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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 4月 19日讯 （记者邓
钰）4月19日，细雨蒙蒙，位于海口市
美兰区三江镇的海南农垦蔬菜基地，
一垄垄鲜嫩的蔬菜被分拣、打包、装
车，运往海口市区多家海垦果蔬生鲜
超市，供市民第一时间选购。

一端连着田间地头，一端通往
市民餐桌。随着旗下首批时蔬在自
有超市上架，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集
团）打通“最后一公里”，初步建起从

“菜园子”到“菜篮子”的直采直销供
应链。

新鲜、安全、数量充足的蔬菜是供
应链的基础。三江镇海南农垦蔬菜基
地主要种植珍珠白、小芥菜、菜心、菠
菜等高频消费品种蔬菜。该基地落实
我省平价蔬菜保供惠民行动，将按照

“15+N”种基本蔬菜体系，陆续丰富种
植品类和规模。

在管理方面，海垦果蔬集团组织生
产技术人员实行种苗、技术、农资“多统
一”等举措，确保蔬菜质、量双升。

“我们将三江镇基地作为试点，积
累产、供、储、销各环节运营经验，探索
成熟模式，逐步向全省铺开。”海垦果
蔬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该公司
正紧锣密鼓推进海口、定安等地蔬菜
生产基地建设，今年计划在全省布局
5000亩种植生产基地；并着力抓好蔬
菜产销对接、直采直供、储备调运，努
力提高平价蔬菜市场份额，打造“菜篮
子”供应保障体系，健全保供稳价长效
机制。

下一步，海垦果蔬集团将切实围
绕保供稳价，保障市民“菜篮子”物丰、
质优、价稳，在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

“买贵”问题的同时，整合垦区和全省
果蔬资源，做好渠道、终端建设，打响
海垦果蔬特色品牌。

海垦时蔬新鲜上架，打造直采直销供应链

连着“菜园子”
直通“菜篮子”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中共海
南省委办公厅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向全省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垦地
融合发展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的通知，进一步深化农垦改革，促
进农垦与地方深度融合、区域统筹高
质量发展。

《措施》聚焦垦地融合发展中的关
键问题、核心问题，从统筹垦地发展规
划和用地，提升垦地产业融合发展水
平、推进垦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健全财
政金融支持政策、继续深化改革增强
农垦内生动力和建立健全垦地融合发
展的体制机制共六大方面提出19条具
体举措，并明确责任单位，为进一步推
进垦地融合工作划定了“路线图”“施
工图”。

在统筹垦地发展规划和用地方
面，《措施》明确各责任单位要建立垦
地联合规划机制，市县应将垦区纳入
本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一布局，
明确垦区土地利用、产业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等内容；加强农
垦用地计划指标管理，对农垦土地利
用年度计划指标继续保留单列下达，
支持农垦企业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禀赋
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和休闲旅游
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优势
产业；创新农垦用地制度，多举措继续
推进农垦土地资产化资本化，开展农
垦土地承包租赁费资产证券化。

《措施》要求，各责任单位通过统
筹优化产业布局、共建优势产业体系
和拓展融合发展新路径三大具体举
措，提升垦地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值

得一提的是，《措施》鼓励各责任单位
推动垦地联合组建产业联盟，开展行
业规范、技术服务、市场推广、品牌培
训等服务以及推动垦地产业结构功能
衔接、产业集聚，建设海口、三亚、儋
州、保亭等一批垦地融合示范区。

《措施》提出，推进垦地公共服务
均等化，通过实施垦区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补短板行动，解决垦区居
民住房问题以及加强“居”的能力建设
等多方面，打破地方和垦区界限，切实
解决垦区民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
问题。

《措施》还明确，支持农垦企业多
元化筹措资金。积极挖掘垦区资源，
支持农垦企业通过境内外上市、发债、
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方式筹集资
金。支持符合条件的农垦企业首发上
市及企业并购重组，支持农垦企业进
入海南省上市（挂牌）后备资源库。引
导股权投资机构发挥积极作用，投向
农垦创新及高新技术产业、种业、现代
农业等重点领域，鼓励其高质量发展。

4月15日下午，海南省农垦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海口举行党委
会，研究部署如何与各市县政府和相
关厅局加强交流沟通，共同贯彻落实
《措施》要求。下一步，该集团将出台
专项方案，持续深化海南农垦改革，结
合发展实际，统筹产业空间布局，推动
海南农垦与属地政府在空间规划、土
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融
入、项目招商落地等方面一体化融合，
切实推进城乡及垦区一体化协调发
展，助推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垦热作与海南大学
合作研发热作产品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华广原）日前，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
作）与海南大学达成合作，双方将共同围绕热作产
业，进行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

