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胶，一刻也不耽误！”8月
26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湾岭镇的

一处橡胶收购点，胶农王志兵将刚收割的300余
斤胶水倒入收购池中，看着工作人员如常计数、结算，
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在距该收胶点不远的金石橡胶
加工分公司，戴着口罩的工人消杀后进入厂房，将新鲜胶
水卸下进行加工。

这是疫情之下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南橡胶）有序推动企业稳产达产的一个缩影。

8月，正值海南橡胶树的丰产期，也是橡胶生产加工高峰
时段。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橡胶生产加工的节奏，给相
关企业出了难题。连日来，海南橡胶坚持“一手打伞、一手
干活”，统筹旗下遍布全省的基地、生产企业在做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在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

环节发力，确保橡胶产业发展不掉“链”，巩
固我省“三棵树”产业发展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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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东路

警保联控筑牢疫情防线
本报文城8月27日电（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

晓彤 通讯员黄闻涛）“您好，麻烦出示核酸检测报
告和通行证。”8月27日，在文昌市东路镇的一处
疫情联防联控值班值守卡点，海垦东路农场公司
警保联控大队（以下简称警保联控大队）队员拦住
一辆车上前询问。

东路镇内流动人口较多，存在一定的疫情输入
风险。连日来，警保联控大队积极与属地政府部门
沟通，在多个主要路段设立24小时疫情联防联控值
班值守卡点，全天安排人员值守，筑牢疫情防线。每
个疫情联防联控值班值守卡点均设有党员先锋岗。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警保联控大队配合属地
政府设置联防联控值班值守卡点4处，出动队员
357人次，劝返车辆40辆次。

海垦落实“双统筹”

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8月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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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月度例会，分析
今年1月至7月经营和重点项目推进情况，要求
垦区各单位下一阶段认真落实“双统筹”要求，千
方百计推动项目建设、重点工作有序开展。

会议指出，最近垦区各级企业统筹抓好疫情防
控和生产经营工作，为完成年度经营目标做了大量
工作。但当前仍存在经营目标完成情况不及预期、
重点项目推进较慢、企业市场竞争力不强等问题。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下一步，垦区各级
企业将落实第一责任人制度，加快推动重点工
作。同时，扎实推进重点项目、财政资金项目建
设，加快推进投资并购项目实施，围绕全省“产业
投资提升年”要求，结合集团“十四五”发展规划和
本企业发展需求，谋划储备一批重大项目，以项目
建设为抓手，壮大企业实力。

海南农垦各企业还将深入推进垦地融合工
作，加快垦地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工程建设，研究合
作模式，争取政策支持；持续改善垦区人居环境，探
索开展垦区老破旧房屋整治。

海垦启动财务共享工作
推动垦区企业财务管理数字化转型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8月23
日，海垦控股集团在海口召开集团财务共享工作
启动会，选定垦区3家企业进行试点，探索推动垦
区各级企业加快财务管理工作数字化转型，提升
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

选定的3家试点企业为海垦产业投资公司、
海南农垦红华农场公司、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

据了解，作为企业内控管理的需求，推动财务
共享建设可依托数字化手段，在数据标准、业务流程
等方面优化财务管理工作，实现财务信息质量、财务
人才培养等的提升，并能进一步精简财务人员，提高
工作效率，推动财务无纸化办公及大数据建设。

此前，海南农垦旗下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9年12月31日正式上线
运营海南橡胶财务共享服务中心。该中心运营两
年多，初见成效，用户满意度明显提高。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推动财务共
享建设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举措，有利于把
财务核算工作标准化、精细化，垦区相关企业将把
财务共享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全力推进。

海垦乌石

19.5吨波罗蜜找到买家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林

振强）8月23日，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营根镇，
在海南农垦乌石农场公司（以下简称乌石农场公
司）的统筹支持下，种植户魏华东的波罗蜜被装上
货车，销往广东。

最近，乌石农场公司职工种植的600余亩波
罗蜜迎来丰产期，目前首批19.5吨波罗蜜已成
熟，单果重达30斤到50斤，质量上乘。然而受本
轮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物流受阻，这批波罗蜜遭遇
销售难题。

针对这一情况，乌石农场公司举行专题会议，
落实垦地联动措施，办理车辆通行证，为当地农产
品打通销售“绿色通道”，最终成功帮助19.5吨波
罗蜜找到买家。下一步，该公司将做好下一批次
成熟波罗蜜的销售工作，进一步畅通波罗蜜销售
渠道，帮助职工群众解决产销难题。

