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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垦区6座水库资产
整体移交属地政府

本报三亚5月1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南
方）海南农垦神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神
泉）辖下6座水库资产整体移交三亚市海棠区政
府。这是海南日报记者5月19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根据协议，海垦神泉辖下芒山、榕树、黎华、建
国等6座水库管理范围内全部资产，含土地使用
权及所有权、房屋产权、债权债务和经营权等，按
照成建制现状移交、移交资产无偿划转的原则，经
逐项核实后，一次性成整体划转给海棠区政府。

据了解，海垦神泉在垦地双方移交工作中，稳
妥地解决好人员安排、安全生产等问题，并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认真做好农垦水库管理移交准备工作，确
保移交工作平稳进行，积极推进垦地融合发展。

垦地融合

“海南农垦”
学习强国号上线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高星）5月
18日，“海南农垦”学习强国号上线。

“海南农垦”学习强国号由海南省农垦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党委宣
传部负责运营，旨在打造海南农垦新媒体权威发
布平台，高质量传播海垦声音。

“海南农垦”学习强国号目前已开设“党建引
领”“海垦资讯”和“品牌强垦”3个栏目，通过文、
图、音视频等多种形式，传播海垦控股集团品牌强
农、人才引进、投资就业等信息，展示海垦新形象，
传递正能量，力争为描绘海垦集团改革发展新画
卷、展现海南自贸港新风貌作出积极贡献。

海垦控股集团
举行青年员工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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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口举行2022年青年员工座谈会。

会上，来自垦区多个企业的青年员工代表齐
聚一堂，围绕如何发挥青年力量推进产业发展，实
干助推海南农垦改革和积极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等多个主题畅所欲言。

座谈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近年来，海垦控股
集团的广大青年按照党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
部署，排除万难完成了各项改革任务。特别是近
两年，广大海垦青年抢抓海南自贸港建设新机遇，
在推动海南农垦深化改革、加快产业发展等各项
工作中勇当先锋。

座谈会中，大家一致认为，目前我省正全力推
进自贸港建设，新形势需要新担当、呼唤新作为。
海垦控股集团广大青年要传承弘扬中国青年的光
荣传统和农垦精神，勇毅前行，不负韶华、不负时
代，努力成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和加快农垦事业发
展的时代新人。

凝心聚力

海垦东路农场公司
多举措壮大文昌鸡产业

签下1800万元购销订单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黄闻涛）日前，海

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与海南四季椰林农牧有限公
司签订文昌活毛鸡购销合同，年总量约48万只，
订单金额约1800万元。

为大力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东路农场公
司以能力提升建设年为契机，充分利用橡胶林下
土地资源，启动文昌活毛鸡养殖项目，拓宽产业布
局。该公司与海南四季椰林农牧有限公司合作，
依托合作公司在禽类繁育、养殖、屠宰、包装和销
售领域的成熟经验及其“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
为东路农场公司后期产品加工孵化和产业链延伸
夯实基础。

产业发展

海垦设计院公司与
海大建立科研合作机制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
凰）海南日报记者5月19日从海南农垦设计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设计院公司）获悉，该公司
与与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计划深化校企合作，着
力于建立科研合作机制和人才互动机制，以产学研
合作关系为纽带，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据了解，双方将建立科研合作机制，依托海南
大学科研资源以及海垦设计院公司的产业资源，
加强国土空间治理能力与空间规划体系改革、生
态型土地整治与农村土地生态环境治理、农村土
地流转、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合作研究。

同时，双方将深化人才互动合作，海南大学提
供柔性支持，提升企业技术人员的研究能力，建立
点对点校企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常态化长效合作
机制，进一步推动双方在项目、人才培养、技术研
究等方面的全面合作，力争以优异的合作成果，促
进校企共赢。

下一步，海垦设计院公司与海南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将建立对接机制，落实双方战略合作，实现校企
资源转化、优化配置，为培养人才提供新的途径。

