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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企业联手推进
西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劲州）近日，海
南农垦西联全域土地综合整治试点项目工作交流
会在儋州举行。该项目是海南农垦年度“揭榜挂
帅”项目，是改善垦区人居环境以及推进垦地融合
的重要抓手。

会上，海南农垦自然资源公司、西联农场公
司、海垦实业公司和海南省农垦设计院有限公司
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问题、解决路径、投资收
益，以及下一步工作安排等进行深入探讨，并实地
调研新盈胶厂集中居住点建设项目、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项目及新盈合罗队土地综合整治（一期）
项目地面清表工作进展情况。

下一步，海南农垦各单位将尽快解决项目推
进中存在的堵点问题，加速完成西联全域试点范
围内村庄规划的编制；要根据西联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项目试点牵头实施主体的调整情况，尽快完
成西联平台公司的股权调整，构建权责清晰的工
作体系，形成内部合力，推进项目动工建设，落实
年内重点工作目标任务。

本报海口11月6日讯（记者邓
钰 通讯员陈曦）积极对接垦区各重点
项目的融资需求；为垦区热带特色高
效农业的营收整合做好金融服务……
11月5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农垦
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财
务公司）获悉，该公司制定金融支持垦
区“加快复工复产、稳投资、保营收”的
九项措施，切实做好资金结算及信贷
支持保障工作，助力海南农垦各企业
在重点项目建设、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营收整合等各项工作。

为更好发挥金融支持作用，海垦
财务公司今年上半年已推出金融支持
成员企业纾困解难和产业发展的八条
措施，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相关成员
企业，在财务公司存量的经营性贷款
采取了下浮利率、免收利息等措施予
以支持，1至10月已经累计减免息费
819万元，其中免除贷款利息397万

元，下浮利率减免145万元，免除应加
收的利息278万元。

第四季度，海南农垦各企业多措
施、稳经营，在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
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和产业发展，全力
冲刺2022年度经营目标。连日来，海
垦财务公司深入垦区多家企业和重点
项目，以“一对一”精准化服务，实地了
解产业和企业金融服务需求，跟踪了
解重点项目进展，助推垦区实体经济
发展。

在此基础上，海垦财务公司在金融
能力建设领域贯彻落实我省“能力提升
建设年”活动要求，进一步制定金融支
持垦区“加快复工复产、稳投资、保营
收”的九项措施，进一步助力推动垦区
企业重点项目建设、加大盘活存量项目
力度、扩大有效投资、保障资金供应。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九项举措
分别围绕信贷业务支持、结算业务支

持、提高风险防范、管理和加强统筹协
调四大方面发力，力争更好发挥金融
对疫情防控工作和实体经济的支持作
用，保障金融供给，切实帮助垦区企业
降低投融资成本和保障项目建设融资
需求，尤其在支持垦区重点项目建设
方面，海垦财务公司积极跟进海南农
垦重点项目审批、建设进度，组建重点
项目融资专班，项目分解落实到具体
责任人，由信贷专员对接垦区各重点
项目的融资需求，按周对重点项目进
行走访或联系，实时了解项目进度，靠
前做好融资保障。

同时，该公司采取开立保函、信用
证等多种措施，减轻相关企业财务负
担，同时加快资金拨付力度，保障安置
资金按时足额到位，同时针对部分重
点项目，精准制定融资方案。

针对今年垦区重点推进的热带特
色高效农业营收整合工作，海垦财务

公司提供包括不限于循环流动资金贷
款、固定资产贷款、保函、代开信用证、
票据承兑、贴现、融资保理等“一揽子”
金融产品与服务方案，满足垦区各企
业营收整合需求。

当下，海南农垦正处于产业结构
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中，海垦成
员单位对于企业发展中金融资源的配
置，都有明显的需求。海垦财务公司
长期以来围绕海垦集团战略部署，积
极为垦区产业发展、项目建设提供特
色金融服务。

下一步，海垦财务公司将紧紧围
绕海南农垦“四梁八柱”产业定位，因
势利导为垦区成员单位提供多样化、
精准化的金融服务，持续做好项目融
资规划、创新业务、客户沟通联系等长
期性服务工作，继续加大减费惠企举
措，助力受疫情影响的垦区企业纾困
解难，为海垦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海垦红明建设652亩
标准化荔枝种植基地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林宝华）近日，海
口市琼山区大坡镇，海南农垦红明652亩标准化
荔枝种植基地项目现场，机械轰鸣翻垦，多名工人
拉线定标、逐行钻穴，几辆农用车在园里卸农家
肥，一派赶工期抓生产的繁忙景象。

据了解，该项目地块原种植龙眼，因管理不
善，导致龙眼园弃荒。为盘活资产，依法管理好国
有土地，今年初，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以下简
称海垦红明）通过充分调研和广泛征求意见后，决
定把地面附作物进行更新，开辟652亩荔枝标准
化种植基地，并多次现场办公，明确完成时间表和
要求，确保建设进度。

