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促改革 破除发展桎梏

强队伍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举办
荔枝种植技能大比武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闻涛）4月13
日，在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组
织人员在新建的种植基地举办荔枝种植技能大
比武竞赛，推广种植新品种荔枝“桂花香”。当
天，参赛人员共种植800余株“桂花香”荔枝。

今年，东路农场公司计划打造350亩“桂花
香”荔枝种植基地，目前已完成土地平整、田间
道路、灌溉、排水工程和其他辅助工程等。该公
司全年计划推广种植6000余株“桂花香”荔枝，
进一步丰富产品层次，培育经济增长点。

据了解，此次荔枝种植技能大比武是东路
农场公司落实海南农垦“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
建设年大培训、大练兵、大比武”的具体行动。该
公司按照以赛促学、全员提升的原则，强化干部
队伍建设和人员培训，进一步激励引导干部职
工钻研业务、苦练技能，加强干部职工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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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农场公司一季度
收缴土地承包费869万元

本报万城4月14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
少雄 张晓玲）海南日报记者4月14日从海南农
垦东新农场公司获悉，该公司今年一季度完成土
地承包费收缴869.79万元，大幅超时序进度。

今年，东新农场公司把强化土地管理，加大
土地承包费收缴力度作为经营管理的主攻方向，
提早并全面梳理了已确权发包的11.2万多亩农
业用地面积，下达第一季度土地承包费收缴
418.3万元的计划。各下属公司纷纷制定一季度
土地承包费收缴实施方案，分解任务，同时广泛深
入宣传一季度承包费收缴优惠政策、法律法规以
及员工参与土地承包费收缴的激励措施。

东新农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公司将继续拓宽增收渠道，挖掘营收来源，在
5.9万亩被占调处收回土地和4765亩农业用地
换（补）签合同上持续发力，确保全年土地承包
费收缴工作取得新突破。

保营收

海垦企业协同推进
西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谢永斌）近日，海
垦实业公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专班和西联
农场公司举行调研座谈会，确定双方将共同组成
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尽快推动西联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并成立项目平台公司，统筹
协调具体工作。

调研座谈会上，双方确定将以问题为导
向，认真梳理项目推进存在的主要问题，全方
位统筹安排、科学确定规划布局和建设规模，
共同推动整治工作；同时形成合力，组成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专班；并将做好科学谋
划，明确整治任务，做好资金、土地等要素保
障工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推项目

海垦控股集团在增强发展动
能，提升发展质量的同时，不断以
垦地融合的新实践，推进城乡及垦
区一体化协调发展，绘就垦地融合
发展的新愿景。近年来，海垦控股
集团创新方法，紧贴实际，通过下
发垦地融合发展专项工作方案，定
期督导督查等多项制度、措施，为
推进垦地融合工作按下“快进键”。

2021年以来，垦地融合的黏
度持续增加，海垦控股集团陆续与
18个市县建立垦地融合发展机
制，并签订垦地融合战略协议。同
时，海南农垦国土空间规划与各市
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衔接融合模
式已达成了初步共识。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还将全力

配合属地政府推进迈湾、天角潭水
利枢纽工程建设，并与属地政府共
同致力于加快推进南滨国家南繁
服务配套保障区、神泉国家级旅游
服务区合作示范区落地。

“目前，海南垦区上下正聚焦
自贸港建设，以超前谋划培育企业
发展动能。”海垦控股集团主要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
将持续聚焦海南自贸港建设，对标
对表谋划“十四五”发展战略，以自
贸港三大主导产业和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为主线，赋予“八八战略”新
内涵，构建“四梁八柱”产业格局，
按照既定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蹄
疾步稳向前奋进。

（本报海口4月14日讯）

谋转型 垦地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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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2022年，扫描海南农垦的产业发展新图景，两个看似寻常的消费
场景出现眼前：

在位于海口市秀英区富康路的海南农垦金福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工
人们将基地直采的新鲜果蔬打包装入冷链物流车，有序配送至客商手中。