企校联动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卢裕元 杨光

建设全球热带水果展示园，运营
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推动党建与
生产经营深度融合……5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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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首批“揭榜
挂帅”榜单，共计46个项目。

在当天于海口举行的海垦控股集
团“揭榜挂帅”攻关行动启动仪式中，
该集团总部战略企划部、财务部等部
门，以及下属热作、果蔬等二级企业上
台揭榜。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和各相关部
门、下属企业，通过“线上+线下”方
式，签订46个项目的目标责任书，明
确了各项任务的责任单位、具体任务

和推进时间等。

揭榜单
精准发力破桎梏

完善产业链，打造具有核心竞争
力和市场影响力的世界一流的天然橡
胶全产业链科技集团；开设25家母山
咖啡实体店，提高品牌知名度；加强数
据信息共享，开展支持农业全产业链
发展试点……

翻开海垦控股集团“揭榜挂帅”榜
单，可以看到项目聚焦省委省政府重
点工作任务和海南农垦“十四五”发展
规划、年度重点工作，涉及垦地融合、
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激活土地资源要
素等方面。

榜单有的放矢——为让“揭榜挂

帅”项目更加契合海南自贸港建设所
需、行业发展所趋，海垦控股集团各单
位、各企业精准梳理改革转型、产业实
践中发现的堵点，力求通过“揭榜挂
帅”，精准发力，破除发展桎梏，将难点
转换为发展的亮点。

“对标长远发展目标，海南农垦改
革中仍存在诸多难点、堵点问题待解
决，以‘揭榜挂帅’持续激活行动力，推
动一批重点项目实施落地，成为促进
企业跨越式发展的‘加速器’。”海垦控
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揭榜挂
帅”活动，是该集团推动能力提升建设
年活动走深走实，深化拓展“查堵点、
破难题、促发展”活动的重要举措。海
南农垦将举全集团之力，集中优势力
量，强化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堵点难题
破解，着力完成“揭榜挂帅”目标任务，

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助力海南自贸
港建设。

抓落实
蓄势赋能谋长远

揭榜单、建机制，目的是培育发展
核心势能。以突破产业关键核心短板
为目标，海垦控股集团“揭榜挂帅”旨
在蓄势赋能谋长远，实现企业高质量
发展。

46个项目，精准聚焦，靶向发力，
强化担当——推动农垦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改革试点工作，立足推进城乡
和垦区一体化发展的要求；引种、试
种、推广同纬度热带果蔬项目，旨在带
动垦区及全省热带果蔬产业的更新迭
代，提升全球竞争力；建设蔬菜标准化

种植基地项目是落实省委省政府“稳
价保供”的要求，为全省“菜篮子”保供
稳价贡献农垦力量，充分体现国企担
当……

发力不止当下，落子锚定未来。
海垦控股集团在“揭榜挂帅”中，突出
重点、补齐短板，贯彻落实省第八次党
代会精神，在天然橡胶、南繁、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等产业的全产业链建设上
谋求新突破，赢得新优势。

通过“揭榜挂帅”，持续激活创新
源动力。海垦控股集团还创造性抓落
实，在创新和完善体制机制上下功夫，
将“揭榜挂帅”项目纳入企业绩效考
核，健全容错纠错机制，为揭榜者提供
大展身手的平台，让更多发展成效喷
薄而出。

（本报海口5月19日讯）

海垦控股集团46个“揭榜挂帅”项目发布

“揭榜挂帅”激活发展动力

5月19日，文昌市东路镇，荔枝透着成熟的红，衬得农户们因喜悦而涨红的脸又生动了几分。
今年，这儿的荔枝地里处处能发现新变化——田间管理有人监督，采摘果子有了标准。更重要的是，人们

不再等收购商上门，而是有了新“门路”，直接送往社区电商和各大商超的货架。
实际上，所谓“门路”是海南农垦果蔬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集团）建起的一条连接田头与

