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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种业企业的市场主体
地位不断强化，发展步伐更快、实力
更强，竞争力显著增强。

如何发挥企业市场创新主体作
用，让南繁产业枝繁叶茂？海垦南
繁集团的答案，是打造“育繁推服”
一体化种业集团，让企业在助力海
南自贸港建设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1年，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
集团推进业务单元整合。经过重新
整合的海垦南繁集团轻装上阵，以更
为专业化的形象迈开产业发展步伐。

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该集团注重借助南繁资源、技术
优势，与专业科研企业深度合作，助
推科研成果转换；同时积极实施“走
出去”战略，和天津科研机构共同推
进优良种子资源科研成果转化，并
进行市场推广，已打造出“海垦香”
品牌，选育出“小站稻”“籼米1901”

“粳米1919”“小站蟹田米”等品种，
逐步进行示范推广，不断扩大产业
规模；此外，该集团加快现代化种子
加工仓储布局，建设深加工链条，勤
练种业“深”功夫，建设“产、学、研、
推”一体化的南繁服务平台。

（本报三亚3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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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3 月 春潮涌
动，鹿城一隅的崖
州，稻浪翻滚，生
机盎然。

连日来，位于
三亚市崖州区的
国家现代农业（种
业）产业园农作物
新品种新技术田
间展示推广中心
（以下简称推广中
心）现场，海南农
垦南繁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海
垦南繁集团）组织
工人们在育苗大
棚里，做好授粉、
除草、防虫等作物
田间管理工作。

如何发挥企
业市场主体作用，
让南繁产业枝繁
叶茂？近年来，乘
着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东风，海
垦南繁集团在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
的基础上，正通过
加快种业重点项
目建设，引育并举
培育人才，推进企
业体制机制改革
等一系列举措，积
蓄发展动能，不断
完善产业布局，打
造集品种研发、良
种良苗生产、市场
推广、科技服务为
一体的“育繁推
服”种业全链条，
朝着建设辐射全
国的现代化种业
企业加速迈进。

位于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专区（一期）项目现场，海
垦南繁集团组织工人在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基础上，完善园区绿化，做好
项目收尾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确保专
区今年一月按时投用，我们以超常
规举措，多线程同步推进，加快项目
建设。”专区项目总指挥刘东辉介
绍，海垦南繁集团成立项目指挥部
和临时党支部，并建立项目信息周
报制度，形成你追我赶的建设氛围，
同时，指挥部从去年10月开始，分批
移交育种地块，让科研单位把握育
种时节，尽早开展科研工作。

“去年10月，我们便入驻专区，
提前做好各项育种准备工作。”北京
大北农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田间试验
管理负责人介绍，在专区育种，不仅
有连片的土地，而且海垦南繁集团
还提供农工劳务、机耕设备、生活服
务等一体化育种服务，让育种工作
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育种工作繁杂、细致，尤其需
要保障土地、劳务和机械等方面需
求。”该负责人介绍，过去，科研用地
不稳定，田间基础设施薄弱，生活保
障用地跟不上，南繁用地问题曾一
度令南繁科研人头疼不已。

然而，随着国家南繁生物育种
专区项目的投用，困扰科研人员的
问题得到解决。在专区，不仅有“旱
能灌、涝能排、田成形、路相通、渠相
连”的高标准农田，还配备了完善的
物联网管理设备和数字农业监控系
统，极大提升科研单位的田间管理
效率。

同时，海垦南繁集团还完善渠
道，整合资源，向科研单位提供成熟
的育种工人和先进的机耕设备，让育
种单位再无后顾之忧。

项目马力全开，产业开枝散
叶。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集团正以项目建设为基础，延
链补链强链，构建“育繁推服”一体
化产业链条。

目前，海垦南繁集团正加快推
进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二期）、
南繁土地开发整理（二期）、中国南
繁中心以及南繁科研用地开发整理
等一系列项目建设，该集团将做大
特色产业基地，做强产业链条，打造
特色品牌，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企业
转型升级。

每到南繁季，国内各省份、各领域的种
业科研专家齐聚三亚，如何将这些人才资
源“就地转换”，助力海南农业发展和农民
增收？

“在发展南繁产业时，需要重视本地人
才队伍和相应平台的建设。”海垦南繁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最关键一点是必须借助
南繁人才资源做好知识帮扶，让越来越多
的南繁技术能够推动海南本地农业发展。
比如说，可通过对接省外科研人员下基层，
利用先进的南繁经验和技术帮扶本地企业
和农户切实解决发展和生产问题，并通过
多种形式，逐步培育本地人才。

