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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热作多举措
推进营收整合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唐小华）近日，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
作）举行专题会议，围绕如何做大营收整合，提
出了“141”营收整合思路，力争完成全年营收整
合任务。

今年以来，海垦热作围绕热作产业，尤其是旗
下茶叶、咖啡、胡椒等产业，以党建引领，探索创新

“胡椒银行”、统购统销等多重形式，积极推进整合
产业营收工作，进一步推进产业建链、强链、稳链。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针对工作实际，海垦热
作将探索“141”营收整合思路，其中“1”为成立
一个营收整合工作专班，由领导班子成员包点各
基地联系单位。同时，各基地公司同步设立基地
公司工作专班开展工作，具体落实目标责任、工作
分工，确保责任到人。

“4”是“四轮驱动”同步开拓营收整合工作。
从热作主营业务板块的胡椒、茶叶及热作产业链
上下游产品、基地公司周边资源产品四个方面出
发开展营收整合。

“1”是执行“一个任务清单”。结合具体工作
任务，海垦热作将根据各单位的目标任务，倒排工
期，以155表作战图、公司内部督查组检查的方式
时时推进工作进度。

海垦推进垦区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项目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垦区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超常规推进动员会在海口举行，梳理现
存问题和难点，进一步明确和落实工作时限、职
责分工、督办机制、考核方式等，部署加快推动
项目早日开工建设。

海南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目前共有5个垦
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正在推进。该系列项
目是实现乡村振兴、深化农垦改革、加快垦地融
合的重要抓手。垦区各相关部门、企业将以超常
规的决心、力度、举措，齐心协力、攻坚克难、冲
刺百日，不折不扣完成年内动工建设目标任务。

目前，海南农垦将尽快完善制定《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试点项目总体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
职能部门、专业集团、农场公司的责任分工，细
化工作任务，倒排时间节点，全面加快项目建设
各环节工作推进步伐。

同时，海南农垦各相关部门、企业将协同建
立高效工作机制，强化督查督办，加强考核指
向，做到“每天有工作、每周有进展、每月有成
效”，在5个试点项目内形成比学赶超的氛围，确
保具备开工条件的项目早日开工，应开尽开。

下一步，海南农垦将以项目建设为契机，有
效盘活农垦土地资源，探索制度集成创新，整体
推进试点项目区域内农用地整理、建设用地整
理、生态保护修复和乡村历史文化保护，优化生
产、生活、生态空间格局，促进耕地保护和土地
集约节约利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助推乡村全
面振兴。

海垦国际采购
岛内待销农产品超千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羊广）近日，临高县
多文镇，满载28吨香蕉的货车开往浙江嘉兴水果
市场。这批水果是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垦国际）向海南农垦红华农场公司职
工和周边种植户采购的。

海垦国际是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企业。连日来，该公司在多文镇，紧密对
接红华农场公司，采购当地待销农产品，并协同三
叶物流公司，畅通从田间到餐桌的运输链条，本批
已计划采购100吨香蕉。

摸清底数，海垦国际坚持“不压价、不砍价”
的原则，采购省内各地农产品，并依托产业集团
贸易、物流等资源和渠道优势，积极拓宽岛外销
售渠道。

截至目前，海垦国际已陆续从乐东、定安、文
昌、海口、临高等地采购哈密瓜435吨、菠萝蜜
550吨、香蕉28吨共计1013吨水果，分别发往武
汉、长沙、湛江、杭州等地。

海垦设计院获城乡规划
编制单位甲级资质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自然资源部官网发
布《自然资源部关于2022年第五批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甲级资质认定的公告》，公布经自然资源部审
查认定的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甲级资质认定名单，
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设计
院）位列其中。

海垦设计院获得城乡规划编制单位甲级
资质，将进一步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拓展国
土空间规划、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等新兴业务
范围。

目前，海垦设计院已累计荣获国家、省、市
级奖项上百项，拥有城乡规划、农业工程设计、
建筑工程设计、工程测绘、工程咨询、工程勘察
等6个甲级资质及8个乙级资质。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大存量
项目盘活力度，加快推进热带高效
农业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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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垦区印发“加快
复工复产、稳投资、保营收”十四条
措施（以下简称举措），从项目建设、
产业整合、内部协同和业务拓展等
14个方面加强统筹，推动旗下各部
门、各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
基础上，铆足干劲，奋力冲刺，力争
完成年度经营目标。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我省
“0801”疫情以来，海垦控股集团以党