餐桌的“直采直销”果蔬产业供应链条。
多年发展中，荔枝产业茁壮成长为我省重要特色农业产业。然而，“大小年”困扰、产销模式滞后、加工程

度低等桎梏，让荔枝经济转型过程中始终“棋差一招”。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力果蔬产业现代化建设，海垦果蔬集团于去年4月应运而生。在一年的市

场布局中，该集团联合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在产、销、加工等各环节频出新招，让荔枝品出了新滋味。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推
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摘自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

海南农垦企业多措并举解荔枝产业产、销、加工等环节难题

频出产业新招 品出发展新味

通常，海南荔枝销售季从4月中
旬延续至5月底便进入尾声。紧接
着，广东、福建等产区的荔枝大规模
成熟上市，占据市场。

大多数荔枝种植户和企业会选择
随之“按甲休兵”。然而，要在激烈的
全国荔枝市场打出品牌，这远远不够。

“要做精一个品类，必须有强烈
的存在感。”海垦果蔬集团将荔枝产
销模式“移植”至广东、福建等地，扩

展供应链资源，在多地开展荔枝销售
工作。去年，在广东实现荔枝销售
110万斤，并在全国市场推广自有品
牌“南垦优选”。

利润还隐藏在加工端，清新的荔
枝冰淇淋、甜蜜的荔枝果酒、爽口的
荔枝醋……近年来，众多荔枝加工产
品撬动着消费者的舌尖。目前，海垦
果蔬集团正高效建设具有精深加工、
研发能力的食品加工厂，让小荔枝迈

向“大食品产业”。
让果园变公园、变景区。今年荔

枝季，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还推出
荔枝采摘体验和文娱活动，在垦区建
起一条一二三产协同的全产业链条。

小荔枝藏着大图景，海南农垦各
大企业正协同发力，深入推进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助力产业提质增
效，加强农业全产业链建设。

（本报文城5月19日电）

难题 销售期短，认知度低，附加值少
接招 稳定供应，品牌加持，全链建设

在东路荔枝种植户韩爱凤的记忆
里，五月，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摘和
等，起早贪黑摘下地里的荔枝，等上门
的收购商发布价格，“一锤定音”。

“收购商在哪，销路就在哪，种的
人说不上话。”这是诸多荔枝种植户
的心声。实际上，这也是农业交易的
显著特点：农产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高度分散，呈现双分散格局，导致物
流与供应链管理难度极高。

在这一模式中，荔枝从田地到舌
尖，得经过种植户、收购商贩、批发市
场、农贸市场或超市、消费者等至少5
个环节。

业内专家认为，传统模式下，产销
各环节都在层层“加码”，价格层层拔
高，农户低廉批发，消费者却高价买
单。另一方面，种植户高度依赖收购

商，一定程度催动了荔枝“大小年”现
象，导致产业发展稳定性弱。

“传统模式下，种植户和种植企
业话语权弱，利润率低，难题亟待解
决。”海垦果蔬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李国庆认为，传统荔枝产业亟待转型
升级。

深究原因，一是供应端分散种植，
零散销售，缺乏整体规划，导致的供应
规模小、产品单一，话语权弱。另一方
面是，渠道和物流对接的问题。

从出生便带着“改革”基因，海垦果
蔬集团聚焦堵点，实施新招——在种植
端，整合资源，扩大规模，标准管理，打
破小散弱格局；在销售端，主动发力，对
接终端，减少中间环节。

“以垦区荔枝标准化种植基地为核
心，辐射周边种植基地，加强数字农业

建设，打造连片标准化的数字农业直采
集地。”海垦果蔬集团副总经理胡照辉
介绍，今年春节后，海垦果蔬集团在整
合垦区荔枝种植资源的同时，组建团
队摸底省内各产区的荔枝上市时间和
产量，提前与规模化荔枝生产基地对接
合作，同时对接岛内外市场信息，对采、
销环节的关键信息做到心中有数。

