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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4款茶叶
斩获全国大奖

本报讯（记者邓钰）近日，“中茶杯”第十二届
国际鼎承茶王赛秋季赛落下帷幕，海南农垦热作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热作）旗下“白
沙牌大叶种工夫红茶”获红茶组特别金奖，“白马
岭牌白马骏红（一芽一叶）”“白马岭牌白马骏红
（单芽）”获红茶组金奖，“白沙牌陨石银针”获绿茶
组金奖。

据悉，本届大赛由中国茶叶学会提供赛事技
术指导，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
究所、深圳市茶文化促进会、深圳市华巨臣国际会
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主办。大赛共覆盖6大茶
类、全国18个产茶区，共吸引全国各地超500家
品牌茶企参赛，有效茶样达千余份。

海垦热作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赛事契机，海
垦热作进一步了解市场趋势和茶叶专业审评标
准，在不断对标先进，提升加工能力和产品品质的
同时，擦亮海南农垦茶业金字招牌。

保障南繁科研育种需求

海垦南繁推进国家南繁
生物育种专区地力提升

本报三亚12月 8日电 （记者邓钰）12月 8
日，三亚市崖州区，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项目现
场，农耕机械作业不停。目前，该专区内已有
1022亩地完成地力提升。

年中，海垦南繁集团组织人员对国家南繁生
物育种专区进行普查，发现专区内存在部分土壤偏
酸性，质地主要为砂质壤土的地块，土层相对较浅。

为保障南繁科研育种需求，急需提升此类地
块的地力。因此，海垦南繁集团通过秸秆还田、绿
肥种植等培肥改土技术，多措并举提升土壤肥力，
目前已完成国家南繁生物育种专区内1022亩地
力提升工作。

下一步，海垦南繁集团将结合“揭榜挂帅”活
动，以重点项目建设带动产业发展，牢筑农业生产

“压舱石”，形成南繁科研服务和南繁科研成果转
化的“两翼”发展模式，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

碎片土地“化零为整”

海垦广坝
打造标准化南瓜基地

本报八所12月 8日电 （记者邓钰）12月 8
日，东方市大田镇，海南农垦广坝农场公司（以下
简称海垦广坝）标准化南瓜种植基地，工人正进行
冬管工作。

据了解，今年以来，海垦广坝积极推进耕地开
垦项目，把职工经营的散田碎地统一开发整理，已
建成100亩标准化的南瓜种植基地。

海垦广坝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耕地开垦项目
将碎片化土地“化零为整”，从职工手中收回分散
的土地经营权，再进行统一平整、修复等，对土地
进行连片打造，集中发展，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和
产业建设的规模效应。

根据当地环境和市场需求，海垦广坝看中南
瓜种植耐旱高产、市场价格稳定、田间管理难度较
低等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南瓜产业，以标准化管理
保障作物质、量双升。

海南寰球农拍中心
与三叶物流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张文媛 张楠）近

日，海南寰球农产品拍卖中心有限公司与海南三
叶医药物流管理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创新运营模式，重点在物
流仓储方面进行合作。

据介绍，双方将基于各自的主营业务与资源
优势，共建农产品仓储物流体系，联手打造相互赋
能、相融共进的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有效保障农产
品销售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两个物流
仓储环节的规范运营，共同为优质农产品从田间
地头到餐桌保驾护航。

下一步，双方将加快推进协议内容的落实，在
合作中不断增强战略互信、增进战略沟通、强化战
略协同，共同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

海垦财务公司
信贷规模创新高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陈曦）海南日报记
者从海垦财务公司获悉，截至11月中旬，该公司
年度新增贷款达到36.77亿元，同比增幅77.18%；
贷款余额达到60.99亿元，同比增幅102.50%，信
贷规模再创新高。

今年，海垦财务公司紧紧围绕海南农垦战略
部署，以服务垦区企业资金融通为抓手，深耕信贷
业务。该公司派出专业团队深入垦区一线，实地跟
踪了解重点项目进展，并提供优惠的贷款利率和灵
活多样的贷款方式，大力支持垦区实体经济发展。

海垦财务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为有效降低海
垦成员单位融资成本，该公司为垦区成员单位提供
的新增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低于央行发布的2022年
前三季度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的73个BP（基点）。

此外，该公司采用循环额度贷款的模式，并根
据实际用款情况提供“随借随还”的融资便利模
式。数据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海垦财务公司累计
为成员企业减免息费近1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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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垦控股集团
将组织旗下
▶乳胶制品
▶橡胶木制品
▶茶叶
▶咖啡
▶胡椒
▶果蔬
▶畜禽产品
▶日用消费品
▶种业

