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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与海垦控股举行座谈
就人居环境整治等深入交流

本报讯（记者邓钰）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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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白沙
黎族自治县开展垦地融合座谈会，围绕国土空间
规划、土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历史遗留问
题处置、重大项目实施与产业发展等方面进行深
入交流。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集团正
积极贯彻“推进城乡及垦地一体化协调发展”的
部署要求，围绕新农场建设目标，盘活存量土
地，推动人居环境整治和土地集中集约高效利
用，进一步完善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加快打造垦
地融合试点示范点。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
积极对接白沙各级政府部门，协调推动产业融
合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各项工作，希望白沙
能将垦区辖区企业纳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一盘
棋统筹。

白沙相关负责人表示，多年来，白沙与海南农
垦在发展中形成“垦地融合一家亲”的良好局面。
白沙将把垦区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垦地融合的重要
工作，积极推动垦地双方在人居环境整治、农业产
业合作。

文昌与海垦东路推进
垦区土地资源规范化管理

本报讯 （记者邓钰 通讯员李小卉）日前，
文昌市农委办牵头，组织市资规、东路镇等部门
和海南农垦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东路）
在文昌市东路镇举行垦地融合联席会议，梳理
难点、堵点，推动垦区土地资源规范化管理。

据了解，2022年以来，海垦东路以垦地融合
为重要抓手，加快推动收回2217亩被占土地。下
一步，文昌各相关部门将与海垦东路加强联动，以
法律为准绳，妥善处理土地问题，加强沟通，理清
脉络，更好推动地方稳定与发展。

大岭苗木产业园建设
提前完成各时间节点目标

本报牙叉10月20日电（记者邓钰 通讯员
陈少波）海南日报记者10月20日从海南农垦龙
江农场公司（以下简称海垦龙江）获悉，该公司加
快推进大岭苗木产业园项目建设，提前完成各时
间节点目标。

大岭苗木产业园是海南农垦今年“揭榜挂
帅”的重点项目之一，位于白沙黎族自治县荣邦
乡大岭居。今年以来，海垦龙江梳理建设过程中
的难点、堵点，在做好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的前提
下，抢抓时间节点，高速推进项目建设。目前，项
目建设接近收尾阶段。该产业园已引种干尧榴
莲、凤梨释迦果等1.2万余株新奇特种苗，自主培
育苗木嫁接种植5.69万株，销售苗木9万株。

垦博与垦中共建
“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吴运霞）近日，海
南农垦博物馆与海南省农垦中学“大思政课”实践
教学基地在海南农垦博物馆揭牌。

下一步，双方将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校
园文化建设、劳动教育等方面开展交流，助推
博物馆文化教育和社会服务功能进学校。双
方还将依托基地创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为
学生提供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和场景教
学的平台。

据了解，海南农垦博物馆（海垦知青博物
馆、天然橡胶博物馆）是一家“三馆合一”的国
有综合性行业博物馆，现为国家三级博物馆。
今年 8月，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公布首批453
家“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海南农垦博物馆
名列其中。

海垦控股集团前三季度实现汇总营业收入194.99亿元，累计利润总额6.6亿元

勠力同心抓项目 全力以赴促发展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海垦控
股集团将全力推动项目建设、营
收整合、垦地融合、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等重点工作和任务，全力
冲刺2022年度目标，并提前研判
经济形势，做好全面预算管理，
着力加快项目谋划和申报工作，
持续深化农垦“后半篇”改革，为
明年各项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奠
定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

合发展”等，让海南农垦人深受鼓
舞，也为海南农垦人指明了下一步
发展方向。

“作为我省最大省属国有农业
龙头企业，海垦控股集团将以更积
极的作为，融入海南自贸港建设热
潮。”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海
垦控股集团将着力创新体制机制，
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激发企业
内生动力。

百尺竿头思更进，策马扬鞭自

奋蹄。站在新的起点，海垦控股集
团将迈出更坚实步伐，持续做好农
垦改革“后半篇”文章，全力推进垦
地融合发展，统筹推进新农场建
设、垦区人居环境整治、全域土地
综合整治等重点工作，推动海南农
垦高质量发展。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将牢记农
垦姓“农”，坚决扛起天然橡胶、南
繁育种、热带果蔬引种、保供稳价
的责任担当。