海垦红明

50吨波罗蜜销往岛外
本报讯（记者邓钰 实习生陈晓彤 通讯员林

宝华）8月24日，在海口市琼山区大坡镇白石溪
墟，收购商忙着组织人手将波罗蜜装车，抢在台风

“马鞍”登陆前，将当地和周边农户生产的50吨波
罗蜜销往岛外。

据了解，为做好疫情防控及台风天气期间农
副产品运销工作，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东昌公
司启动应急预案，在落实防风防汛工作要求的基
础上，组织人员帮助职工群众抢收销售波罗蜜、柑
橘等农副产品。

白石溪墟的5家农产品收购商24小时营业，
并在线上发布各类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调动了当
地职工群众和周边农户抢收农品的积极性。当
天，共有50吨波罗蜜销往岛外市场。

8月是传统的割胶季，然而受本
轮疫情影响，我省多地人员外出、物
流运输受阻，牵连到了割胶、加工等
橡胶产销环节。能不能割胶？割了
往哪卖？价格稳不稳定？这些问题
困扰着我省许多胶工、胶农。

“要是没有割胶收入，日子可
就难熬咯。我们既怕胶水没人收
购，又怕价格太贱。”8月初，王志兵
心里发愁，虽然琼中可以正常割
胶，但受疫情影响，当地一部分收
胶点暂停收购，还有一部分收胶点
趁机压价。

“好在海南橡胶的收购点不仅
能照常收胶，收胶价格也没有因疫
情降低，我们基本上没啥损失。”王
志兵种了七八百棵橡胶树，平均每
天能割35公斤胶水，每次卖胶水约

有400元收入。可以说，是海
南橡胶的稳价政策让他吃下了
一颗定心丸。

而这并非孤例。在我
省各地，海南橡胶旗下金橡
公司各民营胶收购站坚持
对所有胶水应收尽收，稳
定橡胶生产、收购、加工，
为广大胶农解决了疫情
期间卖胶难、保鲜难、运

输难等问题。
“保障胶农利益，实际上是稳定

橡胶产业链条。”海南橡胶旗下金橡
公司总经理蔡笃坤表示，该公司旗
下各加工分公司以党建为引领，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落实
垦地联动机制，坚持稳价收购，提高
田头生产积极性，确保橡胶产业稳
步发展。

与此同时，海南橡胶各基地分
公司积极做好种植端各项工作。“越
是紧急关头，越要直面挑战。”海南
橡胶基地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对疫情带来的挑战，海南橡胶根
据不同市县的疫情防控政策，分类
施策调动胶农的生产积极性，全力
做好生产经营和各项重点工作。

“全力防控，内部协同，多线作
业，尽早谋划。”上述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受疫情影响较小的区域，海
南橡胶全力组织旗下基地分公司
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基础上，有
序做好田间割胶生产及年度各项
重点工作；而在疫情影响较大不能
外出作业的区域，海南橡胶各基地
分公司认真做好土地规范管理等
内业工作，提前做好疫情后的冲刺
准备。

全力加工 | 胶农割胶不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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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实习生 陈晓彤 通讯员 羊秀莲

8月27日，在位于儋州市大成镇的天
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西培
南正东苑和南正西苑项目）现场，各类施工
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佩戴安全帽、口罩，
挥汗如雨地作业。

“为了抢回被疫情耽误的时间，我们主
动打起‘加时赛’。”业主单位海南农垦八一
总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蔡洋介绍，连日来，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前提下，该项目24小
时满负荷施工。

当前，既是疫情防控攻坚之际，又是项
目建设冲刺之时。在这一特殊时期，海南
农垦相关企业加强联动，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应急预案，全力推进迈湾、天角潭水利枢
纽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项目建设，坚持疫
情防控和工程建设“两手抓”，力争跑出项
目建设加速度。

“疫情发生后，我们立即严格实行封闭
管理。”蔡洋透露，为保障施工现场安全且
施工进度不受影响，该项目施工区和生活
区实施封闭式集中管理，关闭工地非必要
出入口，安排专人负责出入工地人员、车辆
排查登记工作。同时，属地政府大力支持，
派出一组医护人员到项目部为施工人员做
核酸检测。

此外，项目部制定了分餐制度，在用餐
区域安排施工人员错峰就餐、隔位就座，在
细节处落实防疫要求。

“我们以党建为引领，同步推进疫情

防控和项目建设工作。”蔡洋介绍，项目部
还成立了临时党支部，由党员发挥先锋模
范作用，带头做好疫情防控、物资保障、优
化施工流程等工作，同时积极对接相关企
业和属地政府，解决项目建设过程中遇到
的痛点、难点问题，全力推动企业满负荷
复工。

受疫情影响，不久前该项目存在商品
混凝土、页岩砖、河砂等材料无法运输进场
的问题。为此，海垦八一总场公司立即与
儋州水务部门、交通运输部门及各级疫情
防控指挥部沟通协调，成功办理通行证，为
推进项目建设奠定了基础。

