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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栋
梁）10 月 11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白马岭，由相关政府部门、科研院校
和企业组成的联合调查小组深入林
区，联合开展海南大叶茶种质资源调
查工作。

在白马岭，调查小组探访森林深处，
找寻海南大叶种茶树。科研人员在现场
细心测量、记录古茶树分布的海拔、土
壤质地、坡向以及树高等信息，并对其
地理分布、生长情况、生长环境以及物
理性状进行分析，并对茶树进行了叶片
标本采集工作，用于海南大叶茶起源与
进化研究。

据了解，海南大叶茶种质资源调查

工作于本月10日在白沙启动。海南省农
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共3家科研机构，联合政府
部门和省内茶企共同派出多个调查小
组，将分别在白沙、琼中、五指山等多个
市县开展调查、采样工作，逐步了解海南
大叶茶分布及特征性状，为保护、利用好
大叶茶树资源提供依据，服务海南大叶
茶产业发展。

作为我省热作龙头企业，海南农垦
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参与和推进
该项工作，并与各大科研机构加强联动，
为海南大叶种古茶树种质资源保护和优
异资源发掘利用，以及市场化产品研发
工作奠定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
海南农垦资本运作动作频频。10月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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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发
行2022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是
海南自贸港首单引入境外投资者公司
信用类债券。

据了解，本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
“22海南农垦SCP003”，发行人为海

垦控股集团，牵头主承销商及簿记管
理人为中国光大银行，联席主承销商
为招商银行。

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2.5亿元，
发行期限为 270 天，信用等级为
AAA，主要用于补充海垦控股集团经
营流动资金，以满足企业日常生产经
营的资金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该支债券为海南

自贸港首单引入境外投资者公司信用
类债券，是继今年7月海垦控股集团
发行全国首单自由贸易港专项公司债
后又一笔金融创新的实践成果。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超短期融资券这项新的融资工具将
更好地满足经营流动资金需求，是集
团现有融资工具的有效补充。

本次“22海南农垦SCP003”的成

功发行，不仅是该集团探索金融创新
的重要举措，将优化企业融资结构，提
升融资便利度，有效降低综合融资成
本，更将进一步健全多元化投资者队
伍，帮助海南农垦在资本市场建立良
好形象和提升知名度。

近年来，海垦控股集团紧紧把握
海南自贸港建设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利用多层次资本

市场工具，探索通过不同路径、不同方
式开展市场融资，此前已实现海南省
属国有企业发行可交换公司债券和境
外债零的突破。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继续探
索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工具，充分发
挥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平台融资功能，
全力推动海南农垦高质量发展，更好
地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

海垦发行2022年度第三期超短期融资券
为海南自贸港首单引入境外投资者公司信用类债券，发行规模2.5亿元

海垦东路
美丽乡村建设项目竣工

本报文城10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黄闻涛）海南日报记者10月13日从海南农垦东
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获悉 ，该公司美
丽乡村建设项目已竣工验收，并正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该项目位于东路农场公司六队、十四
队，于2021年11月下达专项资金并正式立项，今年
2月16日正式开工，累计完成投资280万元。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有文化室建设、混凝土路面浇筑、入口
铭牌安装、文化墙宣传栏连廊建设、墙绘、挡土墙等。

该项目的建设进一步推进了人居环境改善、
乡村有效治理以及产业发展，促进了场队环境新
变化，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感。

海垦东路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公司将在属地
政府支持下，深化垦地融合，持续通过美丽乡村建
设逐步完善生产队的公共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环
境，增强广大职工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海垦龙江整合资源
推进白沙红橙购销

本报牙叉10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陈少波）10月13日，白沙黎族自治县七坊镇，海
南农垦白沙红橙标准化种植基地，橙果飘香，采摘
在即。连日来，为应对即将到来的采摘季，海南农
垦龙江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龙江）组织当地果
农抱团闯市场，做好红橙购销工作。