（本报海口10月20日讯）

■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杨光

顶住新冠肺炎疫情压力，全
面企稳、稳中有升！这是海南省
农垦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垦控股集团）第三季度
经济数据释放出来的积极信号。

近日，海垦控股集团交出今
年前三季度成绩单：1月至9月，
海垦控股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
入194.99亿元，累计利润总额
6.6亿元，实现经营状况总体平
稳、稳中有进，产业动能持续增
强……

今年第三季度，为应对
“0801”疫情影响以及国内外经
济下行等压力，海垦控股集团出
重拳、多措施、稳经营、图发展，
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

如今，这份应对风险挑战的
发展“答卷”仍在书写，海垦控股
集团将站在新的起点，学习贯彻
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力争完成
全年度经营发展目标，积极谋划
明年及未来发展的各项工作，谋
求高质量发展，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贡献海垦力量。

经营数据看“量”还要看“质”，
读“形”更要读“势”。

1月至9月，营业收入194.99
亿元，累计利润总额6.6亿元……
相较2021年，海垦控股集团两大
主要营收数据皆实现同比增长。

这份成绩来之不易。今年第
三季度，面对突如其来的“0801”
疫情，海垦控股集团带领旗下各企
业战疫情、稳生产、保供稳价，兜牢
民生底线。

今年八、九月，受疫情影响，我
省不少农业生产企业遭遇市场订
单减少、生产经营成本增加、流动
资金紧张等困境，更面临着物资紧
缺、物流运输难、招工难等问题。

“复工复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
工程，需要用好各项举措精准发

力。”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第三季度以来，集团通过制定
出台“加快复工复产、稳投资、保营
收”十四条措施，加强与属地政府
合作，通过强化服务等多项举措，
从科学指导、物资保障、协调各方、
化解矛盾、舆论宣传、监督奖惩等
方面着力，全力以赴推动复工复
产，积极保障垦区企业稳定生产。

号令即出，动若风发。在海南
农垦各大农业生产、项目建设的现
场，人员穿梭、机械轰鸣，铺陈一幅
幅紧张热烈的生产景象：

——完善制度方案：在屯昌南
坤镇，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垦区移民
安置点（中坤项目），建设单位海南
农垦建工集团第一时间启动疫情
防控应急预案，建立工作日报机

制，同时开展专项检查与应急演
练，为疫情防控提供制度保障；

——完善人员储备：在儋州市
那大镇，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垦区
移民安置点（西联项目），项目多方
汇聚合力，破解难题，解决了人员
短缺、物资紧张、施工计划被打乱
等堵点，施工人员从170多名增至
近300名；

——做好物资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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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现场，
海垦南繁产业集团为保障项目施
工进度，积极对接协调保亭有关部
门，办理通行证，开设绿色通道。
同时，吸纳本地工人，在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基础上抢工期、抓进
度，多举措加快项目建设……

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是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越是关键
时刻，产业链、供应链越不能“掉
链子”。

今年八、九月期间，新冠肺炎
疫情打乱了我省天然橡胶产业生
产加工节奏。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橡
胶）统筹旗下遍布全省各地的基地、
生产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
从生产、加工、销售等产业链环节发
力，确保橡胶产业发展不掉“链”。

“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疏通物
流堵点，产业发展才能不‘卡’在半
路上。”海南橡胶相关工作负责人
表示，稳链只是第一步，畅链同样
不可或缺。而稳链畅链并不是简
单的复原，还应找准方向、转换动
能，寻找发展新机遇。

这并非孤例。今年以来，海
垦控股集团坚持“农垦姓农”，持
续深化优化“八八”战略，进一步
强链条、增后劲、转型升级，积蓄
发展动能。

今年1月至9月，一组数据引

人关注：海南农垦各产业集团（含
集团本部）累计利润总额4.9亿元，
同比增长4.31亿元。

“这说明海南农垦产业动能
持续增强。”海垦控股集团战略企
划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健全
农业全产业链，构建现代化产业
集群等举措，海南农垦旗下天然
橡胶、南繁育种、热作农林等八大
产业发展基础进一步夯实，产业
集聚渐成势头，南繁、果蔬等7家
产业公司1月至9月的营业收入
同比翻番。