在海口湾的一角，市民坐在简约雅致的母山咖啡馆里，悠闲品尝黎
母山深处产出的咖啡。

无论是果蔬从地头到餐桌的路程，还是咖啡从种子到杯子的旅途，
背后都有同一个主题：海南农垦企业聚焦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深入推进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近年来，作为省属国有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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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
关于海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不断找准定位，明确发展战略，细
化实施路径，唱好促改革、增动能、谋转型“三部曲”，积极投身海南自贸
港建设。

近日，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迎
来喜讯——与海南大学共建协同
创新实验室，在茶叶、咖啡、胡椒等
热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和产品研
发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

“这为企业发展注入了新动
力。”海垦热作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豫将这一喜讯看作是海垦热作成
立的周岁贺礼。

海垦热作是海南农垦深化改
革的产物。2021年4月，海垦控
股集团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对标
世界一流企业，全面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深入推动业务单元整合及区
域整合工作，以促进各产业聚集，
实现二级企业专业化经营、扁平化
管理。

任何一项改革，都是环境呼唤
的结果，同时，任何改革都有“时间
窗口”。

这一轮整合中，海垦控股集团
针对垦区业务发展缺乏统筹、资产
分散、同质化竞争突出等难题，对
症下药做“减法”，将除农场公司外

的多家二级企业按“四梁八柱”发
展战略和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并购
重组、股权划转等方式，最终整合
成12家二级产业板块公司、多家
二级其他企业。

海垦热作、果蔬、科技等产业
集团应运而生，现代农业大基地、
大农业、大产业的发展雏形初现：
目前，海南省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已通
过订单农业、委托管理、股权合作
等方式整合垦区内果蔬种植基地
10万亩；海垦热作通过村企共建
等多重创新模式，统筹发展垦区茶
叶、胡椒、咖啡等热作种植基地共
7万余亩……

“产业发展资源进一步整合
到二级产业板块公司，才能进一
步聚焦主业，实现规模化发展、专
业化经营、品牌化建设。”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一
批主业突出、竞争力强的产业公
司的形成，将进一步增强海南农
垦产业的控制力、产品的竞争力、
品牌的影响力。

4月，春潮涌动，南繁硅谷，稻
浪翻滚，生机盎然。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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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西瓜、品质
南瓜、口感番茄、彩色小番茄等新
品种果蔬都已成熟结果，工人们正
忙着在田间采收。

南繁公司是海南农垦南繁
产业集团依托垦地融合工作机
制，与三亚农投和崖州湾科技城
共同成立的平台公司，探索通过
多方联动，开展南繁种业 CRO
服务。

这是海南农垦企业创新举措
培育发展动能的鲜明例证。推进
高质量发展，海南农垦不仅做好深
化改革的“减法”，更在增添发展动
能方面做“加法”，通过紧抓海南自
贸港建设机遇，趁势而上，围绕海
南自贸港“三区一中心”战略定位
和“3＋1”现代化产业体系，找准
自身定位，谋划布局重点产业发
展，做好要素保障，提高资源运营
开发水平，力争成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生力军、排头兵。
旅游全域布局——
发挥海南农垦旅游资源丰富

并全岛网状分布的特点，建设美丽
乡村、田园综合体等旅游基地，按
照“旅游+”模式，推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打造海南农垦文旅品牌；

建设热作农林全产业链条
——

整合资源，提高农垦热带农林
产业基地建设水平和产出能力，以
科技创新为支撑，建立涵盖种植、
初加工、深加工、销售等闭环全产
业链条，打造以海南农垦为主品牌
的特色产业品牌；天然橡胶重点建
设200万亩高标准优质高产核心
胶园，加快橡胶加工技改及升级改
造，完善全产业链；

培育壮大南繁产业——
海垦南繁集团融入南繁科技

城建设，以南繁育制种与种业服务
为重点，运营好国家南繁生物育种
专区，加快生物育种产业化、高质
量南繁CRO服务和生命科学产
业，健全“育繁推服”一体化的种业
全产业链……

