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A07
2023年1月20日 星期五

值班主任：董纯进
主编：吴维杨 美编：张昕

检校：李彪 陈伊蕾新海垦

海垦母山咖啡
备战春节旅游市场

本报营根1月19日电（记者邓钰）1月19日，
位于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黎母山镇的海南农垦母
山咖啡加工厂里，生产线连轴运转。连日来，该工
厂备战春节档，瞄准旅游市场，扩大生产。

近期，母山咖啡伴手礼在三亚多个旅游景区
走俏。今年春节长假，海南农垦母山咖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母山咖啡）趁热打铁，瞄准旅游市场，
持续深度对接三亚热门景区经销渠道，并根据省
内外游客购物偏好，更新产品包装和规格，打造个
性化旅游伴手礼，让优质海南咖啡香飘万里。

母山咖啡相关负责人介绍，与旅游景区联动，
推出定制化伴手礼，是母山咖啡的一次尝试，目前
已实现订单开门红。该公司将在开拓伴手礼市场的
同时，扩大其溢出效应，更好地展示海南咖啡形象。

备战 市场

海垦慰问组走访慰问
定点帮扶村庄什龙村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冯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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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旗下多家企业组成联合慰问组，到定点
帮扶的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什龙村开展
2023年春节走访慰问活动。

当天，慰问组为该村18户监测户和14名一
线帮扶干部送上慰问品和慰问金，并送上新春关
怀和祝福，此外还走访调研热带作物种苗产业扶
贫基地等海垦扶贫项目推进和运行情况。

据了解，海垦控股集团扎实推进定点帮扶工
作，2022年投入66.5万元用于篮球场建设项目，
逐步完善什龙村文体活动场所的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村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海垦举行
公益林管护检查动员会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王修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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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公益林管护检查动员会暨业务培
训会议以视频形式在海口举行。

会议要求，垦区各公益林管护单位要加强组
织领导，认真抓好落实，不折不扣做好公益林管护
检查工作；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公益林违法行为，
要及时上报属地市县林业主管部门；对工作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开展自查自纠整改工作，认真
总结经验教训，建立整改清单，落实整改责任。

下一步，海垦控股集团将在省生态公益林管
理中心的支持和指导下，进一步落实公益林管护责
任，实现网格化管理，并完善考核机制，加强业务培
训，建立长效机制，进一步强化管护能力建设。

垦区各公益林管护单位分管领导、公益林主
管部门负责人在各分会场参会。

工作 部署

海垦红明农场推进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邢远源）1月16日
下午，海南农垦红明农场公司（以下简称红明农
场）在海口举行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入户调查
工作动员会，落实垦地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试点项目。

此次入户调查工作是为加快推进全域土地综
合整治项目前期调查摸底工作，调研红明片区65
个生产队，5000多户职工（居民）的居住情况、住房
建筑时间、建筑面积及结构情况，了解职工（居民）
搬迁意愿，为下步全域土地整治和生产队居民点的
规划以及顺利完成搬迁安置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下一步，红明农场将以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
原则，如实调查职工（居民）意愿，保证不漏一户、
一间房屋，确保数据真实、准确。

土地 整治

海南橡胶积极做好
橡胶“两病”防治工作

本报讯（记者邓钰 通讯员韦东桥 余德现）连
日来，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海南橡胶）旗下各基地分公司积极开展橡胶

“两病”防治各项工作，为今年橡胶生产打下基础。
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响水镇，海南橡胶金

江分公司组织旗下各基层生产队做好防治物料硫
磺粉的晒筛及入库。目前，该公司已出台相应工
作方案，公司生产技术部门组织人员分别下到各
派驻组开展植保培训，各派驻组及时组织机械手
做好喷粉机的维修保养，各基层生产队则忙于硫
磺粉的晒筛入库、测报专用钩、防治监测点的建立
以及防治队伍的落实等各项准备工作。

在乐东黎族自治县志仲镇保国居，海南橡胶
保国分公司组织2023年橡胶“两病”防治知治和
机械维修培训班提高防病工作人员的理论知识和
操作技能。近期，该公司制定防治方案，成立防治
总指挥部，确保各项防病措施落实到位。