建为引领，落实“双统筹”，强化统筹调
度，组织垦区各单位、各企业狠抓项目
建设不放松，通过推进项目建设稳经
济、促发展。

近日，为进一步加快复工复产和
经济恢复提振，海垦控股集团梳理工
作实际中存在的堵点、难点和主要症
结，面向全垦区出台“加快复工复产、
稳投资、保营收”十四条措施，旨在指
导下属单位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
时，以一揽子政策举措为实现复工达
产创造有利条件。

重点项目是产业发展的强劲引
擎，不仅是稳投资、促增长的“压舱
石”，也是加速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强心剂”。
举措着重保障重点项目的审批、

推进、储备和盘活等工作，强调必须全
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力争完成年度
目标任务。

在项目建设审批环节，海垦控股
集团将加快项目立项和变更审批，助
力项目推进“再提速”。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一方面将围
绕年度投资目标任务，制定项目倒排
工期计划，挂图作战，坚持周调度、月
通报、现场督导，及时协调解决项目问
题；另一方面将加大存量项目盘活力
度，积极扩大有效投资，通过梳理清理
中的对外合作项目，按照推进一批、开

工一批原则，重点推动南部多个项目
开工建设。

围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整合，海
垦控股集团将着重以“全产业链”整合
模式，将农业产出转化为企业营收，并
利用海南橡胶区域收购联盟机制，和
国内外投融资平台优势，做强橡胶贸
易，力争实现创收。

海垦控股集团还积极落实垦地联
动机制，拓展业务，挖掘新业态项目投
资。目前，该集团积极与海口、琼海等
市县政府对接，拓展土地综合整治项
目业务；并布局光伏发电业务，快速推
进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光伏发电项
目，寻找新的营收增长点。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总部将切实
做好资金保障，发挥资金撬动作用，根
据下属企业经营和投资资金需求，指
导其用好金融政策，充分利用融资渠
道，及时调度资金缓解企业资金紧张
难题。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垦
控股集团各部门、各下属企业纷纷加
强组织领导，各级党委班子成员坚定
信心，高度重视企业年度目标，围绕

“能力提升建设年”“查堵点、破难题、
促发展”“揭榜挂帅”等活动，落实责
任，倒排工期，加强督导，做到党委主
要领导亲自抓，责任领导具体抓，相关
部门协助抓，全面实现年度目标。

海垦出台“加快复工复产、稳投资、保营收”十四条措施

铆足干劲奋进 冲刺年度目标

海南农垦企业多举措推进复工复产

加足马力赶工期 千方百计促增长

日前，在位于儋州市那大镇的海
南橡胶旗下子公司海垦宝橡林产集团
宝联加工厂车间内，工人陈友文在做好
防疫措施后，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施工。

“现在加工厂主要对宜家FSC
‘零添加’橡胶木刨光材和定制料产
品进行生产加工。”海垦宝橡林产集
团生产技术研发部部长郭雄彬介绍，
加工厂自9月8日局部复工以来，通
过强化闭环管理、防疫消杀、监测登
记、物资保障等举措，加快推进订单
保质保量完成。

“宜家FSC‘零添加’橡胶木刨光
材订单的产品质量标准高，交期紧，耽
误不得。”郭雄彬告诉记者，近期，宝联
加工厂采取超常规的方式，倒排生产计
划，多措并举，一方面公司积极与原木
供应商对接协调原木采伐和供应事宜，
确保原木货源供应不断档；另一方面认
真梳理工艺流程，进行工段优化调整，

利用闲置设备增加生产线，提高产能效
率，选好新的增长点，力争把因疫情耽
误的生产缺口最大限度抢回来。

日前，在黑龙江省抚远市的蔓越
莓产业项目招商合作发展座谈会现
场，海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旗下企业海南海垦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国际）签下了
2000万元的蔓越莓合作发展及销售
订单，推进国内蔓越莓市场的发展。

“越是关键时期，越需要专注产
业链条，寻找经济新增长点。”海垦国
际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黄静介绍，
近年来，海垦国际大力发展农产品和
进出口贸易业务，不断探寻新方向、
解锁新赛道、拓宽产品多元化渠道。

“当前拼项目、搞建设的冲刺阶
段。”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集团将持续发力，进一步添举措、
扩范围、加力度，从出台举措、解决实

际问题等入手，解决项目建设共性化
问题，并进一步强健产业链条，以点

带链，寻求经济新增长点。
（本报海口9月23日讯）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许小令 唐小华 韩槟光

9月23日，位于海口市龙华区的宏达商城项目现场，戴着口罩和安全帽的工人们忙碌施工，力争保障项目一期工程按时按质完
成。不远处，施工机械有序作业，现场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海南农垦各大建设现场，复工复产正在进行时。在持续做好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企业复工复产更考验智慧和耐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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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有序加快企业复工复产步伐，保障产业链有序运行，力争完成年度营收任务。

