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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绿色食品集团与中建八局举行团餐配送签约仪式

双方签约
9 月 4 日，中建八局广西分公司与广西绿色食品集团
公司团餐配送签约仪式在中建八局文德大厦 22 楼会议室
举行。
双方就充分发挥广西绿色食品集团丰富的绿色产品
资源优势，为中建八局广西建设有限公司配送安全健康
食材，促进双方在“健康企业·营养食堂”建设等方面展

开深入讨论。
广西绿色食品集团为全力推进广西农垦集团“一核
三新”主导产业建设战略布局，以平台化运作、市场化
运营为原则，搭建了广西食品供应链服务平台。广西绿
色食品集团将以农垦体系的数百家种养殖基地为依托，
结合第三方配送公司优势，打造安全健康食材供应链体

系。利用集采优势，归集行业上下游资源，下沉深入整
个供应链，谋求长久可持续发展。
未来，广西绿色食品集团将践行国企使命，着力培
育壮大商贸流通新业态，不断整合优势团餐配送企业资
源，大力发展食材供应链业务，致力打造安全食品王
国，助力广西乡村振兴战略发展。
（农垦电商公司）

中非农业投资公司到剑麻集团考察
9 月 4 日，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中非农业 加工、销售及市场开拓情况，对相关问题进行现场交流。
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周先标，中非农业投资有限责
在座谈会上，双方就剑麻产业发展进行深入探讨和
任公司剑麻事业部总经理陈晓涛等一行到剑麻集团考 交流。剑麻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剑麻集团剑麻产业发
察，希望共同破解加工设备难题和剑麻产业机械化、智 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表示剑麻集团将按照广西农垦
能化等瓶颈，促进剑麻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定位，以打造全国龙头企业为目标，在
当天上午，周先标一行来到山圩农场公司剑麻大田、“双 10 万亩”剑麻基地建设、产业联盟建设和产品创新
麻片加工厂、纤维仓库以及山圩制品有限公司，现场观摩 开发等方面全力发力，强基础、稳市场、开新土，加速
麻片-纤维-纤维制品规范化生产流程，实地了解生产、 重回国内行业第一位置，推动剑麻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周先标表示，本次考察，深入了解了剑麻集团剑麻
产业发展情况和运作模式，双方未来交流与合作的前景
非常广阔。希望双方本着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原则，
扩大合作交流范畴，深度统筹剑麻业务，在原料供应、
生产服务、人才培养、技术共享、产业开发等方面展开
合作，共同破解加工设备难题和剑麻产业机械化、智能
化等瓶颈，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稳定产品质量，实现
剑麻产业高质量发展。
（杨红亮 温良伊）

良丰农场公司多措并举
保障柑橘销售

工人正采摘柑橘

简 明 新 闻
外经公司研究部署
中印合作区建设发展工作

“客商老板要求 11 点前必须装车完毕，我们十几个人从早上 7 点就开始
入园采摘了。
”良丰农场公司二工区 9 号地文大嫂说。
进入 8 月以来，良丰农场公司的柑橘陆续开采上市，为确保今年柑橘
稳产增产，职工增收增效，该公司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保障柑橘销售。一
是加大投入，改善果园道路。对各工区 24 处年久失修、路面破损严重、坑
洼积水严重的路段统一进行维修，工程总方量为 1747 立方米，投资总造价
约为 19.2 万元，预计在 9 月上旬全部完成维修。二是全程跟踪，提供技术
服务指导。公司经营管理部印发柑橘采摘期作业建议，并积极联系客商进
行订购；各工区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时时关注收果进度，及时向职工通
报今年柑橘行情趋势，准确把握市场动态，及时销售柑橘。
今年，良丰农场公司柑橘种植面积共 3395.45 亩，其中投产面积为
3213.6 亩，预估产量为 14168 吨，现有温州蜜柑、南丰蜜桔、金秋砂糖桔、
沃柑、椪柑、卡拉卡拉等多个柑橘品种，采摘期可从当年 8 月底持续到次
年 4 月。
（何冬妮 摄影报道）