与此同时，为了保证荔枝果品质
量，该集团提前介入荔枝生产管理中，
邀请高校专家共同制定荔枝种植的生
产管理标准，并在合作基地中推广使
用，实现荔枝标准化、品质化生产。

提前谋划，抢抓先机，一系列细化
措施层层落实。海垦果蔬集团列出一
张全省“荔枝地图”，从南到北，依时、依
势、依量划分各个荔枝营销采收区，助
力荔枝出岛，多点开花，抢“鲜”上市。

难题 话语权弱，分散种植，零散销售
接招 强标准化，高集中度，抢“鲜”上市

传统模式的弊端亟待破除，市场
新挑战又接踵而来。在农业互联网
高速发展的当下，农业产业链条的解
构和再造势不可挡——通过打通与
连接，消除中间环节，让供求双方直
接连接。

随着各类电商涌现，销售市场越
发内卷，荔枝销售价格愈发透明，靠
信息差赚取的高利润率逐步降低。

面对诸多的压力，人们忧虑的远
非荔枝销售问题，而是对于产业模式
变更的共识。海南农业模式如果依
然行走在老路上，农产品利润率低、
附加值低必定成为常态。

“可以说，荔枝销售早就是一片
红海了。现在，只卖果子根本卖不出
去好价格，进军市场，拼的是品质和
服务。”海垦果蔬集团市场销售部部
长陈德林深有感触。在我省重要荔
枝产区三门坡镇接触荔枝多年的他，
去年进入果蔬集团，体会到完全不同

的发展思路。
海南的荔枝不愁卖，愁的是卖出

好价格。应对市场新局势，海垦果蔬
集团打出去中心化、分级销售、健全
渠道3张组合牌。

互联网农业缩短中间对接环节，
供应商与渠道商结成联盟作为一个
环节，产品直接到消费者。这个过程
中，供应商不再以赚取产品毛利为主
要生存的手段，而是转型为服务商，
通过输出技术指导、质量保障、物流
对接、稳定供应等服务来谋求利润。

今年4月，海垦果蔬集团相继与
北京物美、京东、盒马鲜生等线上线
下渠道商企业达成战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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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线上线下
平台，共同打造从种苗到餐桌的热带
果蔬全产业链条。

在配送端的前方，海垦果蔬集团
与各大终端平台直接进驻优质荔枝

产地。海垦果蔬销售团队主要负责
货源组织、质量把关、分拣包装等工
作，确保荔枝的品质，也保证荔枝的
新鲜度。而这些，恰恰是市场新模式
在荔枝销售竞争中决胜的关键所在。

陈德林表示，荔枝的购销，品质是
第一位。在荔枝采购前，海垦果蔬集
团采购部将人员按照基地、服务、配送
等环节进行分组，并制定了严苛的荔
枝直采标准：荔枝果要有八分成熟度，
果皮透红面积要达到三分之一，不可
有斑点、裂纹，不摘青果、病虫果……

今年，海垦果蔬集团耗资200余
万元引进荔枝光学分拣生产线，在最
大程度保证荔枝品相、光泽的前提
下，对荔枝大小、甜度进行分拣。

“别小看了这个步骤，这能实现
分级销售。”陈德林介绍，不同级别的
果子，对应社区电商、大型商超和高
端生鲜超市等不同渠道，最大程度提
高荔枝利润率，增加附加值。

难题 市场内卷，价格透明，利润率低
接招 去中心化，分级销售，健全渠道

■ 本报记者 邓钰

5月17日，在海垦红明荔海共享农庄的荔枝种植基地，农户采摘荔枝。

5月17日，在海垦红明农产品（荔枝）交易中心，工人对收购的荔枝进行
清洗。

5月17日，在海垦红明农产品（荔枝）交易中心，工人对收购的荔枝进
行分拣。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