为此，海垦龙江成立了产量统计、加工品控、果品
购销等多个专项工作小组，研究分析市场需求、果品
行情、客户资源等，组织周边农户召开专题会议，讨
论价格设定、营销策略、客商对接、品牌推广等工作。

据了解，海垦龙江将作为牵头人，整合红橙资
源，组织周边农户共同闯市场。同时，该公司将利
用好已有的专业化分选设备，将红橙分级分类，面
向不同市场进行销售，以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加强
品牌建设，促进当地乃至白沙县红橙产业的发展。

拓展销路

三亚天涯区与海垦立才
将建协同长效工作机制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梁晓琪）近日，海
南农垦立才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立才）与三亚
市天涯区举行垦地融合座谈，共同探索建立垦地
融合发展协调新机制，初步达成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成立工作专班的意向。

座谈会上，垦地双方围绕南岛片区产城融合、
场部新农场试点建设、乡村振兴建设试点、垦区职
工居民住房报建、警保联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配套建设等垦地融合过程中需要相互协调解决的
事项开展深度交流。

下一步，双方将持续贯彻落实垦地融合政策，
并强化专班组织领导，加强垦地沟通协调，明确垦
地融合的工作事项、目标和责任，建立健全“一月
一调度”垦地协同长效工作机制，确保垦地融合工
作制度化、常态化和持久化。

海垦商贸物流推进
农产品物流运输业务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道磊）近日，海
南农垦商贸物流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下属海南三叶
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叶物流）与海
南海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两家企业，邀请资深农
业专家团队，共同座谈研究农产品采购、加工、运
输等事项，并组成调研组前往省内各市县农产品
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调研考察。

在琼中、乐东、白沙等地的农产品种植基地，调
研组详细了解绿橙、芒果、火龙果、香蕉等农产品的
种植管理、种植规模、产量、销量、价格，以及加工、包
装流程等情况，并洽谈农产品的运输合作业务。

下一步，三叶物流将与垦区兄弟单位协同开
展农产品的分拣、包装、装车和运输等业务，并逐
步面向全岛开展专业化物流运输一体化业务。

海垦东新食用菌种植基地
项目计划年内竣工

本报万城10月13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张晓玲）10月13日，万宁市长丰镇，海南农垦东
新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新）食用菌种植基地
项目现场，工人来回穿梭，有序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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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5栋钢结构生产
厂房已建设完成，工人正推进生产厂房屋面板及
外墙板安装等工作。项目整体建设进度达80%，
力争12月上旬全面竣工并试投产。

据了解，受疫情影响，此前项目施工专业人
员、机械、材料等难以顺利进入工地，影响建设进
度。为了抢抓进度，海垦东新着重解决项目建设
施工待料问题，积极与属地政府对接，协调重点项
目物资运输事宜，保障了100多吨建筑材料和10
多名专业施工人员成功到位。

海南开展大叶茶种质资源调查收集行动

收集种质资源 助力保护开发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在紧锣密鼓
推进水库移民安置点项目建设之余，
还加强垦地协同联动机制，融入属地

“五网”设施设备配套，确保移民“搬得
出”“住得下”。

在此基础上，各相关市县和海南
农垦各企业将以提升移民村居民生活
水平为抓手，完善周边基础设施，进一
步提升移民群众幸福感。

在距离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垦区
移民安置点（西联项目）项目不远，西
联百年胶园自成风景。走入其中，高
大挺拔的橡胶“鼻祖母树”遮天蔽日，
秀丽挺拔。

今年，海南农垦将“打造西联百年
胶园”作为“揭榜挂帅”任务有序推进，
儋州市将联动西联农场公司，充分发
掘百年胶园蕴藏的丰富人文价值和独
特资源等。

“我们结合自身实际谋划相关
产业，计划通过百年胶园的建设，带
动周边文旅产业发展，为移民提供
适合岗位，进一步推进乡村振兴。”
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王波此前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该公司在推进该项工
作之初，便广泛开展意愿调查，制定
移民生产安置实施方案，做好移民
档案管理工作。