此外，受疫情影响，该项目检测及验收
人员一度无法进场作业。针对这一情况，
海垦八一总场公司积极协调各参建方，创
新工作方法，组织相关人员对项目施工节
点进行线上验收，确保项目施工进度不受
影响。

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天角潭水利枢纽
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西联项目）项目也在
加快建设。近日，海南日报记者在这里看
到，项目工地灯火通明，挖掘机穿梭期间，
128名工人正戴着安全帽和口罩各司其职。

在位于屯昌县的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垦
区移民安置点（中坤项目）施工现场，土方
运输车进进出出，压路机、挖掘机正在平整
路面。工人们正间隔一定距离紧张施工。

据了解，疫情期间，海南农垦相关企业
坚决落实“双统筹”要求，强化统筹调度，狠
抓项目建设不放松，通过推进项目建设稳
经济、促发展。 （本报那大8月27日电）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疏通物流
堵点，才能不让“双统筹”工作“卡”
在半路上。海南橡胶旗下各企业充
分利用垦地联动机制，争取属地政
府支持，在遵守防疫规定的前提下
做好跨省、跨市县人员流动、物流运
输服务保障工作，同时加强预判，通
过“储运前置”，确保大批量产品按
时交付，规避违约风险。

“我们不同地区的客户，对橡胶
产品等各种材料的需求不同，且需
求处于动态变化中。”金橡公司副总
经理崔俊介绍，在本轮疫情发生初
期，该公司便预判疫情对产品交付
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前对接山东、浙
江、江苏、广东等省份客户需求，并
加强内部产业协同，利用海垦物流

集团的运输渠道，往岛外预发货，确
保了产业供应链条的稳定。

稳链只是第一步，畅链同样不
可或缺。而稳链畅链并不是简单地
复原，还应借机重塑，在这一过程中
寻找发展新机遇。“我们已经着手开
展下一步的市场调研。”崔俊表示，
目前金橡公司旗下各部门、各企业
积极对接市场，加大与客户的沟通
力度，根据可能迎来的市场峰期，提
前做好原料储备和订单生产计划。

下一步，海南橡胶将根据疫情
防控形势变化，积极作为，在抓好疫
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有序推动生产
经营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推动橡胶
产业链条平稳运行。

（本报营根8月27日电）

疏通堵点 | 稳链畅链不掉“链”

海垦积极推进迈湾、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垦区
移民安置点项目建设

连心破难题 全力赶进度

在金石橡胶加工分公司的生产
车间，每天入厂的新鲜胶水进入高
速运转的生产线，随后被加工成各
类优质乳胶产品。

“我们未因疫情停产！”该公司
总经理范开荣说，本轮疫情发生后，
该厂开始闭环运行、封闭管理，全力
以赴保生产、稳生产。

据了解，从疫情初期开始，海
南橡胶金橡公司旗下各加工分公
司在属地政府的统筹指导下，安
排领导班子成员驻厂值班值守，
抓好工厂疫情防控和生产加工工
作，对不能驻厂的人员实行点对
点闭环管理，以满足生产加工的
实际需要。

“公司早谋划早部署，增加原料
库存，政府提供支持，协助我们解决
物流运输问题。”范开荣说，目前金
石橡胶加工分公司不仅确保了琼中
本地的橡胶加工不停歇，还吸收加
工了定安、屯昌、琼海、保亭等市县
的橡胶。

“加工不断档，供应不停歇。”蔡

笃坤介绍，在生产端，如期推进加工
进度，如期交付产品，是稳定橡胶产
业链条的重要一环。比如，金橡公
司因时施策。为各加工分公司提供
有力保障，一方面及时对供应链管
理系统进行调整，解决跨区域原料
进厂问题；另一方面及时调整收购
资金支付流程，确保民营胶收购资
金足额支付，解决了居家办公期间
审批受限的问题。

打好“双统筹”组合拳，生产加
工“马力十足”。金隆橡胶加工分公
司通过组织调配机器设备，顺利完
成全乳胶转产加工工作，8月共生产
全乳胶干胶 342.9 吨、废水胶 23.4
吨、10号胶86.94吨。

金山橡胶加工分公司加强质
量成本管控，充分发挥安全、质
量、现场监督小组的作用，有效提
高产品一次性合格率，并做好节
能减排工作，其中 98%以上的中
水实现回收利用，通过循环使用
乳清、生产沼气，减少污水处理负
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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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①

我为抗疫出份力

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海南省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企业积极发动干部职
工担任抗疫志愿者，助力属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图①为海垦志愿者在三亚一社区张
贴防疫通知，图②为海垦志愿者在三亚运送抗疫物资。 本组图片均由陈梓青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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