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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挥优势 打造“三壮三美新黔江”
——专访黔江农场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俞君
问：根据集团“三年行动计划”定位，黔江
农场公司作为战略协同型企业，下一步与专业公
司开展蔗糖生产、畜牧养殖、健康文旅等方面合
作时，将采取哪些工作措施？
答：农垦集团“三年行动计划”明确黔江农
场公司争当战略协同型龙头的战略定位。按照这
一战略部署，黔江农场公司根据土地资源资产特
点、资源禀赋，充分发挥“三临一靠”（县城临
郊、临江、临高速公路出口，靠近大藤峡水利工
程） 的区位和资源优势，确立“三壮三美新黔
江”（三壮：壮产业、壮效益、壮党建品牌；三
美：环境美、生活美、人心美） 的发展战略和
“一主两优”（一主：抓好甘蔗、柑橘主要产业，
两优：健康文旅、畜牧养殖） 的发展思路，坚持
战略协同、强化资源共用，与广糖集团、桂垦牧
业公司、悦桂文旅公司三大领军带动型龙头企业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发展共同体。
——甘蔗产业。黔江农场公司主要以甘蔗
种植为主导产业，种植面积 33401 亩。一是充分

发挥公司三级良种繁育基地作用，培育甘蔗新品
种，优化调整甘蔗品种结构。以广西农垦“丰收
甜园”甘蔗示范区带动辐射周边，力争全面实现
经营规模化、水利现代化、种植良种化、生产机
械化。二是认真配合广糖集团开展各项试验工
作。为甘蔗高产高糖栽培提供科学依据，为广糖
原料蔗基地提供坚实保障。
——畜牧养殖。合作建设几个高度集约
化、生态化、环境友好型生猪养殖场，使黔江农
场公司成为桂垦牧业重要的生猪养殖基地。一是
紧跟集团公司“畜牧扩张”战略，紧密配合广西
桂垦新黔牧业有限公司加快推进岑山猪场二期
231 亩项目落地。二是继续深化与永新畜牧集团
公司的合作，在黔江畜牧公司现有的岑山猪场基
础上合理规划，发展红河公司 133 亩木马洲猪场
项目。
——健康文旅。一是加快推进与悦桂文旅公
司合作开发的悦江雅苑一、二期 66 亩两个项目。
二是加强与悦桂文旅公司的合作，依托黔江农场

公司丰富的农业资源和文化资源，精心策划建设
一批田园文旅项目，打造农旅结合样板，促进休
闲旅游业发展。
问：结合企业实际，黔江农场公司下一步如
何稳增主业，争当来宾区域特色水果龙头企业？
答：黔江农场公司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以
效益为中心，加快推动主导产业发展，不断增加
主营业务收入全力做大营收规模”的经济发展要
求，不断壮大国有经济，通过发展国有柑橘产
业，充分发挥辐射带动效应，提高社会影响力及
效益，争当区域特色水果龙头企业。
一是围绕柑橘示范园建设，强化标准化基地
建设。在“红河红”园区 3881 亩柑橘种植面积的
基础上，利用收回的国有土地，整合闲置土地，
用于发展国有经济自主经营种植柑橘 2403 亩，大
力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实现规模化发展，增强
柑橘园区示范引领作用。
二是加强国有柑橘产业经营管理。成立项目
工作领导小组，严格审核，严控成本，杜绝违规

开支。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柑橘种植技术措施，
完善人员配置。确保各项高产栽培技术措施落实
到位，保证柑橘大田的种植管理质量。
三是延伸产业链，加快产品加工物流项目建
设。围绕柑橘产业开发柑橘种苗、水果加工、电
商销售、农业金融服务和服务管理等业务，完善
柑橘全产业链，将柑橘产业打造成新的产业核
心，建成具有显著区域影响力的特色柑橘产业龙
头。
四是发挥品牌效应，拓展销售渠道。依托柑
橘果园项目建设，确立无核沃柑、脆蜜金桔等几
个主打品种，全力打造“红河红”及黔江柑橘品
牌，提升产品品质，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
问：在公司“混改”项目试点实践中，黔江
农场公司将以什么方式稳步推进？
答：一是加快资源整合，优化土地经营模
式。充分利用城区、国道、黔江河岸等优质土地
资源，以及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加快土地资源
整合，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土地经营管理

模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益和经济效益。
二是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引入战略投资者。
将公司“十四五”规划融入地方国土空间规划范
围，争取地方政府审批，合理规划公司产业布
局，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实力强、资金雄厚
的战略投资者。
三是高度重视风险管控，规避风险隐患。加
强风险管控职能部门的建设以及监管力度，对公
司经营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进行识别，制定相应
的风险对策，形成相关风险防控体系。
（赵贵明 梁仕强）