为此，海垦南繁集团与三亚农投集团、
崖州湾科技城公司联合成立海南南繁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并与河南省安阳市农科院
建立合作关系，以柔性引才举措，邀请该院
辣椒所所长，拥有20余年南繁育种经验的
马文全为特聘专家。

“你们看看，为什么同一茬瓜苗，生长
繁茂程度不一样？仔细观察，答案藏在土
地的平整程度里……”进入新岗位，马文全
很快适应角色，连日来组织工作人员在推
广中心的大棚中开展田间管理知识普及。

“今年，推广中心第二次承担中国种子
大会暨南繁硅谷论坛的地展工作。大棚里
彩虹西瓜、彩色小番茄等众多种苗正茁壮
生长。”连日来，作为推广中心项目的田间
管理负责人，马文全每天守在现场，时刻紧
盯作物生长情况。他介绍，今年推广中心
基地将展示来自169家单位的33个作物
类型，1929个品种，展示面积约140.5亩；
公共试验基地将展示来自 60家单位的
154个水稻品种和102个瓜菜新品种。

据了解，相较去年，展示品种数量增加
约20%，同时，今年也将会增加近30%的单
位新育成品种，包括部分新、奇、特品种，如
彩虹西瓜、品质南瓜、口感番茄、彩色小番
茄、薄皮椒、螺丝椒、节水旱稻等，展示类型
更丰富，展示品种更多样，满足各方需求。

“由于地展种植品种多、单个品种种植
面积小的展示特性，我们的栽培管理主要
采取机械辅助人工的形式。”马文全说，种
植过程主要依靠人工，而管理过程中会使
用一些智能化设备辅助。园区现设有水肥
一体化节水灌溉系统，配有杀虫灯、起垄覆
膜一体机、无人机等约30台农用机械，在
管理机械化的同时，兼顾种植精细化。”

除了负责推广中心田间管理，马文全
还肩负另一项使命——培育本地南繁人才
队伍。目前，已有100多家周边基地单位
和种植户前来推广中心观摩学习；40多家
单位询问新品种、新技术；20多家单位邀
请种植指导，形成了良好的示范带动效应。

海南橡胶旗下企业入围
扬州市创新型企业50强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扬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发布了“2021年度扬州市创新型企业50强”
企业名单，海南橡胶旗下的江苏爱德福乳胶制品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福）名列其中。

据介绍，爱德福自成立以来，始终把加强创新
能力建设摆在重要位置。2019年8月被海南橡胶
收购，成为国有控股企业后，更加注重管理、技术、
人才、品牌等多方面的系列创新能力建设工作。

爱德福有关负责人表示，获此殊荣是扬州市
政府对该公司加强创新能力建设的肯定，激励公
司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发展，将乳胶制品产业发
展成为扬州更强经济增长点。

南平温泉庄园
一期项目开工建设

本报椰林3月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晓
惠）3月3日，位于陵水黎族自治县群英乡的南平温
泉庄园一期项目现场，机械不停，工人忙碌施工。

据了解，南平温泉庄园项目位于陵水原南平
农场场部综合中心区温泉农垦小镇片区，自2月
28日开工建设，规划用地总面积逾7万平方米，
约106亩。一期建设工程1#、3#、5#、6#、7#楼和
地下车库及商业建筑，总建筑面积逾9.8万平方
米。该项目投资总金额28亿元，由海垦实业公司
万宁事业部下属陵水南平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福
原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开发，中铁二十局贵州公司
承建。

群英乡政府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开工建设进
一步推动了垦地融合发展，属地政府将全力支持
和配合，共推项目建设，实现共创共赢。

下一步，项目建设各方将按照地方政府相关
规定，全面推行科学标准化管理，细化工程计划，
优化施工流程，精细施工组织，强化项目质量、投
资及工期过程管理，全力以赴保障项目早竣工、早
营运、早达效。

海垦南繁种业大讲堂开讲
本报讯（记者邓钰）3月1日，在三亚市崖州区，

由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
南繁集团）举办的首期“南繁种业大讲堂”开讲。

当天，主办方邀请中国农业大学农学院教
授、中国作物学会玉米专业委员会主任李建生授
课。课上，李建生重点围绕我国鲜食玉米产业现
状与发展趋势，深入浅出地讲解其品质特性和改
良情况，李建生通俗易懂地讲解，赢得学员们阵
阵掌声。

课后，学员们结合南繁种业发展展开深入研
讨，并纷纷表示，思路清晰、内容丰富的课程令人
受益匪浅。学员们将借助大讲堂等学习平台，努
力提升自身综合能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内涵式发
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作出海垦贡献。