根据协议，双方将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共建协同创新实验室，联合申报科研项目，重点聚
焦茶叶、咖啡、胡椒、沙姜等热带经济作物加工技
术创新和产品研发等领域开展深层次合作，助推
科技创新成果市场转化。

海垦热作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海垦热作
产业发展过程中，一度面临实验设施缺乏、研发力
量薄弱以及创新方向不明确等问题。借助此次合
作，该集团将切实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进热作产
品精深加工水平提升，构建多元化产品体系。

校企联动

海垦东路种植“桂花香”荔枝

早熟新品种 错峰闯市场
本报文城4月1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

闻涛）4月19日，在文昌市东路镇东路农场公司
标准化荔枝种植基地，工人正忙着栽种“桂花香”
荔枝种苗。

据悉，东路镇是我省重要荔枝产地，“妃子笑”
是当地主打品种。然而，多年发展中，全省“妃子
笑”荔枝种植普遍、市场趋于饱和，竞争压力大。
看准市场空白，东路农场公司选种早熟品种“桂花
香”，可与“妃子笑”错峰上市，提高市场竞争力。

今年2月，东路农场公司盘活闲置土地，建设
占地约350亩的标准化荔枝种植基地，并完成土
地平整、田间道路建设等系列基建工作，近期组织
人员栽种6000余株“桂花香”荔枝种苗。

据介绍，“桂花香”荔枝果肉饱满，汁水丰盈，果
肉含有桂花香气，比“妃子笑”早近一个月上市，目
前市场价格高达20余元每斤。该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后期将根据市场表现，持续扩大种植规模。

丰富品种

海垦果蔬推进
西部食品加工厂建设

本报石碌4月19日电 （记者邓钰）4月 19
日，在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的昌江循环经
济工业园区内，工人忙碌施工，机械运转不停，海
垦果蔬西部食品加工厂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该项目今年3月开工，建设内容包括加工厂
房、保险库、办公楼等，将依托当地及周边热带水
果资源，打造集收储、保鲜、加工、包装、仓储、销售
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化果蔬加工产业基地。

依托该项目，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将以标准化、专业化、规范化的管理和服务水平
示范推动区域现代农业的健康发展，开拓水果产
品的后端处理，抢占中高端消费市场，促进我省西
部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和农产品流通体系的完
善，从而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项目带动

海南橡胶多措并举
推进橡胶开割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小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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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准备迎接开割季。

在白沙黎族自治县，海南橡胶白沙分公司开
展割胶技能培训复训，向全体割胶人员和基层管
理人员教授割胶技术理论知识、磨刀及割胶技术。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海南橡胶山荣分公司开
展收胶业务培训，对收测胶流程、规范管理、纪律
提出具体要求，进一步规范收胶行为，打造一支高
素质的收胶员队伍。

同时，山荣分公司扎实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将
99个生产队收胶站优化整合为25个，缩短和减
少运输环节，将节约的运输费用根据路程远近补
贴给胶工，增加胶工收入。

生产提效

海南橡胶金江分公司
依法收回480亩被占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韦东桥）历时3个
多月，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金江
分公司于近日成功依法收回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南茂派驻组爱华队被占地480亩，清理违法抢占
抢种作物3万多株。

据悉，今年1月以来，金江分公司负责人走村
入户，宣传国有土地管理政策活动，阐明国有土地
的使用权和管理权等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占地农
户的思想工作。同时，分公司主动与属地政府相
关部门协调沟通，争取得到司法和政策上的支
持。此外，金江分公司细化程序确认土地权属，对
占地农户下达清苗通知书，限期迁移地面占种作
物，逾期不迁移则进行强制清理。

土地管理

我省出台若干举措
提升垦地产业融合发展水平

划定“路线图”
明确“施工图”

“去不去穗，施不施肥，何时施
肥……都可根据育种单位需求定
制。”日前，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
项目（一期）现场，海垦南繁集团相
关项目负责人介绍，曾经，科研单
位得负担育种、繁育、推广等育种
全环节工作，事务繁杂，前期成本
高。如今，该集团建立起“育繁推
服”四位一体的现代种业发展体
系，并提供农工劳务、机耕设备、
生活服务等一体化育种服务。

“打好种业‘翻身仗’，企业

是重要一环。”业内人士认为，要
充分发挥企业等市场主体作用，
推动种业资源、人才、资本在市
场中有效配置，实现优质品种的
持续产出与推广，让企业成为种
业创新的重要力量。

瞄准市场，海垦南繁集团正
着力建设集南繁育制种及科技创
新、成果转化、产业配套服务为一
体的产业全链条。

除此之外，海垦南繁集团还将
继续完善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

提升南繁产业科技创新源头驱动
力；紧抓“数字海垦”建设规划，携
手海垦集团下属企业海南金垦赛
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推动农业生
产管理实现数字化、信息化，打造
数字化交易服务平台，打通科技成
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