黔江农场公司党委召开
第三季度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研讨会

●“我是家里的顶梁柱，两个弟弟还指
望我呢，我要把这块无望地变成自家的希望
地、家里的聚宝盆。”8 月 26 日，黔江农场公
司“最美奋斗者”宣讲活动走进昌菱农场公
司，覃惠芬讲述了自身的奋斗故事。宣讲活
动上还就最美奋斗者覃汉茂的故事进行宣
讲，他们生动感人的奋斗故事深深打动了在 氛围，使公司党员的学习积极性得到进一步
场的听众。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最美奋斗 增强。
者”为榜样，爱岗敬业，努力奋斗，砥砺奋
（刘建斌）
进，把小我融入到推动农垦高质量发展工作
● 夏秋之交，黔江制糖公司员工不畏酷
中，在奋斗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黄敏莹） 暑，依然奋战在车间一线，确保全面完成今
● 9 月 14 日，黔江制糖公司党委根据公 年的各项检修技改工作。9 月 10 日，武宣县总
司学好用好“学习强国”激励方案的有关规 工 会 和 黔 江 制 糖 公 司 党 委 、 工 会 联 合 开 展
定，对截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在“学习强国”“送清凉保安全”活动，为奋战在车间一线的
学习活动中表现优异的 19 名党员同志，以及 员工送上了深情的问候和祝福，及时把县总
各支部 8 月份学习积分排在前 5 名的“学习标 工会和企业党委、工会的关怀送到一线员工
兵”进行奖励并颁发荣誉证书。此次表彰活 心坎上。
（刘建斌）
动，进一步营造了“比学赶超”的浓厚学习
● 9 月 18 日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为缅

简 讯

怀先烈，铭记历史，激发和弘扬爱国主义情
怀，红河农场公司本部党支部组织党员干部
共 20 多人开展爱国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共同
观看爱国教育电影 《八佰》。影片中，中国军
人的爱国主义情怀深深感染了所有观影人，
大家纷纷表示，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今后将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和信念，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共同推动企
业高质量发展。
（黄敏莹）
● 秋梢是明年挂果的母枝，秋梢剪得好
不好，会影响明年的挂果数量和质量。连日
来，红河农场公司党员干部顶着烈日、早出
晚归，对 900 亩国有柑橘种植片区进行修剪整
形。目前，公司已经全部完成修剪工作，正
在开展秋季病虫害防治。同时，为应对高温
干旱天气，公司加强抗旱工作，通过滴灌、
抽水等方式进行浇水灌溉，为明年沃柑稳产
丰产打下坚实基础。
（黄敏莹）

800 亩果园的“守护神”
——记黔江农场公司柑橘大田工区主任罗海波

罗海波 （中） 指导工人剪枝

“傍晚七八点，我看到罗主任还在地里割草”
“一个人，守着几百亩果地、以果园为家，毫无怨
言，真让人感动”……在黔江农场公司，上至公司
领导，下至普通职工，提起罗海波，大家都由衷地
竖起大拇指。
今年 6 月，罗海波从红河农场公司生产部副部
长提拔为黔江农场公司柑橘大工区主任，全面负责
公司本部 800 多亩国有柑橘基地种管工作。
曾经的荒地，如今变成了绿油油的果园，罗海
波倾注了大量心血，成为公司这片郁郁葱葱果园的
“守护神”
。

为更好管理国有柑橘大田基地，6 月，公司领
导班子研究讨论后，决定任命罗海波为国有柑橘基
地大田工区的主任。在谈话时，公司领导问他愿不
愿接受重担，罗海波毫不犹豫地说：“有重担就要
挑起来，这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

