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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光农场公司双甲分场

“烂厂长”的华丽转身
——记广西农垦优秀共产党员兰荣辉先进事迹

七月的乡野，盛夏犹清和，芳草亦为

金光农场公司“烂厂长”——兰荣辉，是该公司下属壮禾肥业公司总经
理、壮禾复合肥厂厂长、南宁金佳园置业公司党支部书记。
几年前，由于种种原因复合肥厂濒临倒闭边缘，工人懒懒散散，成了负债
累累的“烂摊子”，破旧的生产线被灰尘掩盖。在这严峻的情况下，兰荣辉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勇担重任，接手管理这个“烂摊子”，为了提高复合肥产量，创
造出更大效益，兰荣辉带领他的团队没日没夜地抓技术、抓生产，而忽略了自
身的形象，衣着也从不讲究、工厂破破烂烂、再加上家乡话“lan”（烂） 的谐
音，久而久之大家都叫他“烂厂长”。

迎“烂”而上，绝地反击
“来之前我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实际
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兰荣辉回忆当时
情形，不禁感慨万分。设备落后、信誉下
降、工人萎靡不振……面对公司内外交困
的局面，他心急如焚，一边抓紧对工厂的
盘整清理，一边带领团队进行市场调研，
查找差距、亏损点。
复合肥厂的出路在哪里？正当兰荣辉
迷惘彷徨时，广西农垦企业化改革犹如一
盏明灯为复合肥厂工作指明了方向。兰荣
辉深知，要想改变复合肥厂的现状，首先
要转变观念。过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
与不干一个样的思想严重制约复合肥厂的
发展，复合肥厂亟须一场“思想革命”才
能实现“浴火重生”。为了切实调动起来工
人的积极性，兰荣辉带领他们团队制定相
关的奖惩制度，通过入户走访、召开职工
代表会、座谈会了解职工的思想动态、做
思想工作。同时，加大对人才的培养，让
优秀人才上位、让“昏庸懒散拖”之辈没
有市场，很快调动起工人们的积极性。“过
去，工人懒懒散散，干活没有动力。现在
工人们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多劳多得，工
人干劲十足，全厂上下一片热火朝天的景
象。”技术员老黄在复合肥厂干了近 30 年，
亲眼见证了复合肥厂振兴历程。
为了适应变化，复合肥厂一改过去
“只做复合肥”这一单一的经营模式，不
管是研发产品还是战略布局，紧紧围绕
市场实际需求，在产品结构上进行了一
系列调整。目前，复合肥厂已形成完善

进入 6 月以来，受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影
响，金光农场公司大范围出现严重旱情，对
甘蔗生长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该农场公司上
下不等不靠，动员全体干部职工多措并举扎
实推进抗旱保收工作，力争把旱情影响降到
最低。

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抗旱领导小组

歇。
金光农场公司双甲分场作为 2020 年第
一批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 （续建） 项目
——同正种猪场配套场项目的主战场，收
地工作始终是分场的“头号工程”。为按期
完成收地工作，双甲分场党支部积极探索
党建新模式，坚持“党建引领”理念，以
农垦集团推动“抓管理、当龙头”三年行
动计划为契机，支部党员同心、职工群众
合力，形成了“以党建引领，促收地工
作”的工作局面，达到党建引领服务企
业、服务项目、服务职工的效果，该支部
按期完成了 802 亩收地任务。

的产品线，能够生产各类有机肥、复合
肥、水溶肥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同
时，严格按照“质量第一，产量第二”
的原则严格管控生产，无论任何情况，
确保产品的高质量，金杯银杯不如客户
的口碑，复合肥厂发展至今，得到了客
户的一致认可。