在海垦热土，一条以种子为
核心，以种子繁育为纽带，以商品
转化、销售加工及相关服务为终
端的“育繁推服”种业全链条雏形
初现。 （本报三亚4月19日电）

海垦南繁集团转型升级
构建“育繁推服”种业全链条

注入种业强 剂
日出露晞，南繁春暖。
春日的三亚市崖州区，稻田里，姿态饱满的稻穗随风摇晃，涌成一波波丰收的稻

浪；大棚中，蓬勃生长的秧蔓挤挤挨挨，缠成一片生机勃勃的绿。
这是出现在海南农垦南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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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象。
扎根崖州热土，近年来，海垦南繁集团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的东风，不断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推进种业重点项目建设，加强人才引育，完善产业布局；整合种质资源，
聚焦“新”“精”“特”品种培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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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容纳了近2000个作物
品种。在良好管理之下，它们都
迎来了丰收。”日前，在推广中心，
眼前蔬果满枝的热闹景象，让该
中心田间管理负责人马文全很有
成就感。

作为育种专家，马文全清楚
推广中心里每一类果蔬的生长习
性、种植规范和管理要点。但他
不了解的是，就在两年前，脚下这
片土地还是块碎片分布、杂乱种
植、效益低下的薄土地。得益于
海垦南繁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一
期）的推进，这里面貌一新，土地
连成片，土壤得到改良，为推广中
心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推广中心去年3月投用后，

成为全国各地优势作物品种的长
期展示交流平台，为海垦南繁与
众多科研机构加强优秀品种选育
构建了纽带，提高南繁种业科技
成果就地转化率，为产业发展拓
展更多空间。

土地是南繁产业发展要素
之一。位于崖州区腹地，海垦南
繁土地资源丰富。早在20世纪
50年代，该集团的前身南滨农
场就因地势平坦、土壤肥沃等优
势，吸引了大批育种专家在此从
事科研工作。

“宝贵土地留给重要事业。
我们为南繁产业发展储备高质量
土地资源，确保南繁良种能够‘种
下来’。”海垦南繁集团相关负责

人说，近年来，海垦南繁集团紧密
围绕南繁育种产业发展需求，坚
持“土地整治+碎片化土地资源
整合+农业产业园区”模式，对碎
片化土地进行整合，提升规模效
益；对贫瘠土地进行生态修复，提
高土壤质量；因地制宜引入高效
项目，并为产业发展提供土地要
素保障……

据统计，依托土地资源，海垦
南繁集团已与300余家科研机
构、企业、高校等育种单位达成合
作。下一步，该集团将围绕土地
资源的高效开发和利用，与省内
外优质种业企业、科研机构开展
南繁项目共建、科研成果转化等
深层次合作。

尽管扎根崖州腹地，早已参
与南繁产业建设，但海垦南繁集
团仍存在着种业基础薄弱、参与
度低等桎梏。

关键问题在于人才，尤其是
分子育种和基因工程专业人才的
缺乏，难以支撑种业体系的发
展。只有强化人才队伍，才能让
种子扎根长起来。

“做好引、留、用文章，打造
人才梯队，是我们破解结构性人
才短缺问题的重点发力方向。”
海垦南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智全表示，加强技术转移服务
机构和人才队伍建设，并通过多
种形式逐步培育本地人才，提升
服务能力和水平，是推动“育繁

推服”种业全链条破局拓界的重
要驱动力。

为此，海垦南繁集团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优化机构设置和人
员配置，成立科技部推进种业研
发工作，引进博士研究生4名，
并将海南省农垦科学院整体划
至南繁集团，聚焦种业夯实人才
基础。

育人才，也要引外力。马文
全正是通过“柔性引才”的方式而
来。他来自河南省安阳市农业科
学院，从1999年以来，每年往返
南繁开展育种工作，2021年受邀
成为海南南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特聘专家，主要负责推进当地
南繁产业项目建设和培养海南本

土南繁人才队伍。
多年扎根在基地的马文

全，比任何人都深知人才梯队
建设的重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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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
来，“南繁硅谷”建设离不开专
业的科研团队，必须要借助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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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引才方式，海垦南繁集
团还开展校企合作，创新南繁基
地建设新模式，与中国农业大学、
河南大学共同建设高水平南繁试
验与示范等基地，进一步推进人
才培养、成果转化。

海垦好味飘香博鳌
4月19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公园，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的宾客品尝

母山咖啡。据悉，年会期间，海垦热作集团旗下母山咖啡等产品将在会场多处进
行沉浸式展出、品牌展现和营销推广，擦亮海南农垦咖啡品牌，让与会嘉宾可以品
尝到“海垦好味”。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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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