截至目前，该基地已全面完成了园地清理、翻
耕、定标、挖穴、备肥、备苗等前期准备工作。预计
11月中旬，可全面完成625亩“妃子笑”品种的荔
枝种植计划，种植株数将达到2万多株。

海垦两款茶叶获全国奖项
本报讯 （记者邓钰）近日，中国茶叶学会

2022年茶叶品质评价（第一阶段）结果公布。海
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
作）旗下金鼎牌“金鼎红茶”茶样和白沙牌“白沙毛
峰”茶样分别获评五星名茶品质标准和四星名茶
品质标准。

为进一步助力茶业高质量发展，促进茶叶品
牌提升，中国茶叶学会已连续四年开展茶叶品质
评价工作。在本阶段评价过程中，中国茶叶学会
共收到委托茶样208只，包括绿茶77只、红茶57
只、乌龙茶12只、白茶31只、黑茶17只、黄茶3
只、特种茶11只。

其中，海垦热作旗下金鼎牌“金鼎红茶”茶样
和白沙牌“白沙毛峰”茶样脱颖而出，分别获评五
星名茶品质标准和四星名茶品质标准。

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表示，专家评审能让企
业全面了解产品在相同茶类中的品质水平，并根据
评价意见，进一步改进工艺，提升品质。下一步，该
集团持续专注于提升产品品质和市场竞争力，擦亮
海垦茶叶品牌，推动茶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金垦赛博一项目
荣获省科学技术奖

本报讯 （记者邓钰）日前，我省发布关于
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公布60
项荣获2021年度海南省科学技术奖的成果，其中
由海南金垦赛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
垦赛博）、海南大学和江苏双利合谱科技有限公司
合作研发的“高光谱信息融合的海南橡胶高效无
损诊断技术与设备集成应用”项目，荣获2021年
省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海南日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是金垦赛博以
数字化农业为抓手，在遥感动态监测上的一次技
术性创新。未来，该项目成果的应用场景主要是
智慧农业，以高光谱影像的丰富信息数据，为环境
遥感、精准农业、物种分类、农林遥感等研究提供
有效支撑。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农垦在农业生产、企业
运营管理等方面，加快物联网、区块链、数字贸易
等技术应用。金垦赛博依托海垦优势资源，以土
地资源信息化管理为核心，积极为海垦建设大数
据平台和产业互联平台。

11月6日，在海口龙华区的
海云鞋厂宿舍区改造项目（金岭
雅居）现场，施工器械轰鸣。

10 月 29 日，该项目启动建
设。距项目开工仪式仅有一周时
间，原有老旧房屋已被拆除一空，
施工器械为开挖地基作准备。

该项目的顺利开工是海口市
探索城市更新创新改造模式的有
益实践，也是垦地联手为民办实
事、办好事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海云鞋厂宿舍区于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建成，85%以
上属于自建房，质量差、房龄长，

90%以上达到D级危房。此前相
关政策问题无法突破，改造一事
多次被延后。

2021年以来，海垦实业公司
以“查堵点、破难题、促发展”活
动为抓手，积极对接海口市相关
职能部门，得到了海口市、龙华
区两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
持，项目于今年被列入海口市城
市旧城更新试点单位。在垦地强
力推进下，海垦实业公司组建工
作专班，建立常态化工作跟踪机
制，仅用两个月时间便完成征拆
工作。

该项目建设是海南农垦企业
以垦地融合为抓手，新思路谋求
新发展的具体举措。

连日来，海南农垦上下正掀
起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热潮。
垦区各企业将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并立足

“农垦姓农”基准点，深入领会其
中“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
乡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农业强
国”等内容，持续做好农垦改革

“后半篇”文章，以新思路驱动新
发展。

（本报保城11月6日电）

海南农垦各企业多措并举，力争完成年度任务

推新品 出新招 谋新篇
■ 本报记者 邓钰

当清新甜美的绿橙，与醇香的咖啡邂逅，会产生什么滋味？近日，在海南
农垦热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旗下的母山咖啡连锁店，“橙
心橙意”绿橙果咖一经上市就受到消费者欢迎。

在儋州市那大镇，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点（西联项目）现场，海南
农垦西联农场公司创新举措，以“党建+”模式，联合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代管
单位等，加大协调力度，增派施工人员，24小时交叉施工，抢工期、赶进度，确保
项目早日完成。

……
连日来，海南农垦各企业面向市场发力推新品，在项目建设、产业发展上

频频出新招，统筹兼顾抓落实，聚焦重点找突破，全力以赴冲刺今年各项经营
目标任务。

“橙心橙意”“黄柠大咖”“西柚美式”
“厚乳椰芒拿铁”……11月6日，在位于N
次方公园的母山咖啡店，消费者黄晓扫描
店里的二维码菜单后，琳琅满目、别具一
格的咖啡新品出现在眼前。

“好看，有趣又健康。”黄晓发现，这其
中既有加入琼中绿橙的“橙心橙意”，也有
融入香水柠檬的“黄柠大咖”，以及混合了
厚乳和芒果的“厚乳椰芒拿铁”，这些结合
了本地热带水果的创意果味咖啡，别有一
番特色滋味。