服务职工：收地工作苦变甜

瞄准市场，精准出击
“兰厂长，昨天我们分场已经在农资中
心下了订单，今天能不能把农资给我们送
到？”“兰厂长，我们的复合肥直接拉到地
里 。” …… 为 解 决 农 资 供 应 单 一 的 问 题 ，
2020 年初，壮禾肥业公司仅用 15 天时间就
迅速成立了农资供应中心，根据市场需
求，经营肥料、农药、麻绳、家具、地膜
等农资产品，打通了农资销售主渠道，规
范了农资市场秩序，为广大职工群众提供
了“一条龙”的农资服务。
在疫情防控期间，农资供应中心接到
各单位大量订单，为能够保证充足的农资
供应，农资中心加大采购和供应力度，加
强化肥、农药、地膜等主要农资的调运和
储备，组织党员成立了“抗疫情、保春
耕”工作小组，及时优化货源结构，做好
公司职工和种植大户的农资供应工作，确
保特殊时期农资不断货、不涨价，打通农
资流通“最后一公里”，有力保障了片区职
工群众春耕生产。

全员动员，抢抓时机
“我们每天开工前都得经过测体温、登

线调查了解旱情，出台科学抗旱方案，要求
各分场高度重视抗旱工作，加强科学调配，
做好农业灌溉，落实抗旱应急保障措施。同
时，通过 OA、广播、会议、微信、短信等
媒介大力宣传节水抗旱的方式方法，引导职
工克服“靠天等雨”的思想，发动全场干部
职工群众全力以赴、想方设法开展抗旱工
作。

以党建引领
助力收地服务发展

兰荣辉 （左） 与技术员交流原料酸碱度

记等措施，工厂每天都要消毒，在这里做
工很放心。”工人老李说。在疫情防控期
间，复合肥厂克服了工人请不来、物流不
通畅、农资送不到等重重困难，工人每天
开工前都要经过登记、消毒、测温等一套
复工防疫“标准动作”，安心加班加点抓生
产，确保产品供应。农资供应中心根据分
场种植户的需求量，分时段、分批次、点
对点，以一站式服务及时把农资送到田间
地头，确保公司产品产得出、销得出。急
种植户之所急，想种植户之所想，农资供
应中心开业至今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充分
认可，为后续市场开拓，赢得了良好的口
碑。并且“壮禾”复合肥已经销往柳州等
地，成功打开外地市场，为做强做大自己
的产品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过去，别人叫我‘烂厂长’，是因为
什么都是破破烂烂，现在我认为‘烂厂

长’这个称呼换做‘灿烂厂长’更合适。”
兰荣辉笑着说。经历风雨的洗礼，才能体
会成功的喜悦。如今，壮禾复合肥厂已经
拥有厂房面积 2800 平方米，仓库面积 1500
平方米，以及满负荷运载下能够实现年生
产 5 万吨复混肥、1 万吨有机肥两条生产
线。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源于兰荣辉
—— 这 位 勇 敢 的 追 梦 人 带 领 大 家 奋 勇 开
拓、背水一战，拼出了一条“绝地反击”
之路，用自己的汗水和付出完美地实现了
从“烂厂长”到“灿烂厂长”的华丽转
身，用自己的坚持铸就了一面辉煌，无悔
于党旗面前的庄严承诺。
(金光农场公司）

解放思想 敢做善成

与，“白加黑”“五加二”，坚决打好抗旱救灾
战役。
“我们采取白天喷灌晚上滴灌的方式，坚
决做到旱一块抗一块、旱一亩抗一亩，确保
每天都能喷灌到位
，

“ 天 大 旱 ， 人 大 干 。” 农 场 公 司 负 责 人
科学指挥调度，全员参与抗旱保收
说，“我们要做到早谋划、早动员、早部署，
切实掌握抗旱主动权，把损失降到最低。”
各分场管理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查看旱
农场公司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成立抗旱 情，摸清旱情具体状况；动用一切可以利用
工作小组，公司党委主要负责人带头深入一 的抗旱资源，科学调度，统一指挥，全员参