9 大品类参展

200
余种产品

还将设置面积为

208
平方米的
海南农垦种业馆

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当前，海垦
控股集团正着力书写农垦改革发展的“后半篇
文章”，培育发展新动能。

在本次宣讲会上，海南农垦各单位、各部门
明确要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做好
农垦改革发展的“后半篇文章”结合起来，持续
推进垦区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垦区职工居民生
活品质，加强垦地联动全力做好库区移民安置，
解决好垦区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进
垦地一体化发展。

一方面，海垦控股集团将以产业为基准点，
提升垦地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在全省统筹优化
产业布局，进一步完善区域优势产业布局，推动
垦区产业与全省产业发展规划协调衔接，主动
融入“三极一带一区”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在
海口经济圈、三亚经济圈和儋洋经济圈等区域
统筹布局垦地一体的新产业新业态。

另一方面，海南农垦正紧锣密鼓加快建设
新农场，探索实施属地主导、农垦配合、共同开
发的自贸港美丽新农场建设，在新征程中将新
农场建设成为职工群众宜居兴业之地。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

海南农垦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抓手，推进各项重点工作

海垦“三新”谋发展
■ 本报记者 邓钰

作为海南农业龙头企业，海
南农垦该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
大精神，把握机遇，迸发新的发展
动力？

“加速农业产业振兴，助力农
业强国建设”“深化市场化改革，增
强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推进垦地
一体化发展”……12月8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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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
举行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会暨党
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垦区各单位、各企业深入学习党的
二十大精神，共谋企业发展前景。

此次宣讲会上，海南农垦各
单位、各企业深入剖析发展现状，
围绕如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
神，焕新思路、创新举措、育新动
能，在海南自贸港建设背景下，加
快海南农垦产业转型发展等问题
展开研讨，疏通产业发展症结，助
力海南农垦高质量发展。

焕新思路
以农为本全链发展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海垦控股集团
要结合自身实际，因势利导，焕新思路，方能呼
喊出发展最强音。

海南农垦最大的根本是什么？在此次宣讲
会上，“农垦姓农”四个字振聋发聩。

何为“农垦姓农”？从实际出发：作为我省最
大的农业省属国有企业，海垦控股集团具备产业
组织优势、集聚优势，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和
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从产业出发：在多年发展中，海垦控股集团
围绕“八八战略”，聚焦天然橡胶、南繁、热带果
蔬等产业基础规模优势，以项目为抓手，支持旗
下企业做大做强、强链补链。

“始终牢记‘农垦姓农’这一根本。”在宣讲会
上，海垦控股集团主要负责人表示，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动
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等要求，该集
团必须以农为本，坚定不移聚焦主责主业。

海垦控股集团将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引
领，坚持“农垦姓农”，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持续
深化优化实施“八八战略”，努力建成现代农业
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创新举措
自我革新完善机制

经历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海垦控
股集团已经形成了现代企业制度，但要清晰地
看到，海南农垦在发展中仍然面临现代企业管
理机制还不够完善，企业运行效率亟需优化，培
育新兴产业乏力等方面桎梏。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也为海南农垦深化改革，转型发展
指明了方向。

“我们将以此为指引，大力推进国企改革，
进一步激活经营机制，提升创新能力，增强农垦
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实力。”宣讲会上，关
于推进国企改革的表述令人印象深刻。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进一步理顺内部
管理机制，继续按照“板块经营、专业管理、差异
化管控、集团管资本和战略”的理念，持续深化
体制机制改革。

海垦控股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历史机遇面前，海南农垦将紧抓时
点，更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寻找一条提
升企业效率的改革之路，确保在重要领域、关键
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与进展，以改革引领，跑出
发展“加速度”。

育新动能
写好改革“后半篇”文章

亮点1：面积创历年之最

今年，海垦控股集团在冬交会1号
馆海南鲜品馆内，搭建面积为1068平
方米的海南农垦馆。该馆是该集团历
年参展以来，场馆面积最大的一次。

“我们将借助冬交会平台，多层次、
全方位、多领域展现海南农垦深化改
革、产业发展、品牌建设等成绩。”海垦
控股集团相关工作负责人表示，该集团
借“东风”，搭“舞台”，树品牌，立形象，
将利用冬交会平台进一步展示推广海
垦名特优农产品，提升海南农垦品牌的
知名度和影响力，促进旗下农产品贸易
交流和合作。

