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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布了 46
个“揭榜挂帅”榜
单项目，成立相应
工作专班稳步推
进项目进度

围绕“学、
改、比、帮、传、
练、育”7个模块，
开展 20 项细分
练兵活动

查找出 2022
年度首批 107个堵
点问题，建立动态
管理台账和周更
新机制，着力破解
难题

建立了立体式培
训体系，全年计划组
织培训 650 场次，其
中集团总部 46场次，
下属企业604场次

根据关键堵点破
解、重点项目推进、专
项工作需要，成立了
93 个专项课题小组、
重点任务攻坚小组，
实施专班跟踪管理，
确保责任分解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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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本三基四梁八柱”战略框架
和省委省政府重点任务为指引，海垦
控股集团围绕自身“十四五”战略规
划，精准梳理改革转型、产业实践中发
现的堵点。

精准发力，补齐短板。海垦控股
集团通过自上而下多轮遴选，发布了
首批46个“揭榜挂帅”榜单项目，确立
了天然橡胶、南繁育种、热带高效农
业、垦地融合发展、激活土地资源要素
等重点攻关领域，力求通过“揭榜挂
帅”，破除发展桎梏，将难点转换为发

展的亮点。
“从设榜、选帅、监督、考核，每个

环节都需要精细设计和机制保障。”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该集
团成立了46个“揭榜挂帅”项目工作
专班集中攻坚，建立工作推进机制和
工作台账，针对难度系数较高的堵点
问题制定了专项实施方案，并按照项
目时序进度稳步推进。集团各级负
责人靠前指导攻坚，截至目前，共深
入工作一线开展项目调研和现场协调
612次。

除“常规动作”外，在“揭榜挂
帅”攻关行动中，海垦控股集团还
突出强调发挥“领头雁”和“帅”的
作用。

如针对推动农垦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改革试点，完善天然橡胶产业
链打造一流科技集团、国家南繁生物
育种专区等集团重点张榜项目，由该
集团党委班子成员“挂帅”领办，定点
跟踪项目实施情况，通过对口指导、
现场协调、一线督办等强力推动工作
落实。而针对作为揭榜主体的总部

相关部门和下属企业，则实行“一把
手”负责制，联合揭榜单位采用同责
管理，并由集团班子成员与责任单位
主要负责人“结对子”，对口签订“军
令状”。

目前，海垦控股集团还研究制定
活动细化考核措施，明确将“揭榜挂
帅”项目纳入企业绩效考核范畴，突
出对“揭榜挂帅”项目实施成效的量
化评价，项目完成情况与绩效考核挂
钩，并建立“红黑榜”制度，加大正向
引导和曝光。

海南农垦企业多举措推进“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

充电蓄能练本领 强筋壮骨再出发

海南橡胶金兴加工分公司
标胶车间生产线技改成功

本报万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唐
贤）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从海南橡胶金兴加工
分公司获悉，该公司成功完成标胶车间生产线改
造项目，并投入使用，进一步解决车间生产效率低
下及产品合格率低等问题。

在改造前，该车间标胶生产率低，工人劳动强
度较大，且干燥线上的干燥柜、干燥车、干燥推进
器老旧，故障频率高，耗能大。

对此，金兴加工分公司聚焦橡胶加工主业，推
进技改工作，在原有的标胶生产线上新增了3条
胶清输送机，并对干燥线上的干燥柜、干燥推进
器、干燥车进行更新改造。

改造后，该车间的标胶生产率得到了提升，不
仅排除了安全隐患，降低了故障率，耗能低，出炉的
产品合格率也大大提高，促进了企业的良性发展。

提质增效提质增效

海垦东新推进
食用菌项目建设

本报万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晓
玲）“推进东新食用菌基地建设”是海南农垦今年的

“揭榜挂帅”项目之一。近日，揭榜单位海南农垦东
新农场公司举行项目现场会，解决施工难题。

据了解，东新食用菌基地位于万宁市长丰镇
东和居，总投资4957.27万元，占地53.3亩，建设
内容包括生产车间、养菌室、出菇房、原料库、锅炉
房等，投产后预计年产食用菌2100吨。

今年3月，该项目开工建设。为推进项目进
度，东新农场公司多次举行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并
成立专班任务攻坚小组，先后出台了项目监督检
查办法、安全生产管理等专项制度。