清晨，支部党员到开发区去丈量土地，调查
承包地上的附着物；中午，支部党员头顶烈日，
估算附着物的价值；傍晚，他们挨家挨户敲开职
工的家门，与职工敞开心扉座谈，了解职工家里
的情况和社会关系等等，并将这些情况一一记录
好。收地工作开展半年来，一顶草帽，一辆破旧
的二手摩托车，成为了他们跑工地的标配；晴天
一身汗，雨天一身泥，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土地
清表移交之前，该支部做了大量“看不见”的前
期工作为收地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各位职工大哥大姐，同正种猪场配套场项
目是自治区的重要项目，我们收地是为了推进这
个项目，希望你们能理解，你们把需求提出来，
我们会一一记录好，帮你们争取到合理的补
偿。”负责收地工作的支部党员卢明在分场职工
会议上不嫌其烦的解释。
“我们的水果现在已经是有乒乓球大小了，
在过几个月就可以成熟了，我们的积蓄也在里面
了，现在要收回土地，我们的损失很大呀。”“我
种植的是长期作物，要过几年才可以挣钱，现在
收回去，我们的损失也不小呢。”
还有我的，我的.......
职工七嘴八舌的，说出自己的难处和疑惑，
工作人员仔细地一一记录好，耐心解读传达政
策。作为收地工作的责任主体，该支部严格按集
团公司和农场公司有关文件及当地政策落实收地
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责任赢得信任，以
感情争取支持，全力做好收地后续保障工作，落
实被收地职工群众保障措施，为失地职工提供安
置地，切实保障失地职工长远生计，做到任务不
打折扣、责任不讲条件、工作不遗余力，收地前
期各项工作齐头并进。
“征收工作不仅要按程序操作到位，公开透
明，更要做到服务到位、程序合法。”支部书记
李炳杨说。收地补偿款和青苗补偿款直接关系到
职工的切身利益，支部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
原则，实事求是，不搞边缘化、不搞特殊化，不
让职工吃亏，强化阳光收地，防止暗箱操作。该
支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程序进行收地，并通过
拍照确认等方式体现收地程序的完整性，始终坚
持按标准补偿到位，公平公正。
“经过大量的工作，职工渐渐理解了这次项
目的重要性，不断配合支部的收地工作，我们也
帮他们争取到了合理的补偿，项目进展十分顺
利，前期工作比较苦，现在也都变成甜的了。”
支部党员李仕宏脸上洋溢着幸福笑容。支部让党
员将责任放在心上、扛在肩上，落实在行动上，
巩固党建的每块“基石”，按政策保障到位，让
利于民。同时，支部充分利用公司推行“一场一
业”的政策，鼓励职工种植特色水果，让分场职
工实实在在享受到企业政策红利。

服务项目：收地工作慢变快

简明新闻

云南河口农垦集团
到金光农场公司考察学习
8 月 12 日，云南河口县农垦集团公司相
关负责人率队到金光农场公司考察学习。座
谈会上，金光农场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农
场公司概况。他表示，金光农场公司围绕广
西农垦集团“一核三新”主导产业发展战
略，紧紧围绕“区域带动型龙头”及“战略
协同型龙头”定位，推进“特色产业、乡村
振兴”项目，打造一批“菜篮子”“果篮子”
工程，以基地带动区域发展，积极发挥国有
企业示范带头作用。云南河口县农垦集团相
关负责人表示，金光农场公司在土地开发利
用和特色农业生产基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做法，双方在资源禀赋、技术、管理等方面

有很多相似之处，将把此次考察成果带回
去，加以学习借鉴，换思路、转观念，不断
推动河口农垦发展。
（刘明杰）

金光农场公司
组织召开柑橘技术培训会
为切实发挥资源和技术优势，展现国有
企业示范带头作用，8 月 17 日，金光农场公
司组织召开柑橘技术培训会，邀请浙江黄岩

金光制糖开展
健康知识培训讲座

柑橘专家、农技标兵任云清教授为学员授
课。培训会上，任云清教授重点从土壤的调
理、病虫害的防治、营养的诊断等方面进行
详细讲解，对广西柑橘容易出现的“溃疡
病”“黑点病”等进行深入细致分析，对病虫
害的防治提出要早打早治，尽可能把病虫害
消灭在萌芽状态的建议。学员们现场就柑橘
种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咨询，任教授一一作
了分析和解答。任教授还带领学员们深入金
色阳光示范园，现场示范讲解枝叶的修剪等
技术。
（刘明杰）