这得益于海垦热作母山咖啡专班团
队的不断探索和创新尝试。今年，海南农
垦将开设25家母山咖啡作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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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
通过建设专业队伍、研发新品等举措，推
动母山咖啡打出线下品牌。

“母山咖啡，既要迎合市场需求，也要
做出农垦特色。”海垦热作党委书记、董事
长李豫此前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母山咖啡研发团队在打造新品时，
不仅重视市场口味，着力挖掘海南农垦资
源，聚焦于海南农垦的好食材，把海垦茶
叶、水果等热带作物产品运用到“咖啡+”
饮品上。

如今，经过专班团队的多轮研发，母
山咖啡店已经推出“甄选咖啡”“创意果
咖”“海岛风味茶饮”“咖啡与诗与酒”等多
个产品系列，巧妙地打造出“咖啡+”产品
体系，将火龙果、绿橙、百香果、芒果、柠檬
等热带水果以及海垦茶叶等融入其中，受
到市场青睐，尤其是俘获了一批年轻消费
者的“舌尖”。

在海南农垦，面向市场推出新品，以
新口味激活新市场的例子不止于此。

在定安县黄竹镇，海南农垦果蔬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果蔬）旗下
的豪蜜食品加工厂的装卸区，工人忙着将
新鲜制作的菠萝蜜果干、青金桔、椰浆等
热带水果产品装箱、打包、装车，货车进出
繁忙，收运产品。

连日来，海垦果蔬派出旗下相关部
门和加工厂对接市场需求，针对新茶饮
行业需求，在生产端积极研发新品，在
多地扩展原料库，进一步扩大产能，树
立品牌。

“新茶饮行业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倒逼着供应链的源头企业从小、散、乱逐
步向规模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转型。”豪蜜
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吉分析，企业从市
场中“嗅”到了发展新味。看中其中机遇，
该厂积极研发青金桔汁、椰汁和椰浆等新
品，并销往江浙沪等多地市场。

推新品
新口味激活新市场

日前，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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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忙碌作业，推进钢结构的基础
垫层施工作业。

今年9月 23日，该项目启动建设以
来，施工班组倒排工期，稳步推进，目前销
售与展示中心建设部分已初具雏形。

项目的高效推进，得益于海垦南繁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采
取超常规举措，完善机制，推动项目建设

“加速跑”。
为加快建设进度，垦地双方多次召开

项目推进会，海垦南繁紧盯时间节点，倒
排工期，科学规划，“软硬结合”。硬件方
面，将整个项目分为9个部分，安排施工人
员同步作业，并创新实行“155”项目管理
模式。

据了解，“‘155’指的是以‘一张责任
清单’理清项目建设中所有工作重点事
项；每项重点工作要明确计划、措施、节
点、责任、监督‘五个到位’；将完成进度拆
解成‘五个步骤’。”

记者了解到，园区内已全面完成园

区、主路及路边杂草灌木清除、田间主路
平整、环山行修复、挖施肥穴、果树标识
牌安装等工作，将继续做好后续抚管工
作，统筹海垦果蔬集团继续完善水肥一
体化系统规划；已完成5个外管网弱电
井砌筑，室外管网主路布管工作累计完成
860米。

目前主要建设种质资源圃、智慧智能
化苗圃、园区大门和道路、停车场、旅游设
施等内容，各项工程正有序推进，计划明
年3月开园。

下一步，海垦南繁将根据项目规划设
计方案内容，积极对接保亭各部门，及时
解决项目实施问题，统筹建设单位按照时
间节点施工，确保项目有序推进。同时，
继续组织人员开展岛内外考察学习及引
种工作。

这并非孤例，抢抓建设进度，海南省
农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创新举措，加强调
度和督导，在落实“六个一”制度的基础
上，建立“红、绿”双色过程管控机制，对快
于节点推进的项目标绿，慢于节点的标
红，并对其每日督促。

出新招
新举措获得新成效

谋新篇
新思路驱动新发展

海垦财务公司
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

相关成员企业

1至10月

已经累计减免息费819万元

其中免除贷款利息397万元

下浮利率减免 145万元

免除应加收的利息278万元

海垦财务公司推出九项助企措施

前10月已累计减免息费81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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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角潭水利枢纽工程移民安置点（西
联项目）现场，工人们赶工期抓进度，一派
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郭祺 摄

三叶物流与海汽贵宾车队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海垦商贸物流产业
集团旗下海南三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三叶物流），与海南海汽贵宾车队有限公司签
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在公务用车服
务、工会活动、定制化接送机等方面开展深入合
作，提供多样化、差异化出行服务，实现互利共赢。

根据协议，双方将围绕海南农垦系统公务用
车服务、党建团建活动、工会活动、疗休养出行、交
通运输以及导游服务等领域展开合作，同时还提
供代订机票、办理登机牌和定制化接送机服务，共
同实现合作经营目标。

据了解，双方携手合作，将实现优势互补，共
同发展，为公司打造成覆盖全国范围的物流运输
服务专业化企业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