增动能 革新产业体系

樱花缤纷游人醉

4月14日，在位于儋州市兰洋镇的海南农垦蓝洋樱花乐园中，朵朵樱花绽
放，氤氲成粉色云雾萦绕枝头。

据了解，蓝洋樱花乐园为海南农垦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共享农庄
重点项目。庄园内种植成片泰国樱花树，今年3月底陆续开放，花期持续
两个月。同时，庄园内还设置了凉亭、风车等多处静物景观，供游客休憩、
打卡。

文/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吴婧 图/本报记者 袁琛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姚嘉
雯）近日，海南省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与北京物
美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物美）在海口达成战略合作，双方
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在渠道、销售、
数字供应链领域开展深入合作，共同
打造从种苗到餐桌的热带果蔬全产业
链条。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合作中，北
京物美将利用旗下商超资源和遍布全
国的零售渠道为海垦果蔬产品进驻全
国商超和各地零售渠道提供支持和帮
助。海垦果蔬将充分发挥产品、基地、
技术、人才等资源优势，让质优价廉的
海南果蔬产品走向全国。同时，双方
还将在数字农业供应链层面开展深入
合作，助力我省果蔬产品出岛，打响海

南农垦果蔬品牌，促进产业提质增效。
在积极寻找合作伙伴的同时，海

垦果蔬还通过开设线下门店等举措，
拓展产品渠道，打造优质果蔬直采直
供的营销模式。

日前，首家海垦果蔬生鲜超市在
海口市龙华区金贸西路开业迎宾。该
连锁超市由海垦果蔬投资运营，定位
为社区生鲜超市，主营产品为高品质
生鲜产品，服务于人流密集的社区和
街区。

据介绍，海垦果蔬计划通过收
购、合作联营、自建等方式在海口主
城区开设多家线下实体门店，预计
2022 年开设 10 家，再于 2023 年新
建 50家海垦果蔬生鲜超市，重点经
营水果、蔬菜等生鲜及高频次日用
品百货。

线上寻合作 线下设门店

海垦打造热带果蔬全产业链

整合 12 家二级
产业板块公司、多
家二级其他企业。

促改革

海垦控股集团
陆续与 18 个市县建
立垦地融合发展机
制，并签订垦地融
合战略协议。

海南农垦国土
空间规划与各市县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衔接融合模式已达
成了初步共识。

谋转型

增动能

建成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专区（一
期）项目；海南农垦
南繁产业集团与三
亚农投和崖州湾科
技城共同成立平台
公司开展南繁种业
CRO服务。

获殊荣

海南农垦博物馆
入选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运霞 李若
楠）日前，中国科协官网发布《中国科协关于
2021-2025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的决
定》，海南农垦博物馆被列为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此前，海南农垦博物馆已被中国科协评为
2016年度优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据了解，海南农垦博物馆从开馆至今共接
待国内外公众及青少年近70万人次，收藏文物
文献等藏品近2万件。

忙生产

海南橡胶各基地分公司
迎战开割季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韩银萍 罗海
娟 高圆圆）连日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旗下各基地分公司铆足干劲忙生
产，奋力迎接开割季。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橡胶龙江分公司
扎实做好全员的割胶技术培训工作，从11日起
开展为期7天的割胶理论、树桩练刀、磨刀等培
训，有效提升全员割胶技术水平。

海南橡胶金鸡岭分公司制定工作方案，抓好
橡胶“两病”防治队伍培训，加强观察点监测，精准
掌握物候及病情发展，做到精准施药防治。截至
目前，橡胶“两病”防治面积已达4.76万亩。

在儋州市，海南橡胶八一分公司组织各派
驻组做好今年开割胶园的第一次化肥施放工
作，安排胶工上岗按标准、按要求施肥，确保橡
胶树高产稳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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