为提高广大职工干部对疫情危害的认识和
预防，倡导健康的工作生活习惯，关心爱护职
工身心健康。7 月 30 日，金光制糖在大礼堂举
办安全健康教育知识培训讲座。培训以“防疫
有我，爱卫同行”为主题，围绕疫情防控知识
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常识 （新冠肺炎、
心肺复苏、触电溺水等）、职业病及慢性病预
防，环境污染引起呼吸道疾病的预防和改善等
健康知识进行讲解。培训中，培训老师深入浅
出、图文并茂地介绍了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
径、易感人群及预防措施，有针对性的对职工
开展了健康监测及预防指导。
（唐源珍）

基层动态
●7 月 28 日，那浪党支部与广西田园
生化公司合作，以“不忘初心共筑梦，牢
记使命勇担当，解放思想抓管理，敢做善
成当龙头”为主题，在该分场举办一次
“党建引领，科技入户” 培训活动，培训
会上广西田园生化公司的技术代表针对当
前甘蔗生产的肥料、农药的科学投入，及
植保环节高效作业和统防统治的重要性进
行了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让职工通过理
论学习对甘蔗的科学管理从思想上提高了
认识。据了解，分场党支部与广西田园生

化公司达成初步协议，计划 8 月初在分场
进行一次全面的甘蔗病虫害“飞防”作
业，提升分场甘蔗管理水平，从而达到职
工增收，农场增效的目的。
（郑书斌）
●7 月 29 日，金光农场公司办公室党支
部和罗阳分场党支部及东风分场党支部在东
风分场开展“宣贯制度政策，助力解放思
想”主题党日活动。活动对金光农场公司薪
酬管理办法、执行力考核办法有关文件进行
了宣贯解读，就如何及早谋划“三年行动计

划”进行讨论。通过政策解读向基层干部职
工传递了“打破大锅饭、收入凭贡献”的政
策导向，激励部室人员以提高工作服务质
量，保障企业高效运转，引导直属分场继续
解放思想、摸清家底、提前谋划，全面提升
公司经营管理效率和创新发展实效，确保完
成公司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詹镇宇）
●7 月 29 日，金光制糖制炼车间党支
部召开组织生活会。会议要求，一要把党
建目标和经营指标深入融合，打造好制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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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党支部党建品牌，抓好设备检修技改
质量，为榨季顺利开榨、提升产品质量奠
定基础。二是要确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今年检修技改任务繁重，作为党员，
必须要做好表率，亲力亲为，尽职尽责，
不拖后腿；三是支部各党员要加强沟通交
流，相互学习，信息共享，做到支部上下
一条心，团结带领车间职工全力以赴做好
检修技改工作。随后，每位党员从工作实
际出发，深入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实
事求是查摆问题。
（谭长龙）

工作开展前期，职工不理解政策，工作进展
缓慢。该支部积极改变工作方法，在干中学、学
中干，钻进去、悟出来，创新工作方式，以党建
工作与收地工作的深度融合，全力以赴推进项目
开展。
今年 6 月份以来，双甲分场党支部以党日活
动为抓手，吹响鼓舞斗志，开展了两次“党建引
领，助力收地”的主题党日活动，充分发挥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助力收回国
有土地，为全力加速推进自治区重大项目建设凝
心聚力。
与此同时，支部组织职工召开座谈会，邀请
有威望、有经验的老党员与职工一起参加座谈，
面对面倾听职工心声。根据实际情况，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原则，共同协商解决问题，化解
矛盾纠纷，实现和谐收地、稳步收地。半年以
来，分场党员干部在田间地头找职工谈心谈话 87
次，组织职工召开会议 46 次。
支部始终坚持知行合一，在收地一线创新工
作方法，尽量做到问题在一线解决。在收地工作
开展之前，工作组对土地作物分成短期作物和长
期作物，在短期作物方面，支部与上级协商，等
作物收获之后，再把土地收回；在长期作物方
面，支部尽力帮职工争取合理的补偿。同时，根
据职工青苗移植等需要，该支部尽量配合职工的
时间，帮助职工减少损失。
把党支部战斗堡垒建在项目一线、党员先锋
安在项目一线。双甲分场党支部以抓好党建为目
标，积极创新党建工作机制，探索出“党建引
领，助力收地”模式，紧盯集团公司和公司下达
的任务指标，透彻研究政策文件，深入项目现场
调研，直面收地工作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全面
服务企业发展和职工增收，高质量完成收地工
作。
(杨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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