田间 管理

清香津甜的黄晶果、鲜艳欲滴的巴西樱桃、
清甜爽口的人心果……在博览中心，绿野飘香，
从世界各地引种的新奇特果树迎风招展。

去年9月以来，海垦控股集团与保亭落
实省委省政府部署，大力实施同纬度热带优
异果蔬资源引进工程，将保亭热带植物园升
级改造，建设博览中心，打造集种质资源保
存，种苗繁育，新、特、优品种标准化种植示范
园区。

据了解，该项目围绕“一中心、三基地”功
能定位打造集种苗繁育、种质资源保存、新、
特、优品种标准化种植示范、展示于一体的全
球热带水果引种、研发、展示中心。项目总规
划面积约3万亩，分三期开发，总投资约34亿
元。一期着力开发保亭热带植物园约1053
亩核心区，二、三期将不断完善充实引种种植
示范区和推广种植拓展区的建设。

“从规划之初，项目便立足长远，力争打
造典型工程。”海垦控股集团相关工作负责人
介绍，作为海南农垦重点项目，该集团组织旗
下多个产业集团多方联动、多线作业，全力投
入项目建设中。

“项目开工仪式进行前，我们便多方筹划
做好准备工作。”项目业主单位海南农垦南繁
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垦南繁）植物

保护首席专家郑服丛介绍，为做好同纬度热
带优异果蔬资源引进工作，该集团成立专家
组，广泛考察同纬度果蔬资源，从中选择适宜
本地化开发品种。

目前，博览中心一期已引种51个品种名
优稀特热带水果，同时种下中小苗和成树两
种规格，以便察选育适宜本地化开发的品
种。下一步，项目计划拓展至55种果树，102
个品种。

“项目工期紧、任务重，我们开足马力，力
争实现节点目标。”博览中心南繁指挥部副总
指挥长钟建海介绍，提前谋划外，该项目还通
过进度日报、现场协同等多项举措为建设按
下“快进键”。

“只要有问题，集团都会随时跟进，及时
解决。”海垦控股集团战略企划部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项目执行“进度日报”机制，每日收集
各项目施工进度、建设计划、存在问题以及需
要集团总部协调或解决的问题等信息。

通过该机制，项目建设遇到的原材料缺
乏、物流不畅、防疫物资缺乏等问题，在海垦
控股集团的有力协调下，逐一被解决。

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田间工程85%，展
销中心、体验中心等建筑工程70%，以及道路
等公共配套基础设施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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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邓钰 通讯员 黄闻涛

“今年不一样，道路宽广平坦，
夜里亮堂堂，可舒心多了。”1月18
日晚上，文昌市东路镇，海南农垦
东路农场公司（以下简称东路农
场）周边，61岁的潘在才牵着孙儿
遛弯，看着张灯结彩、焕然一新的
道路，不禁喜上眉梢。

“环境变美了，今年年味更足了。”
走在大街上，潘在才说，周边不少职工
群众都和他有同感。过去，道路泥泞
不说，路灯都没一盏，天色一暗到处都

“黑压压”的，没啥人愿意出门。最近，
街上张灯结彩，灯笼火红，大伙都愿意
三两结伴，出门感受年味。

在周边职工群众眼中，人居环境
差，曾是老大难问题。

曾经，东路农场场部周边道路

泥泞，环境脏乱差，路灯年久失修，
职工群众出行困难。破败的环境还
一度成为垦区典型，让大伙总感到
失落。

改变得益于东路农场和文昌市
相关政府部门垦地联动，推进新农
场建设。

2022年，东路农场以能力提升
建设年和深化拓展“查堵点、破难
题、促发展”活动为契机，把大力推
动场部人居环境整治，推进新农场
建设列为公司自查自管类堵点问
题，自筹资金280万元用于推动场部
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涵盖场部办公
楼、文化广场、周边道路硬化等基础
设施建设，摘掉了垦区场部环境破
败典型“帽子”。

泥土路变成了硬化路，土院墙
变成了文化墙，“黑压压”成了“亮堂

堂”……谈起环境变化，在当地工作
生活了43年的李文炳越数越开心。

与此同时，东路农场积极对接
文昌市政府，以打造文明生态队为
载体，采取“自筹资金+政府支持”的
方式，争取政府专项资金2045万元。

改善美文分公司片区排污管
道，亮化东路分公司片区街道，解决
东路九队数年的“用水难”问题……
经过一年的发力，东路农场职工和
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被解决，周边
环境一改往日旧貌，一派干净整洁、
朝气蓬勃的新气象。

