅融合
本报抱由12月28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刘玮）12月29日，由乐东黎族自治县主办，乐东
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和海南农垦荣光农场公司
承办的第四届乐东毛公山旅游文化节在毛公山生
态旅游景区举行。

据了解，本次旅游文化节将弘扬红色文化和
当地民俗特色文化，擦亮乐东“生态+红色+文化”
旅游新名片。文化节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将有大
安剪纸技艺省级传承人作品展和黎族山歌现场演
出，以及黄流花灯展、织黎锦表演、黎族特色竹竿
舞表演、书画名家现场笔会、文艺晚会表演、乐东
特色商品街等。同时，景区内将举办红色文化主
题图片展，为广大游客提供一处追忆红色岁月的
好去处，体验一场别样的红色旅程。

近年来，毛公山景区进一步完善旅游设施，已
建成文化长廊、少数民族文化博览馆、美丽乡村博
览馆、海南农垦发展博览馆等展区，成为展现红色
文化重要阵地。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王海龙

科技创新愈发成为驱动企业发展
的引擎。如何以科技创新作为企业发
展的生命线，进一步提升企业竞争力，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有体
制机制的顶层保障，要有各项细化规
定明确权责与界限，还要发挥各项激
励制度的“指挥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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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全垦区印发系列文件，对科技创新
工作做出指导和规定。

继《海南农垦科技创新驱动发展
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3年）》
后，《海南农垦科技创新管理规定（试
行）》（以下简称科创管理规定）《海南
农垦科技项目经费管理规定（试行）》
（以下简称经费管理规定）出炉，以进
一步发挥科技创新工作在企业发展中
的引擎和支撑作用，加快建设科技创
新体系，规范管理集团科技工作。

根据科创管理规定，科技创新管
理工作包括科技规划的制定、科技项
目需求提出、立项、实施和验收，科技
投入和考核管理、知识产权和成果管
理、科技创新奖励及研发机构管理等
工作。

完善体制机制
层层落实责任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实行“集团
统筹，分工协同”的管理和运营模式，
并成立海南农垦科技创新发展工作小
组，统筹负责创新体系建设，创新行动
方案的组织实施、指导、服务、督促和
考核等工作，确保各重点项目和工作
取得实效。

科创工作的重要性不断提升。海
垦控股集团将科技创新管理工作纳入
总部和各下属公司的日常经营职责范
畴，要求各下属公司要做好领导分工、
人员岗位和职责设置，并进一步明确

各二级产业公司和农场公司的具体职
责，确保责任层层落实。

在科技发展规划上，海垦控股集
团注重对标对表国家产业发展和海南
自贸港建设需求，因势利导，引导各部
门和下属企业加快具有重要市场价值
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服务产业发展，并
针对集团产业发展中存在技术难题，
进行重点科技攻关。

围绕发展重点
驱动科创引擎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将科技项目
分门别类，并分别设置管理细则，确保
项目发挥最大效用和带动作用。值得
一提的是，该集团要求自设科技项目
要聚焦集团主业，发挥产业优势，以
技术转化为主，以新品种、新产品、新
技术、新工艺为主要研发方向，研发、
贮备新成果，提升发展动力，为产业持
续开发适销对路产品，提高品牌溢价

能力，推动产业和集团科技水平进步。
同时，经费管理规定提出，海垦控

股集团每年下发科技项目需求征集的
通知，在下属公司提出研发需求的基
础上，紧紧围绕集团产业发展过程中
亟待解决的“卡脖子”问题和关键技术
瓶颈，确定年度重点研发任务，与相关
科技单位及专家进行编制年度科技项
目申报指南。

在科技项目的推进过程中，既要
确保项目责任主体的责任落实，又要
发挥各相关单位的协同作用。科创管
理规定明确，科技项目实行“项目负责
人负责制”，项目负责人既享有项目经
费的支配权，也负有项目实施及完成
的责任。各级科技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管理、监督指导、资源协调。

此外，项目承担企业应将知识产权
管理纳入项目实施全过程，明确项目知
识产权目标，掌握知识产权动态，保护
科技创新成果，强调知识产权权利和义
务，促进知识产权应用并取得成效。

落实经费保障
设立科创奖励

科创管理规定还从经费保障方面
作出规定。

海垦控股集团及各二级产业公司要
逐年加大科技经费的投入。其中，集团
每年安排一定的科技经费，用于各级政
府科技计划项目的配套经费，用于对做
出突出贡献的企业（集体）和个人进行奖
励，用于支持海垦控股集团内部自设科
技项目等；鼓励各下属公司积极向各级
政府部门争取财政科技经费，鼓励各下
属公司加大研发投入，进行科技创新。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还将设立科技
创新奖励，对业务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
大科技成果、对经营业绩产生重要影响
的团队和个人进行奖励，表彰在科学技
术活动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企业（集体）和
个人，充分发挥和调动广大科学技术人
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科技创新。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

海垦印发科技创新和科技项目经费管理相关规定

加大科研投入 打造科创引擎

海南农垦以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数”“智”赋能产业升级
■ 本报记者 邓钰

企业管理运用数
字技术，既能提质增
效，又可节本降耗；农
业生产接入物联网和
区块链，事半功倍，还
更具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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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进新一轮
海南农垦改革的同时，
抓住数字经济蓬勃发
展的机遇，提出“数字
海垦”建设规划，紧紧
围绕“八八战略”的实
施和“四梁八柱”产业
格局的构建，通过推进
数字化建设与业务发
展深度融合，不断提升
企业管理效能，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

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认为，数字
化战略应与企业业务战略深度融合。

在此背景下，企业不仅要实现
业务数字化，以数字技术重塑管理
流程，对项目和产业进行精细化管
理；还要打造企业级数字化管理平
台，消除数据孤岛和壁垒，提升管理
效率；最后是数字业务化，利用数字
化技术推进效率提升、集约经营、有
效决策。