续做好“党旗在我心中”党建品牌建设，以党建为引
领，推动中印合作区开发建设。
（杨燕虹）

博白县竹木草制品产业聚集区
首批入园企业集中开工

9 月 3 日，博白县竹木草制品产业聚集区首批入
园企业集中开工仪式在城南产业园举行，12 个首批入
8 月 31 日，按照农垦集团总体部署，外经公司召 园项目正式集中开工。园区项目启动后，将辐射带动
开专题会议，研究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以下简称 旺茂农场公司经济发展，助推旺茂农场公司迎来新的
中印合作区） 二期开发建设工作。会议分析中印合作 发展机遇。
博白县工业集中区城南产业园 （原旺茂新型建
区的投资经营情况，总结中印合作区一期经营成果，
组织与会人员就中印合作区经营管理和二期开发建设 材 产 业 园） 属 自 治 区 A 类 园 区 ， 现 有 规 划 总 面 积
提出工作设想，营造“人人关心经营、人人参与讨 10.13 平方公里，将扩大规划面积至 35.13 平方公里，
其中使用旺茂农场公司国有土地 22.53 公顷，坐落在
论”的工作氛围。
会议提出了下一步发展思路：一是进一步完善通 农场公司第四、第七生产队。该产业园正大力发展
信、污水、水电、道路、燃气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园 竹木草制品聚集区、博白节能环保产业区项目、博
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基础设施服务；二是尽快落实建 白县林产品综合经销物流项目 （一、二期）。
旺茂农场公司将充分利用此次发展契机，主动融
设资金，加快推进二期项目建设；三是进一步加强与
项目合作伙伴的沟通协调，加快推进二期土地征收进 入地方发展规划，盘活土地资源，坚定“一种二养三
度；四是进一步完善选人用人和激励机制，形成完善 地产”发展思路，扎实推进集团两项战略任务，争当
的“选人、用人，留人、养人”的人才机制和薪酬机 战略协同型龙头企业，为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贡
制；五是多渠道开展宣传，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六是 献旺茂力量。
（凌彩宇）
利用中印合作区平台，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七是继

桂北农场公司
做好抗旱、安全生产宣传工作
九月秋高气爽，特早熟温州柑即将进入收获季，
晚熟柑桔进入膨大期，也是桂北地区进入秋旱时节。
为预防可能到来的秋旱，近日，桂北农场公司部署柑
桔果园抗旱、安全生产工作，并通过生产队黑板报、
手机短信、微信等方式提醒果农做好果园抗旱工作及
安全生产。同时，为了预防果园内的蓄水池、鱼塘等
地的安全事故发生，农场公司生产经营部统一制定安
全警示牌免费发放给果农，树牌提示安全。 （蒋立新）

源头农场公司邀请专家
开展柑桔病害检查工作
为及时抓好柑桔病害防治工作，促进柑桔产业持
续健康发展，9 月 1 日，源头农场公司邀请广西特色
作物研究院院长邓崇岭一行五人，到公司开展柑桔病
害检查工作。邓崇岭一行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走访等
方式，从选苗、嫁接、修剪、喷药防治等方面了解公
司柑桔病害防治工作，针对公司第六生产队、第三生
产队果园存在的一些病害症状进行检查、采样，公司
有关负责人协同专家组开展柑桔病害检查工作。
（甘宁）

（上接一版）
小配送企业和支持供应链节点发展，为产业赋 万大山公司成为农资供应龙头企业，实现第二个
问：根据集团发展定位，十万大山公司要争 能，大力开展团餐食材供应服务，利用农垦自身 “双平台抬一龙头”战略。
当全区优质安全食品供应龙头企业和农资供应龙 土地资源逐步推进基地化、订单式农业。通过
问：结合企业实际，在积极稳妥开展大宗产
头企业，如何加快推进、做大做强农产品商贸流 “广西农垦优选服务平台”“广西农垦食材供应服 品贸易、做大经济规模方面有什么计划和打算？
通主业？
务平台”，为全区食品安全赋能。这两个平台互
答：当前，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国
答：十万大山公司要争当全区优质安全食品 为支撑、协同发展，共同将十万大山公司打造成 家对中国—东盟特色优势跨境产业链、大宗商
供应龙头企业和农资供应龙头企业，我们实施两 食品供应龙头企业，实现第一个“双平台抬一龙 品交易平台、权益类平台、跨境金融、跨境电
步走战略，即两个“双平台抬一龙头”战略思 头”战略。
商、跨境物流等领域的企业，出台了更多政策
路。
第二个“双平台抬一龙头”战略思路：以搭 支持。十万大山公司要充分利用这些利好政策
第一个“双平台抬一龙头”战略思路：以电 建“广西农垦农资供应服务平台”，利用商贸流 措施，趁势而上，有所作为，做好科学决策和
子商务公司“农垦优选服务平台”为依托，开展 通的业务优势，大力开展农资供应服务。以搭建 风险防控，以四个“坚定不移”确保大宗贸易
农产品消费扶贫工作，让农垦国企品牌得到社会 “广西农垦水果仓干配服务平台”，打通流通渠 行稳致远。
的关注和认可，为更多垦区绿色优质农产品进企 道、链接市场，服务垦区水果等产品销售。通过
一是坚定不移整合农垦内部资源，搭建农垦
业、机关、学校、医院、军队、家庭等奠定了良 集约化、标准化、规范化的农资供应和农技服 物资供应链服务平台。理清垦区农场公司现有优
好基础。搭建“广西农垦食材供应服务平台”， 务，提高产量、提升品质，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步 质农产品产业发展现状，探索合作供销模式，共
积极整合社会资源，特别整合民企资源，服务中 伐。两个平台相辅相成、协同发展，共同打造十 同助推“桂垦”“十万大山”品牌建设，与广糖