“连片打造，新农场建设，让当
地环境从‘一处美’变为‘处处美’。”
东路农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
该公司将加强垦地联动，探索多种
形式，持续推进新农场建设，带动乡
村振兴。 （本报文城1月19日电）

东路农场推进新农场建设，提升职工群众幸福感

环境更美 年味更浓

连日来，海南农垦各大项目建设现场，塔
吊运转,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到处都是工人忙
碌的身影；遍布全省的多个农业产业园区，农
户精心管理，茶叶、胡椒、热带水果长势喜人，
期待今年丰产丰收。 文/本报记者 邓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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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关将至，项目建设热情不减。
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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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一期（以下简称博览中心）现场，工人们操作机械忙碌作业。
2022年9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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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合作建设的博览中心，通过垦地联动、倒排工期、
多线作业等超常规举措抢抓工程进度，力争项目一期于今年3月试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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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中，海南农垦各相关企业与保
亭建立垦地联动合作机制，汇聚发展合力，推
动项目尽早建成投产。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属地政府是我们坚
实的后盾。”钟建海介绍，在项目筹备前期，便
得到保亭县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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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筹备之初，海垦控股集团便与保亭
联动建立了垦地联合指挥部，由垦地双方主
要负责人担任指挥长，协同推动项目建设中
各项问题。

“随时沟通，及时解决，按时推进。”钟建
海用“三时”概括指挥部的作用。在指挥部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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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时间召集现场会，实地勘察，确定解决思

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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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博览中心存在供电不足，且园区内
存在民用电线乱拉裸露的情况，不能满足建
设用电的同时，还有一定安全隐患。

该问题一经反馈，保亭供电局第一时间
进行现场勘探，积极指导项目供电设施设计
及供电方案，增加三个电源接驳口保障园区
用电的同时，与当地村民协商，完善供电线
路、设施。

海垦南繁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
集团将紧密配合保亭县政府，做好垦地融
合大文章，共同推进重点产业项目快速建
设；推动“五网”基础设施建设向垦区延伸，
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垦地一体化融
合发展。

“目前大部分处在中小苗阶段，种苗长势
良好，进入稳定养护期。”郑服丛表示，引种只
是手段，并非目的，必须从新品种的引种、培
育和考察中，总结提炼出成熟的本土化种植
经验和技术，从而以点带面推动产业发展，带
动海南高端果树种植业发展。

智慧农业也进一步点亮园区发展。目
前，博览中心已完成智能大棚名优稀特热带
水果种苗培育展示方案及数字化建设方案，
正在开展视频监控设备采购与安装工作等。

让项目之种长成产业之树，海垦控股集
团以项目建设为抓手，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为
发展提质增效，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我们将依托垦地融合机制，依托农垦多
元产业基础，利用博览中心做足种业文章，进
一步促进种业科技成果转化，打造热带果蔬
优良品种推广和交易平台。”海垦控股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

海垦控股集团将适时而动，瞄准市场发
展趋势，布局全球热带果蔬产业化项目，依托
丰富的土地资源和组织化优势，加快引进收
集全球同纬度地区优异热带果蔬种质资源，
丰富我国热带果蔬种质资源种类和多样性，
并加快创新利用推广，进行产业化谋划，系统
化打造，从而推进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高
质量发展。 （本报保城1月19日电）

强举措 | 多方联动激活项目动能

汇合力 | 垦地联动推进项目建设

聚动能 | 活用项目助推产业升级

新春 慰问

在海南橡胶金橡公司金水橡胶加工分公司杂胶车间现场，工人
们忙着包装产品。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蒙美顺 摄

海南橡胶山荣分公司职工罗芳的芒果园硕果累累。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夏贞吉 摄

在海垦白沙茶叶种植基地里，茶农采摘茶叶。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王明月 摄

在迈湾水利枢纽工程垦区移民安置点（西达项目）的施工现场，
工人在加工钢筋。 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 夏贞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