今年以来，海南农垦各企业频
出新招：

9月28日，海南寰球农产品拍
卖中心（以下简称农拍中心）采用

“荷兰式拍卖”，首次试拍中，共3
类农产品累计完成拍卖成交数量
193吨，成交金额约246万元，打
通了全产业链中销售这一关键环
节。这是海垦控股集团创新发展
农产品贸易，探索农产品交易新模
式，做强做优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
积极尝试；

海垦控股集团组织旗下果蔬、
南繁、商贸物流等产业集团，推进
全球热带果蔬产业化项目，通过建
设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寰球农产品拍卖中心、全球热带果
蔬推广示范基地等多个子项目，打
造集热带果蔬引种、种植、推广、交
易为一体的产业链条，推动海南农
垦产业转型升级和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提质增效；

海垦控股集团旗下各产业
集团和农场公司积极推进营收
整合工作，尤其是乌石农场公
司把传统农产品交易模式从

“零散种植户—批发商”调整为
“组团平台方—批发商”，整合农
产品资源，搭建农产品交易平
台，发展橡胶等农产品集采集配
和保障业务……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围绕
海南自贸港四大主导产业，补足弱
项，尤其在推进科技创新、种业发
展、建设仓储物流体系等方面下功
夫，谋划一批项目，进一步完善产
业链条，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化危为机，把握先机
落实“双统筹”逆势赢发展

找准方向，转换动能
建设现代农业产业集群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
谋求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海南橡胶种苗分公司举办
橡胶树籽苗芽接技术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曾凌红）10月8日
至18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橡胶）种苗分公司在位于澄迈县的
红光种苗基地，开展为期10天的橡胶树籽苗芽接
技术培训，大力推广及应用籽苗芽接技术，丰富企
业橡胶种苗育苗类型，加强科技支撑，提升公司的
育苗能力。

此次培训特别邀请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橡胶
研究所种苗中心专家开展理论授课与实操培训。

据介绍，培训班推行理论联系实际教学，深入
一线，直接面向籽苗芽接工传授技术操作要领。
现场气氛活跃热烈，种苗基地芽接工及周边农户
技术人员共30多人参加。

下一步，海南橡胶种苗分公司将通过相关技
术的集成应用，积极推动良种苗木繁育标准化，为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升级发展提供种苗保障。

本报保城10月20日电 （记者
邓钰 通讯员杨宇鑫 王群）10月20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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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
称博览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工人挥
汗如雨，正在有序施工作业，全力推
进项目建设，目前博览中心销售与展
示中心已初具雏形。项目建成后将
有效推动当地热带农业现代化发展，
加强农业科技成果引进和转化工作，
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博览中心是保亭与海南
农垦合作的重点工程。自项目开工
以来，各方科学合理安排工期，采取
措施克服不利因素影响，铆足干劲、

开足马力加快项目建设，预计明年3
月试开园。

在博览中心施工现场，工人们正
忙着进行钢结构的基础垫层施工作
业。“自项目开工以来，我们采取了定
任务、定目标、定方案的有效措施，每
天有百名工人驻场施工，确保项目保
质保量完成。”博览中心指挥部副总
指挥钟建海介绍，项目被拆分为九部
分，科学合理安排工期，多线施工，加
快推进建设。

目前，销售与展示中心区域进度
较快，预计今年11月底可完工。同
时，项目配套“五网”工程也在紧锣密
鼓推进中。

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
预计明年3月试开园

2022年前三季度
海垦控股集团实现汇总营业收入

194.99亿元

同比增长8.5%
累计利润总额6.6亿元

同比增长0.6%
各产业集团（含集团本部）

累计利润总额4.9亿元

农场公司累计利润总额 1.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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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西联）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抢抓工期，掀起建设热潮。 (海垦控股集团供图)

图为七仙岭全球热带水果博览中心项目建设现场。 通讯员 蒙胜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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