此外，东新农场公司多次到岛内外开展考察
调研，就食用菌各环节的生产设备要求、工艺流
程、技术管理、市场营销、延伸加工产业链等问题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学习和探讨。

项目建设项目建设

文昌解决东路农场公司
职工生活用水问题

本报文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
其泽）近日，文昌市水务局、市城乡自来水集团等
多个职能部门与东路农场公司垦地协同，在文昌
市东路镇联合办公，解决该公司十九队职工生活
用水问题。

据了解，自2014年入住以来，东路农场公司
十九队40多户职工生活用水为原施工单位申请
的商业用水，水费较高，影响居民职工生活。

垦地联动，积极协调，东路农场公司与文昌职
能部门通过现场办公，核查情况，第一时间与用水
户沟通，对职工用水性质进行准确变更，调整为职
工生活用水收费，加快解决十九队职工用水问题，
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据了解，近年来，文昌市对东路农场公司各个
生产队的民生建设投入不断加大，投入近2000万
元进行道路硬化、路灯亮化以及完善排污设施等，
改善人居环境，深受职工群众的好评。

垦地协同垦地协同

海垦热作饮品飘香狮城
本报讯（记者邓钰）一品香茗，两地飘香。日

前，由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热作）指导，新加坡博闻有限公司、麦隆咖啡
联合主办的“思乡情谊、端午安康”海南咖啡红茶
品鉴活动在新加坡举办，海南农垦旗下的母山咖
啡、白马骏红红茶等热作饮品受到欢迎。

据了解，此次活动旨在搭建交流桥梁，让海南
咖啡文化与南洋咖啡文化互相碰撞。在品鉴现
场，参与者共同品尝了海垦热作旗下的母山咖啡、
白马骏红红茶等热作饮品，并通过线上连线，向海
垦热作工作人员了解其背后的种植知识、生产工
艺和品牌故事等。

品牌建设品牌建设

■ 本报记者 邓钰

从广西远道而来，“南漂”的蚯
蚓在万宁的胶林下找到新岗位。在
这里，它们吃秸秆，肥土壤，壮胶树，
实现了“打工蚓”的新价值。

6月9日，万宁市北大镇东兴居
打磉队，翻开胶林下厚厚的土壤，一
条条粗壮的蚯蚓在湿润泥土中蠕
动。比起本地蚯蚓，它们的个头大
了许多，有成人手指一般粗，身长有
20余厘米。

“它们是参环毛蚓，因产地主要
在两广地区，又被称为广地龙，是极
受市场青睐的一味药材。”北大镇社
会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李章旺介
绍，近年来，广地龙林下养殖被列为

万宁八大特色产业之一，得到大力
推广。

“广地龙对生活环境很挑剔，
必须要保持湿润，不能高温暴晒，
而且土壤必须肥沃，不施加化学肥
料。”惠龙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慧介
绍，经过多方考察和调研，连片的
胶园或者槟榔园的林下空间十分
适宜养殖广地龙，不仅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还兼具生态和经济效益，
产业前景广阔。

今年3月，海南橡胶东兴分公
司加强垦地融合，积极融入万宁市
产业发展规划，主动对接北大镇政
府，与万宁北大惠龙种养家庭农场
合作，在打磉队的82亩胶林下试点
开展广地龙养殖项目。

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其中40
余亩林下土地在深耕、堆肥后，成为
广地龙成长的温床。4月17日，1.2
万斤广地龙小苗从广西来到这片胶
林“上岗”，过上了包吃包住的幸福
生活。

“它们个头大，胃口好，还不挑
食。”黄慧介绍，广地龙的伙食包括
秸秆、禽畜粪便、菠萝、波罗蜜等腐
烂水果等。“尤其是秸秆与牛粪混合
发酵的养料最佳，不仅营养均衡，还
可以大范围遮盖地面，防止广地龙
乱跑。这也让被视作‘农业废弃物’
的秸秆，有了好去处。”

