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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山咖啡馆概念店博鳌迎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咖啡浓

郁，茶香清新……8月4日，琼海市博鳌镇的母山
咖啡馆概念店亮相迎宾。

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该集团旗下第
11家母山咖啡连锁店，和以往橙色系设计风格大
有不同，这家店主要以概念店的形式打造网红休
闲消费场所。

据了解，开设25家母山咖啡实体店是海南农
垦今年的“揭榜挂帅”项目之一。揭榜单位海垦热
作成立专班，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挂帅，建立高效工
作机制，确保年内完成开设25家母山咖啡实体店。

下一步，海垦热作将结合海南省各市县的民
族风情、文化特色、自然景观等元素，在全省各市县
量身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母山咖啡连锁店，增加海
垦热作产品销售终端，擦亮海垦品牌金字招牌。

业态更新

海云鞋厂宿舍区自主改造项目
启动拆迁安置补偿签约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吴
疆）近日，海垦海云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在海口启
动拆迁安置补偿签约工作。

据了解，海云鞋厂1985年建厂，该宿舍区
85%以上属自建房，质量差、房龄长，90%以上达
到D级危房，加上地处低洼地带，雨季泡水有倒塌
风险，危及职工的生命安全。

多年来，企业和职工们一直在想办法推进海
云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今年，海云鞋厂宿舍区
自主改造项目被列为海口市城市旧城更新试点单
位，海口市、龙华区两级政府高度重视，高效推进。

据介绍，此次签约是推进项目的关键一步，关
系到解决原海云鞋厂上百户职工住房问题。从采集
录入校核再到签约，时间紧任务重，流程复杂，细节
多。签约工作从8月1日起到8月中旬结束。

海垦国际探索果蔬贸易业务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吴

偲铭 黄越）近日，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在
海口分别与四川佳瑞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海南
薇薇安食品有限公司分别签订合作协议，将发挥
各自优势，探索创新、融合发展，在务实合作中实
现共赢。

据了解，四川佳瑞橙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水果蔬菜种植、蔬菜水果及周边产品
销售、产业开发和新一代果蔬存储技术的现代生
态农业科技企业。双方签约后，本年度预计可完
成1亿元贸易量。

据悉，海南薇薇安食品有限公司主营食品烘
焙领域，拥有80余家门店。双方签约后，将发挥
各自优势，开展榴莲国内外贸易业务、品牌联名合
作，不断扩大合作空间，提升合作水平，促进优势
互补，实现合作共赢。

合作签约

海垦乌石千亩绿橙基地项目
预计11月竣工

本报营根8月4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 通讯员许玉玲）8月4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长征镇的海垦乌石千亩绿橙基地项目现场，
施工机械有序作业。

今年，海南乌石农场公司结合实际，积极培育
地方特色产业，优化区域布局，规划千亩绿橙基地
项目，按照绿橙标准化基地的建设要求，加强绿橙
栽培技术、关键技术控制和综合配套技术的研究、
开发、推广和技术服务工作，进一步推进绿橙产业
标准化、规模化。

海垦乌石千亩绿橙基地项目是海南农垦今年
的“揭榜挂帅”项目之一。目前，该项目总体建设
进度已完成80%，已安装基地2台变压器及架设
供电线路，且已铺设、调试二期441.2亩深水井及
园地灌溉系统，现阶段正进行底肥施放和苗木定
植。下一步，乌石农场公司将全力推进完成绿橙
基地管护用房建设，预计11月该建设项目可全面
竣工验收，确保在年底前完成既定目标。

产业发展

本报海口8月4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 通讯员王小龙 卢裕元）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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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暨
深化拓展“查破促”活动推进会，总结活动推进进
度，统筹下一步工作安排。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据了解，自活
动开展以来，海垦控股集团从完善机制压实
领导责任、深入一线精准查摆堵点、清单化分
类梳理堵点等多方面着力，全力推进活动取
得实效。

以活动开展激活企业动能，海垦控股集团关
注产业建设、企业发展中的代表性、示范性、针对
性问题，进一步聚焦天然橡胶、南繁育种、热作产
业、热带果蔬引进推广、垦地融合、“菜篮子”“肉
篮子”稳产保供、垦区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的堵
点、难点问题。

目前，该集团已通过集中攻关重点突破的方
式，着力破解一批堵点难点和历史遗留问题，推
动发展的“堵点”加快转化为工作的“亮点”，更好
地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强身健体”，实
现上半年营业收入 120.24 亿元，同比增长
7.62%，利润总额3.19亿元。