多措并举
按下“加速键”
发挥项目的“引擎”作用，海南

农垦各企业正严抓疫情防控，推进
工程进度，力促重点项目建设加速
度、赶进度，全力以赴全面冲刺全年
目标任务。

机械轰鸣，车辆穿梭……连日
来，在海南农垦各项目现场，工人们
夜以继日，紧张有序推进生产建设。

“落实‘双统筹’，全力推进复工
复产，考验着企业的冲劲和韧劲。”在
宏达商城项目现场，海南省农垦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建工）
现场工地负责人郝春龙介绍，连日
来，该项目满负荷建设，力争推进一
期工程开始进入完工验收阶段。“同
时，我们采取多线推进作业，提前启
动房屋装修材料品牌选样工作，为后
期定样、封样及装修施工做准备。”

连日来，海南日报记者走访看到，
随着复工复产工作的推进，项目建设
按下“加速键”，在物流运输、人员储
备、产业链配套等方面也逐渐凸显。

“未雨绸缪，在推进项目建设的
同时，也要为后续需求做好保障。”
海垦建工集团工程技术部部长李武
人介绍，目前，海垦建工全力推进

“加速度、保营收、保利润”专题工
作，将生产经营季度、月度计划细化
调整至周计划，要求各项目部要迅
速结合实际调整、优化施工方案，确
保项目工程质量、工期和安全。

“针对本轮疫情，企业制定了精
准疫情防控措施，确保防疫、生产两
不误。”李武介绍，在疫情发生之初，
海垦建工就做好生产物资、人员储
备等各方面工作，与属地政府全力
联动，及时打通各项“堵点”，让项目
建设没有后顾之忧。

为了保障项目建设“加速度”，
海垦建工抽调精兵强将组建项目团
队，派驻专业水平高，管理能力强的
管理人员，全力支持项目建设，并提
前在湖南、四川等地储备了专业工
人1000余人。

“为了‘三班倒’抢抓进度，我们
提前做好夜间施工保障。”海垦建工
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该集团在
各项目现场增加机械设备及现场照
明设施，安排夜间施工，并做好雨天
施工的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克服雨
水天气的不利影响。

截至目前，海垦建工集团已在
迈湾、天角潭水库移民安置点工程
项目投入施工机械设备136台，主
材钢筋约920吨，混凝土约6400立
方等；派驻150名管理人员和施工
人员638名；投入三亚装配式建筑
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设备79台，派驻
施工人员153名；投入宏达商城项
目工地施工设备13台；施工人员
690名。

不仅是海垦建工，在推动复工
复产的背景下，海南农垦多家企业
按下了“加速键”。

重点项目建设有序复工，更离不
开各级政府部门的纾困解难。而在
项目建设中，海南农垦企业更是与各
级属地政府建立紧密的垦地联动合
作机制，汇聚发展合力，跑赢“障碍
赛”，推动项目尽早建成投产。

近日，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
城镇，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项目现场，工人们正顶着炎炎烈日细
心对尖蜜拉、冰淇淋果等珍稀果树进

行割除杂草、淋水施肥等作业。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属地政府

是我们坚实的后盾。”海南农垦南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
繁）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在项目推
进前期，就得到了保亭县委、县政府
大力支持，通过绿色通道，极简审批
等手段加快建设进度。

海垦南繁与保亭县政府建立紧
密的垦地联动合作机制，共同成立项

目联合工作组，双方实施进度实时汇
报制度，及时沟通项目进度以及建设
重点、难点。碰到问题时，第一时间
便召集现场会，实地勘察，确定解决
思路。同时，双方还指定项目对接专
员对接，随时协调解决问题，助力项
目推进。

例如，为应对项目建成后电压不
足，不能带动设施运营问题，海垦南
繁与保亭供电局积极协商后，增加至

三个电源接驳口。同时，该县水务服
务中心也积极指导项目园区外围供
水、排污点设计，有效推动了项目给
排水工作。

垦地融合，为项目汇聚动能。复
工复产以来，海南农垦各企业，通过
积极与各市县洽谈对接，建立联席工
作机制以及项目联合工作组等多种
形式，汇聚发展合力，共同推进项目
建设。

垦地联动 跑赢障碍赛

以点带链 寻求新增长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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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农垦各大建设项目现场，复工复产加快推进。图为宏达商城项目航拍。

工人在宏达商城项目建设现场进行植被栽种工作。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封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