目前，海垦控股集团组织各参展单
位成立专项小组，并制定展示展销活动
方案，正紧锣密鼓开展场馆形象设计和
搭建、展品统筹和储备等工作。

亮点2：绿色佳品齐亮相

醇香浓厚的“母山”咖啡、肉紧味鲜
的“海岛福猪”、辛香扑鼻的“昌农”胡椒
……在海南农垦馆，客商可一站式采集
众多海垦优质农副产品。

根据目前统筹情况，海垦控股集团
将组织旗下天然橡胶、热作、果蔬、猪
业、商贸物流等产业集团，携乳胶制品、
橡胶木制品、茶叶、咖啡、胡椒、果蔬、畜
禽产品、日用消费品、种业等9大品类
共200余种产品参展。

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还将在场馆中
分区布展，围绕海南农垦八大产业特色
策划相应主题，积极融入农垦元素，合
理规划布局，展示好企业形象、企业精
神与海垦文化内涵。

亮点3：花式体验留客驻

本届冬交会，海垦控股集团按照
“轻展示、强互动、重体验”的思路布置，
以实物产品展示展销、现场体验品鉴为
主，展现海南农垦品牌特色农业产品。

海南农垦热作产业集团将针对旗
下咖啡、茶叶等产品特点，搭建咖啡吧
台、茶桌等，为往来客商提供咖啡、茶叶

现场冲泡体验，并利用图文介绍胡椒种
植过程以及整个产业链。

亮点4：种业振兴看海垦

与此同时，海垦控股集团还将在2
号馆科技强农馆内设置面积为208平
方米的海南农垦种业馆。

该馆重点展示海南农垦农业产业
链概况、农业科技成果展示等，突出海
垦农业全产业链平台、南繁科技服务
平台、橡胶收购平台、保亭博览园等农
业产业链服务成果及未来农业产业规
划。

在南繁育种产业板块，海垦控股集
团将重点展销大米、瓜果种子等系列产
品，并着重介绍旗下七仙岭全球热带水
果博览中心项目。

亮点5：农场建设展新貌

值得一提的是，海垦控股集团将设
置“新农场建设区”，以图文、视频等展
示为主，展现海南农垦“四梁八柱”顶层
发展战略，推进改革创新，促进产业发
展的各项成就，突出体现海南农垦近几
年在垦地融合突破性进展、垦区人居环
境的改善以及土地资源开发等方面取
得的成绩。

亮点6：特色拍卖迷人眼

本届冬交会中，海垦控股集团首设
拍卖中心交易区，将在现场利用LED
显示屏进行现场拍卖和演示等活动，拍
卖波罗蜜、香瓜、绿橙等热带水果，向全
国各省市来访客商宣传推广海南寰球
农拍中心平台，吸引各地企业对于海南
寰球农拍中心平台的关注，从而引流到
平台参与拍卖。

此外，海垦控股集团将设立独立直
播间，集团领导、下属公司领导参与直
播带货，利用淘宝、抖音、快手等直播带
货平台，开展冬交会海南农垦直播带货
活动，通过直播推介，提升品牌影响力，
拓展产品销售渠道和提高销售能力等。

本届活动直播推介产品包括茶叶、
咖啡、胡椒、红心橙等10类精选产品。

本报海口12月8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杨光）2022年中国（海南）国际
热带农产品冬季交易会（以下简称冬交会）开幕在即。连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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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旗下各产业集团和农场公
司紧锣密鼓备战冬交会。

本届冬交会海南农垦馆亮点纷呈，以“体验式展出”为重点，围绕旗下重点
品牌和经典产品，设计各类精品体验环节，增强客商互动，全方位展销海南农
垦绿色食品和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成果。

现在，跟随海南日报记者的步伐，提前一探冬交会海南农垦馆新亮点。

2021年冬交会海垦馆，市民购买海垦名优产品。 本报记者 袁琛 摄

近日，海垦热作产业集团旗下骑
楼中山路店，顾客享受咖啡时光。目
前，该集团旗下门店在维持原有视觉
系统的基础上，探索个性化的主题装
修，尝试注入南洋风情、红色军旅等
元素。据悉，该集团正在对母山咖啡
连锁店进行品牌升级，旨在进一步提
升品牌知名度，让更多消费者接触海
垦产品、了解海垦文化。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袁琛 摄

咖啡师为顾客冲煮咖啡。

品牌升级
咖啡飘香

顾客在品尝咖啡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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