今年以来，海垦控股集团以“揭榜挂帅”项
目攻关作为业务比拼主战场，发布46个“揭榜
挂帅”榜单项目，相应成立46个项目工作专班
集中攻坚，推动天然橡胶、南繁育种、热带高效
农业、垦地融合等重点项目、重点发展目标落

地见效，全面检验干部团队攻坚克难与抓落实
能力。

推进活动走深走实，海垦控股集团今年下
大气力，全方位、多层次打造人才成长平台，形
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局面。

针对海垦产业多元，门类丰富，覆盖天
然橡胶、南繁育种、金融服务、热作农林等多
领域的实际，海垦控股集团充分结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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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集团已建立了立体式培训体系，
全年已预留2173万元培训专项经费，全年计划
650场次培训，着力落实“第一议题”，结合重点
产业、重点项目深入开展各类培训。此外，该集
团还通过线上线下，现场培训和云端培训相结合
的方式，形成立体培训体系，目前已运用“现场微
课堂+视频终端”在垦区范围开展五期“农垦大
讲堂”。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通过设立“红黑
榜”定期曝光等举措，持续推动活动走深走
实，持之以恒做好“下半场文章”，并坚持以活
动为抓手，提升垦区党员干部职工的干事创
业热情和能力；并将该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
相融合，形成常态化机制，让产业发展取得实
实在在的发展成效，为海南农垦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撑。

鱼塘变良田
复垦迎丰收

8月4日，位于文昌市东路镇的海南农垦
东路农场公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修复区）项
目现场，金黄稻浪滚滚，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

东路农场公司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修复
区）项目地原为一处闲置鱼塘，借助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建设成为良田。今年以来，东路
农场公司进一步利用项目完工后新增的661
亩耕地，引进优良品种水稻，并推行无人机施
肥、病虫害防治等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

文/图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陈晓彤 通
讯员 黄闻涛

海南农垦内购平台上线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8月1日，

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国际）
携手京东商城合力打造的海南农垦内购平台上
线，致力为垦区职工群众提供更全面、更贴心的专
属福利。

海垦国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内购平台将上
线时尚穿搭、居家日用、3C数码、母婴产品、家用
电器、美妆护肤、食品酒水等上百种品类，近两万
件优选产品。

据了解，该平台所有产品均来自京东自营
商城，品质有保障，物流时效快；未来还会不定
期进行知名品牌清仓内部价、爆款好物低价抢
购及新品独享试用价等促销活动，限时专享价
低至2折。

回望70年栉风沐雨，海南农垦人有理由相信，信仰的力量
无穷无尽。

新时代、新征程，站在建垦70周年的历史节点上，海垦控
股集团将接好前辈们的接力棒，凝心聚力再向前，做好海南农
垦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推动垦区一体化协调发展，推进垦区农场集中居住、
生产队合并和老旧小区改造，将垦区公益性基础设施项目纳
入属地统一规划建设，推进垦地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均
等化，全力打造新时代新农场，将更多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农垦
的广大干部职工，切实增强干部职工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
感、归属感；

——坚定不移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授权经营体系、薪酬与绩效考核体系和用人机制，建立健全灵
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持续增强农垦企业竞争力、创新
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

——牢记农垦姓“农”，聚焦主责主业，加快产业发展，进
一步稳固发展天然橡胶产业，加快培育壮大南繁产业，大力引
种推广世界同纬度热带果蔬，推动畜禽养殖向肉联加工延伸，
建设蔬菜基地，推进农产品冷链仓储物流体系建设，做大做强
农垦商品交易、热带农产品相关产业平台；

——继承和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将农垦精神与时代精神相融合，将农垦的军垦文化、知青文化
与时代文化相结合，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活力，保持昂
扬斗志，汇聚促进农垦改革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强大精
神动力……持续以“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的破茧蝶变，书
写海南农垦70年来砥砺前行的奋斗印记。

新时代新征程，海垦控股集团必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贡
献奋进力量。 （本报海口8月4日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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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多年前，为了祖国橡胶事业的发展，父亲放下
一切从马来西亚漂洋过海，悄悄将胶种带回国内。”近
日，在海口市龙华区的海南农垦博物馆，74岁的雷德
万回忆起父亲雷贤钟当初回国建设胶园的选择，语气
坚定而自豪。

当一粒粒散落的珍珠被汇聚，它所散放的光芒必然
耀眼而令人难忘。近日，海南农垦创建70周年座谈会
在海口举行，员工、劳模、退休职工等海南垦区多领域的
代表汇聚一堂，回望海南农垦创建70年发展历程，凝聚
奋进力量，做好海南农垦改革“后半篇文章”。