走上新岗位，广地龙算得上勤
勤恳恳，兢兢业业。它们在土壤中
不停蠕动，可松动土壤，解决土壤板

结、酸化、微生态破坏等问题。而且
它们的粪便还富含有机微生物、微
量元素和天然生长激素，被视为高
质量的有机肥。

这一点胶园里的一棵棵胶树
可以作证。“去年12月，这棵胶树
的树干只有45厘米粗，现在已有
50厘米。”海南橡胶东兴分公司副
总经理陈旺高兴地说，打磉队胶林
里皆为2017年定植的中小苗。通
常而言，这些中小苗一年增粗量指
标为 5.8 厘米，树干粗至 60 厘米
后，便可开割。

广地龙的“驻扎”，不仅能长期
有效地为橡胶树增肥，保水保肥，改
良土壤、提升地力，增强胶树抗病能
力，促进橡胶树健康生长；另还能减

少人工、肥料等成本投入。
不仅任劳任怨，广地龙还身价

不菲。作为药材原材料，它具有市
场需求大、繁育周期短等特点，经济
效益极高。黄慧算了一笔账，目前，
市场上广地龙干货高达140元每
斤，管理得当的情况下，每年亩产量
约400斤干货，保守估计，每年亩产
值可达4万元，收益非常可观。

据了解，目前，海南橡胶东兴分
公司将依托广地龙养殖项目，探索
打造“林下经济+生态循环+土壤改
良”模式，推动示范胶园建设，并将
根据项目实际进展及效益情况，稳
步扩大合作，打造垦地合作的示范
案例。

（本报万城6月9日电）

海南橡胶东兴分公司探索
林下养殖循环经济模式

蚯蚓胶林

养殖人员手上的蚯蚓就是广地龙，身长有20余厘米。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卢裕元

建立强力推进机制，创
新自选动作，开展专项督查
……自“能力提升建设年”暨
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活动开展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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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自身实际，聚焦产业发
展、项目推进、垦地融合、人
才队伍建设和工作能力提升
等重点难点工作，多措并举
全力推进活动走深走实。

据了解，目前，该集团已
发布了46个“揭榜挂帅”榜
单项目，成立相应工作专班
稳步推进项目进度；查找出
2022年度首批107个堵点
问题，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和
周更新机制，着力破解难题。

能力提升建设，基础在人才培养，
难点也在人才培养。

推进活动走深走实，海垦控股集
团下大气力，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
人才，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的良好局面。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明确按照“一
心一轴三组团”的整体架构推动活动
走深走实。其中，“一心”即以提升干

部五大能力和专业本领，凝聚集团高
质量发展能力为核心：“一轴”即将展
示农垦担当解决实际问题贯穿活动全
过程；“三组团”即按照大培训、大练
兵、大比武三个活动组团分类实施，有
效联动。

人才培养，有的放矢。针对产
业多元，门类丰富，覆盖天然橡胶、
金融、地产等多领域的实际，海垦控

股集团落实活动要求，充分结合实
际，构建立体化、多元化、多种形式
的培训体系，旨在打造既符合海南
自贸港建设需求，又能服务海南农
垦发展布局和产业转型的专业化人
才队伍。

据统计，目前，该集团已建立了立
体式培训体系，全年计划组织培训
650场次，其中集团总部46场次，下

属企业604场次，培训课程设计做到
分层分类分级管理；重点围绕“学、改、
比、帮、传、练、育”7个模块，开展20
项细分练兵活动；根据关键堵点破解、
重点项目推进、专项工作需要，成立了
93个专项课题小组、重点任务攻坚小
组，实施专班跟踪管理，确保责任分解
到位……

（本报海口6月9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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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对橡胶林生长情况进行测量分析。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警保联控黄竹中队成立
本报定城6月9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春

霖）定安县公安局与母瑞山农场公司加强垦地协作，
联合建立警保联控工作机制，成立警保联控黄竹中
队。这是海南日报记者6月9日从该公司获悉的。

据介绍，警保联控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定安县
公安局在省公安厅护林保胶总队的指导下，开展
属地垦区社会治安管理和护林保胶工作，有利于
队伍的统一管理、统一指挥，将有效扭转护林保胶
力量分散、无法形成合力的被动局面，确保今后护
林保胶工作顺利开展。

下一步，双方将持续探索建立机制，打破瓶颈，
充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将治安防控的触角延伸至
垦区各个角落，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到实处，取得
成效，并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垦区正常橡胶生产秩
序和社会治安稳定，为垦区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