目前，海垦控股集团已初步形
成了包括“土地信息管理系统”“智
慧农业管理平台”“橡胶智慧收购平
台”“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控平台”

“南繁综合创新服务平台”等智慧系
统在内的数字化管理平台矩阵。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持续
发力，构建数字与业务双融合的智
慧生态。

在日前印发的《海南农垦科技
创新驱动发展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2021-2023年）》中明确提出，在构
建集团总部数字化管理平台的同
时，海垦控股集团将统筹打造海垦
产业互联平台，推动天然橡胶、南繁
育种、热作农林、畜禽海产、商贸物
流、旅游康养、金融服务、资源开发
各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
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
改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发挥数字
技术对企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
作用，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
完善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加速产
品和服务迭代。

“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
字化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趋
势。”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一方面，与实体经济融合，数字
经济才能拥有真正落地的基础；另
一方面，数字化也为实体经济更好
发展拓展了新空间，有助于推动传
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
态、新模式。

（本报海口12月28日讯）

在数字农业的建设中，数
据已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被海
量采集，并广泛应用于管理和
生产的各环节。然而，在实践
中，广大生产者常面临着有

“数”无“智”的困扰。
“当海量数据被采集后，

如何对其进行解读，并用于农
业生产，是困扰许多使用者的
一大难题。”海垦控股集团下
属企业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垦赛
博公司）项目总监蔡淑敏介
绍，以物联网、大数据等数据
为依托的数字农业系统此前
已陆续在红橙、茶叶等多个农
垦产业生产基地试点。

但在运营中，广大海南农
垦企业也发现，当数字农业系
统完成对农业生产环节中，如
种植中温度、湿度、土壤酸碱
度等各类信息采集后，还需解
决好分析和应用两大问题，这
不仅涉及硬件设施的配套，更
需要数字信息技术的进一步
完善。“信息采集后，还需要专
业技术队伍对数据进行分析，
比如说如何结合温度、雨水变
化，调控生产等。”蔡淑敏说。

为破解这一症结，金垦赛
博公司今年携手海南农垦科
学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科学院），在保亭、文昌、
三亚等多地试点，进一步探索
打造海南农垦的“智慧农业
2.0”版本。

在文昌的海南农垦荔枝
智慧种植基地中，当农户发现
荔枝叶片上出现不规则的褐
色斑块，立即拍照上传到海南
农垦数字农业平台。不久后，
在海口的专家团队便在线上
作出诊断“荔枝霜疫霉病”，并
提供相关解决办法。借助平
台，农业生产实现了数据“云
采集”，田间“云诊断”，农技

“云指导”，农户与专家的距离
近在咫尺。

海垦科学院科技事业部
副总经理崔志富介绍，该平台
集质量安全追溯系统、电子商
务平台、溯源信息查询、专家
咨询服务系统和辅助决策分
析系统为一体，能更好地完成
数据整合工作，提高信息利用
价值。

“海南农垦企业通过积极
拥抱农业生产管理的数字化、
信息化，以智慧农业为方向发
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金垦
赛博公司董事长孙甄介绍，数
字化的应用场景十分广泛。
目前，该公司和海南农垦草畜
猪业有限公司谋划合作推进
猪业数字化转型工作，根据企
业发展实际和生产需求，设计
应用场景，构建“数”“智”平
台。

联通科研育种服务商、种业企业、政府部门
和专家智库；既能对接代繁管理、品种鉴定等本
地化服务，又能对话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渠道……
在2021年中国（海南）国际热带农产品交易会的
海垦种业馆现场，由金垦赛博公司和海南农垦南
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集团）
合作打造的“南繁综合创新服务平台”一经亮相，
便牢牢吸引过往客商市民的眼球。

“这是初步版本，我们仍在对接需求，不断调
整，争取明年上半年推出正式版。”孙甄介绍，该
平台是金垦赛博公司和海垦南繁集团围绕海南
农垦“四梁八柱”产业格局，依照打造“育繁推服”
一体化南繁产业的定位，进行设计。

据了解，每年南繁季节，来自全国29个省、
市、自治区的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生产经营机构
等300多家单位纷纷进驻海垦南繁集团辖区开展
南繁育种工作，其中约200家单位建立了长期固
定的南繁实验室或工作站，每年驻点的南繁科研
人员达3000多人。

“然而实际工作中，我们缺乏有效的集成化
对接平台。”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过
去，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和当地工人常年依托简
单的微信、电话等单线沟通，难以实现多面互动。

这一局限，进一步导致了当地存在劳务用工
信息不对等，科技成果转化推广渠道有限，品种
鉴定本地化服务渠道不畅，缺乏有效的交流合作
机制等桎梏。

为此，金垦赛博公司和海垦南繁集团综合利
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
信息技术开展要素确权，建立以客户为“导向”，以
数据为“驱动”，以平台为“基础”的发展体系。

“将扎根南繁的科研机构、企业、政府机构、个
人服务商纳入这一集成交流平台。”蔡淑敏介绍，海
垦南繁集团能以平台为交流支撑，结合实际业务，
向各方提供包括科研用地、科研活动配套服务、生
活服务、农资供应、种业科研成果转化与推广支持
等服务。

这一实践说明了，对于企业而言，数字化更
多了一层意义——以数字化生态的构建，倒逼企
业对于生产流程、产业布局进行全方位革新。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结构、治理体系、
队伍建设等进行全方位创新，在日益激烈的竞争
中取得先机，从而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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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在金垦赛博公
司，工程师在控制室进行农业物
联网系统后台维护。

工程师介绍农业物联网系统
中的南繁综合创新服务平台。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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