巍巍青山，莽莽胶林，深深镌刻着海南农垦人的足迹，处
处弥漫着他们的气息。

“海南农垦人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依靠锄头砍刀开山
劈岭，在海南岛的荒山野岭上种植橡胶。”雷德万说，70年前，
正是先辈们披荆斩棘，在大林莽中克服万难、艰苦创业，才创
造“橡胶树在北纬18度以北大面积种植”的奇迹，成功打破了
西方国家对我国天然橡胶的封锁和垄断，在这座南海之滨的
岛屿“种下一个春天”。

受父亲影响，雷德万高中毕业后便回到原南田农场参加劳
动。从此，他离不开父亲耕耘过的这片土地，从三亚侨联副主席
职位退休的他，依然选择留在了南田守望家园。

如今，这份赤子之心仍在海南农垦的土地上有力跳动。
“海垦70年发展建设取得的成就，凝结了几代农垦人的心

血。作为新一代的海南农垦建设者，我必须延续这份精神。”
对于坚守初心、奋斗逐梦，海南橡胶加钗基地分公司生产技术
部副部长虞海浓感触颇深，2000年他高中毕业，便到原加钗农
场十九队当割胶工人。他坦言，刚工作时，也曾打过退堂鼓，
但最终让他选择留下来的，是广大农垦人的初心和使命。

如今，他从一名工人成长为技术骨干，全国割胶状元、海南
青年五四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都是贴在他身上的标签。

回望来时路，不忘赤子心。一次次畅怀欢笑，一次次低头
垂泪，一次次心灵相交，一个个触及灵魂的奋斗故事让人们心
潮澎湃，促使让人们砥砺奋进。

为何要在此节点，重温海南农垦的创建历程？海南农垦
70年创业史，既是新中国现代农业发展进程的生动缩影，也是
一部勇于担当的奋斗史。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们回望发展历程，从中汲取继
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70年
的历程昭示，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农垦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
保证，坚持艰苦奋斗是推动农垦事业不断前进的鲜明底色，坚
持改革创新是推动农垦事业不断前进的制胜法宝，坚持开放
共赢是推动农垦事业不断前进的关键一招，坚持同心同德是
推动农垦事业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不忘初心担使命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这一洞察历
史机杼、富于辩证哲理的论断，亦是海南农垦的发展写照——

2015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指导下，海南农
垦以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为主线，用改革创新重新定
义了“农垦力量”，成为全国新一轮农垦改革中改革力度最大、
进度最快的垦区，并在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社会职能属
地化、土地规范化管理等方面为全国农垦改革探索出一系列
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甩掉了包袱的海南农垦轻装上阵，正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
利，深入推进实施“八八战略”，力争早日成为海南现代农业的主
力军，把改革成效变成企业扭亏为盈、职工增收的真金白银。

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海南农垦人展现出无可比拟的韧
性和执着。

“我们曾12个月发不出工资，农药和物资却没少过一分
钱”“不少人要收购我们的加工厂，可交出去就没话语权了，再
苦也要干下去”“果子价格一度上不来，甚至有职工堵路拦车，
我们心里也曾没过底，但绝不能放弃”……熙来攘往的万千视
角，拼叠成极不平凡而波澜壮阔的海南农垦改革图景。

正是这份执着和坚韧，使得在曾经老旧的体制上，一种新
式企业家精神涅槃而生。“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
以全新的形式融入时代之中。

以2015年为坐标原点，经过6年多的努力，海垦控股集团
扭亏为盈，实现持续盈利，整体实力显著增强，“八八战略”高
效推进，一批规模化、现代化的重大产业项目的引进建设，现
代化农业产业集群雏形初现。

据统计，2021年，海垦控股集团企业资产总额902.82亿
元，较2016年增长2.49倍，营业收入251.11亿元，较2016年
增长52.22%，利润总额9.12亿元，比2016年增盈10.43亿元；
职工年人均工资性收入5.37万元，比2016年增长110%。

勠力改革写新篇

凝心聚力再向前

■
本
报
记
者

邓
钰

实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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彤

零售趋势

海垦多举措推进“高质量发展能力提升建设年”暨深化拓展
“查破促”活动

“揭榜挂帅”激活力
多措并举强本领

②②

①①

图① 收割机在翻田中来回穿梭，收割
水稻。

图② 工作人员操控收割机将稻谷直接
输送到货运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