海垦控股集团负责人表示，垦区
各相关单位在推进水库移民安置项目
建设过程中，将以产业兴旺为目标，深
化垦地融合，充分发挥海南农垦产业
优势，统筹抓好垦地发展规划和用地、
产业融合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相
关工作，实现移民“搬得出、稳得住、能
发展、可致富”的目标。

（本报那大10月1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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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隆隆……”10月12日晚上，夜幕低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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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一片热闹景象——各类
施工机械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挥汗如雨地作业。

这是海南农垦企业积极推进迈湾、天角潭水利枢纽
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项目建设的生动写照。各相关企业
通过党建引领、轮班作业、多线推进等多重举措抢抓工
期，推进项目建设，力争按计划节点完成建设任务。

夜色四沉，工地里却灯火通明、
热火朝天，施工人员紧张而有序地
忙碌着……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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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班作业、昼夜奋战的
景象不少见。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在12月31
日整体竣工验收，然而受我省疫情以
及连日来雨水天气影响，建设进度存
在一定程度的滞后。

“为了抢回进度，我们主动打起
‘加时赛’。”该项目业主单位海南农垦
八一总场公司相关负责人蔡洋介绍，
连日来，在做好疫情防控前提下，该项
目24小时满负荷施工。

“加时赛”不仅是满负荷施工、轮
番作业，还体现在干部、工人主动放
弃节假日，驻守在工地上。“工期紧
张，大伙主动放弃休假，就为了项目
建设快点，再快点！”八一总场公司经
管部部长金维真介绍，300多名项目
管理人员、施工人员不仅在平日的周
末，连刚过去的“十一”黄金周都“扎”

在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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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部成立了临时党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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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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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该项目整体进展稳步向前，
其中南正东苑房屋基础开挖共计44
栋、房屋砖基础浇筑共计35栋完成
100%；南正西苑挡土墙已完成基础
施工，临时设施已全部完成，房屋砖基
础共计60栋、房屋地圈梁共计44栋
完成100%。

10月13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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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建设场景同样火
热——施工机械向地基中倾倒水泥砂
浆，工人迅速推平，各环节严丝合缝，
配合默契。

“现场施工需要配合默契，项目的
推进同样需要多方合力。”该项目建设
单位海南农垦西联农场公司副总经理
符冠豪介绍，连日来，为推进建设进
度，项目各方梳理流程，创新方法，进
一步提升效率。

据了解，国庆假期前，西联农场公
司便联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管单
位通过现场推进会的形式，合理确定
工期和规范工期管理，并协商决定由
施工单位派出专人专职负责跟踪项目
进展，确保项目如期推进。

“汇聚合力，破解难题，我们解决
了人员、物资、施工计划等多方面堵
点。”符冠豪介绍，此前，该项目工地只
有170多名工人，经过多方协同，已增
至近300名施工人员。

此外，各方协同将项目工地按进
度划分为4个区域，保证不同工种的

工人能够同时在项目上施工，有效加
快项目进度。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截至10
月 3日，该项目土方平整已基本完
成，挡土墙已完成91%，临时设施已
全部完成；统建房基础土方开挖60
栋，基础垫层浇捣 23栋，条形基础
浇捣46栋。

“9月中旬，施工、业主、监理、代
管各单位便协同办公，对项目疫情防
控、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工作进行提
前部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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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工单位海垦建工集团工程部部长李
武表示，连日来，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垦
区移民安置点西达项目、中坤项目现
场，近600名管理人员、施工人员放弃
休息，坚守岗位，严把质量关，确保项
目按时序推进。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集团通过保障物资，优化施工流程
和加强垦地协同等举措，汇聚合力，解
决海垦各企业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
将措施落细落实，为企业解决后顾之
忧，加快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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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小组科研人员现场采集分析

大叶茶种质资源。

② 海南大叶茶茶树幼苗。

③ 小组科研人员仔细查看茶树

幼苗。

④ 海南大叶茶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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