据了解，海垦南繁集团将常态化开展南繁种
业大讲堂，将其作为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的一大举措，并围绕南繁“十四五”发展规划，开展
丰富多彩的专业性、实效性强的教育培训活动，全
面提升干部职业能力水平。

海垦8家企业联合建立工作机制

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尹小斐）3月2日，

海南农垦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及垦区项目接管工作
座谈会在海口举行，海南农垦旗下实业公司、自然
资源开发公司、设计院公司以及广坝、牛岭、荣光、
西达、西联农场公司共8家单位，探讨如何推进海
南农垦5个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

会上，8家企业围绕5个国家级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试点项目的合作模式，以及建立全域综合整治
工作机制、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倒排工期计划安排和
垦区内项目接管工作推进等事宜进行深入交流。

会议明确，由海垦实业公司牵头，自然资源开
发公司、设计院公司、各农场公司协同，发挥各自
行业资源优势，利用现有的组织资源、人力资源、
技术资源等形成合力，共同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
治试点工作，促进农垦各要素资源融合发展。

各主体单位、责任单位指派专人组成工作专
班，共同完成全域综合整治事项前期工作，加快整
治事项推进进程；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各主体单
位、责任单位的工作职责，各取所长，充分发挥各
单位的专业技能，确保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工
作高标准谋划、高站位起步、高质量推进。

海垦热作产品
将进驻京东自营平台

本报海口3月3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唐
小华）海南日报记者3月3日从海南农垦热作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获悉，该
企业将以旗下全线产品进驻京东自营电商平台
为起点，逐步与京东科技（京东农场）开展产业
深度合作。

据了解，京东科技（京东农场）将利用在人工
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等方面的优势，以及
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能力和品牌建设能力，为海垦
热作产业集团提供数字化、智能化支持，助力以绿
色化、生态化为代表的海垦热作品牌在营销及市
场方面的提升，赋能乡村振兴，助农兴农。

据悉，双方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找准合作方
向，联手打造京东农场海垦热作智慧农业合作项
目，谋求共赢。

本报海口 3月 3日讯 （记者邓
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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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向总
部各部门和各二级企业全面推广应用
海垦控股集团网上督查室，以进一步
加强能力建设，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工
作效率。这是海南日报记者3月3日
从该集团获悉的。

网上督查室推广应用后，海垦
控股集团将通过该平台对重点工
作、重要改革、重大项目等任务开展
跟踪督办，加强协调服务，及时反馈

有关工作推动落实情况，积极协助
有关单位推动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难
点和问题。

借助网上督查室，可督办事项
包括：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委、省政
府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事项；
集团党委会、董事会、总办会、专题
会等重要会议议定和部署事项；集
团领导批示指示等日常督办事项；
集团年度重点工作和重点建设项目
任务；垦地融合、水利枢纽工程垦区
土地收回和移民安置工作等重点、

难点、堵点问题事项；省委、省政府、
省人大、省政协及有关厅局下达的
营商环境整治、有关建议（提案）办
理等其他督办事项。

在运行中，海垦控股集团行政事
务部通过网上督查室审核下达督查任
务，各任务牵头单位督办员接收任务
并组织办理后，需及时提交任务反馈
结果，并由任务牵头单位分管负责人
审核。集团行政事务部督办员对审核
结果确认后，对审核未通过事项退回
重新填报反馈内容，对完成审核的事

项予以办结。
海垦控股集团行政事务部相关

负责人表示，网上督查室的应用，能
够将“线上督查”与“实地督查”结
合，对重大项目、重点工作等督查任
务深入开展实地督查，充分发挥“线
上”动态督查、“线下”实地核查的协
同优势。

同时，网上督查室作为线上集成
信息平台，还可向各相关部门共享各
项可公开督查事项，有效提升督查工
作质效，切实为基层减负，解决重复督

查、多头督查的问题。
此外，网上督查室将每季度自

动生成“逾期汇报排行榜”，对逾期
办理超过 3次的单位，将会定期予
以通报。

网上督查室的建设，是海垦控股
集团在开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活动、
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中，通过信息化、智慧化建设，建设

“互联网+”平台，加强能力建设的有
力举措。下一步，该集团继续探索创
新举措，提升企业管理运营效率。

海垦控股集团全面推广应用网上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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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现代农
业（种业）产业园，育种专家马文全指
导农户做好田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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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亚市崖州区的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一期），育种专家在查看玉米生长情况。本版图片均由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