技术管理 心细如发

罗海波深知，要搞好 800 多亩柑橘生产，必须
有一支技术过硬的生产管理队伍。
从进驻柑橘基地的第一天起，罗海波就毫无保
留地传授柑橘管理技术知识。“我现在知道哪些叶
片有红蜘蛛、潜叶蛾、蚜虫，哪些枝条可以剪掉
迎难而上 勇挑重担
了。”与罗海波学习了一段时间后，国有柑橘大田
今年，黔江农场公司围绕“三壮三美新黔江” 基地管理员谢乃芬如是说。
发展战略，谋划在公司本部种植柑橘。对长期种植
“这一面枝条比较密，应该梳枝条，保证光照
甘蔗的公司本部而言，柑橘种植是一个全新的领 充足、通风。”“这枝条刺比较多，刮风时枝条摇摆
域。
容易刺破叶子，进而容易引起溃疡病。”柑橘基地
罗海波在红河农场公司，就是国有柑橘基地管 的工人中绝大部分是周边的农民，罗海波手把手地
理员，柑橘生产技术、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3 月 指导他们，不断提高工人的柑橘种管技术。“在这
份，为抢农时，罗海波就进驻黔江农场公司柑橘基 里离家近，也能学技术，挺好的。”授人以渔的工
地，指导工人如何拉线、如何做果盘、如何剪枝 作方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也为柑橘基地培养了一
等。在柑橘基地，笔者就多次看到罗海波与工人们 批有专业技术的工人。
在地里忙活，只见他身穿迷彩服，脚穿沾着泥土的
作为柑橘基地的主任，罗海波在管理上非常严
黑色高筒水鞋，一招一式都是那么投入和认真。
格。

9 月 11 日，黔江制糖公司联系柳州市工人医院的医务人员，到公司为员工进行体格健康检查。
图为医务人员为员工测量血压。
（刘建斌 摄）

公司国有柑橘基地种植以 091 无核沃柑和脆蜜
金柑为主，对基地的管理，病虫害防治是关键。罗
海波每天都要在柑橘基地里转一转，看看柑橘苗是
否有异样，同时告知管理员和工人，一旦发现柑橘
苗有异常，立刻报告，尽快处理。
“每一项工作开展之前，我们都会发出生产工
艺技术通知单。”罗海波介绍，剪枝、淋肥、打药
等都有工艺通知单，工艺通知单对技术操作都有严
格的规范，一目了然，操作性强，便于管理员和工
人实施。
在他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叠码得整整齐齐的
工艺通知单，仔细数来竟有 60 多张。工艺单上有
工作内容、作业时间、工艺要求、成本分析、操作
农机具、人员要求等。比如 9 月 10 日的工艺通知单
上，工作内容为淋施水肥，操作时间是 10 日至 11
日，工艺要求中写着“淋施果苗滴水线内外分别为
10 厘米之间，以淋透土壤 20 厘米至 25 厘米适宜，
在配肥过程中，先开动搅拌器搅动 10 分钟，沉淀
15 分钟后使用。
”
工艺通知单也起到追溯、监督和明晰责任的作
用。罗海波解释道，“比如柑橘树长虫子，我们在
工艺通知单里写明了施药配比情况，工人按照操作
规程配比，如果喷完药无效果，说明我们配药不
佳，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工人的责任，也便于我们
及时调整用药。
”
技术管理，心细如发。罗海波把国有柑橘基地
当成自家果地来管理，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做好每
月生产投入预算，呈报公司董事会研究讨论，为公
司规范发展打好基础。在细致的规范化管理下，一
棵棵柑橘幼苗正在茁壮成长……

果园为家 初心不改
最让大家感动的，是罗海波一心扑在工作上的
忘我精神。
在 3 月抢种柑橘时，罗海波还负责红河农场公
司国有柑橘基地管理工作，每周在公司本部柑橘基
地和红河农场公司来回奔波。大家问他这样两头跑
累不累，罗海波总是摇摇头：“这是组织对我的信
任。”6 月正式任命后，公司原本安排罗海波住在
公司场部，但他只住了几天，就悄悄搬进国有柑橘
大田基地生产房，理由是为了便于管理基地。
“大田基地的生产房是个铁皮房，六七月的天
酷热难耐，他只带着席子就住进去了。”公司总经
理助理廖佳忠说，柑橘基地远离村庄，罗海波吃住
都在柑橘基地，一个人守着几百亩果地。“有时候
傍晚六七点我到果地，经常看到他还在地里忙碌
着。有一次天都要黑了，他还开着机子除草。”
对于大家的赞扬，罗海波总是平淡地回应：
“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朴素简单的话语，道出了一
名共产党员的初心。
（黄敏莹 摄影报道）

我心中最美的奋斗者

“李书记，我那 10 亩桉树地什么时候轮到挖树蔸呀？”“我的 8 亩
桑树地哪时可以开犁啊？”“请大家放心，我们农务部人员正在对你们
的桑树地块进行面积测量，很快就会落实好下一步各项相关工作。”9
月 10 日，黔江制糖公司党委书记李强一行在三里镇白米村一片桑树
地头前，向村民解释工作。这是今年该公司落实“书记工程”的一次
工作布置例行检查行动。
今年以来，公司以落实“书记工程”为抓手，扎实推进甘蔗种植
扩面增 小
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