梧州市领导到梧州明阳生化公司
开展专题调研
9 月 2 日，梧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监委主任黄中贤一行
到梧州明阳生化公司，就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
务，以及复工复产及疫情防控开展专题调研。
黄中贤一行详细听取了梧州明阳生化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汇
报。面对疫情防控和经济下行的双重压力，明阳生化集团集中一
切优势资源，在原材料供应、生产保障、产品销售等方面给予梧
州明阳生化公司大力支持。梧州明阳生化公司上下同心，迎难而
上，保生产、保产能、保就业，全面复工复产，全面提高生产效
能，努力降低运营成本，生产经营各项指标实现了稳步增长。
黄中贤对该公司各项工作稳定有序开展给予了充分肯定，希
望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全力以赴推进产能升级改造项目建设，推
动梧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黄中贤强调，蒙山县相关职能部门
要按照梧州市“三年三工程”活动和作风兴市的要求，践行“书
记在现场”工作法，强化工作措施，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项目
建设中遇到的难题，助力企业推进生产经营和项目建设。
调研组还实地参观了该公司党建长廊和化验室，查看了项
目、党建、检测设备设施情况。梧州市政协副主席、蒙山县委书
记冼秋莲陪同调研。
（梧州明阳生化公司）

柳州市领导到桂垦盛塘牧业公司
检查指导工作
9 月 2 日，柳州市副市长朱富庭到桂垦盛塘牧业公司四塘种猪
场 B 标工程建设施工现场指导工作。
烈日下，四塘种猪场项目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检
查中，朱富庭听取了桂垦盛塘牧业公司有关负责人关于工程施工
进展情况的汇报，了解工程在推进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表示柳
州市政府对四塘种猪场项目建设高度重视，建设方要抓好当前的
施工利好天气，增加施工队伍人员，按时间节点加快施工，对于
施工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市政府将会同有关部门协调解决，确保
项目顺利推进，按期建成投产。
朱富庭一行还与桂垦盛塘牧业公司有关负责人进行座谈，对
推进全产业链项目建设，包括饲料加工、屠宰场、猪肉深加工的
项目建设用地及规划等工作作了进一步部署。
（廖春翠）

大新县县委书记到大新制糖公司
调研指导
9 月 7 日，大新县县委书记高贤斌一行来到大新制糖公司，就
该公司党建工作、企业发展、人才培养等工作进行实地调研，详
细了解企业发展运营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和建议，帮助企业解决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座谈会上，在听取大新制糖公司汇报后，高贤斌对广糖集团
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关于糖业“二次创业”战略部署所作出
的贡献和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肯定，认为大新制糖公司做到了
“一快两大三精”，即企业发展快，贡献大、目标大，技术精良、
队伍精干、管理精细。高贤斌指出，要明确目标，保持稳健的步
伐，精准领会上级党委政府精神实质，并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全
力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企业发展要与政府产业发展导向相适
应、与地方资源优势相结合，结合企业实际，以市场为导向，为
企业发展增添活力；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切实做好安全生产和
环境保护工作，确保企业平稳健康运行。
（农艺川）

龙州县县委、县政府领导
现场推进农垦生猪养殖项目
9 月 8 日，龙州县县委、县政府分管领导带领有关部门就如何
加快推进生猪养殖项目建设，深入到龙北牧业公司平岭母猪场进
行现场办公。
龙州县委、县政府领导指出，龙北牧业公司生猪养殖项目是
崇左市生猪养殖重点项目之一，其中平岭母猪场占地面积 800 亩，
养殖母猪万头以上。生猪养殖项目的建成对我县落实生猪稳产保
供、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大现实和支撑作用，有关乡镇及部
门要耐心主动服务、积极担当作为，为项目的建设做好各方面的
服务，排除困难和问题，尽快推进项目竣工投产，实现垦地合作
共赢。
龙北农场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强化责任担当和整体合力，抢抓机遇，狠抓工期，全力加快
项目建设进程，为地方经济建设贡献农垦力量。
（黄秋园)

加强垦地合作 实现共赢发展

集团、牧业公司、剑麻集团建立业务对接服务机
制，推进大宗商品贸易供应链服务，搭建农垦物
资供应链平台，改变过去传统跟风的粗放型贸易
形式，转为锁定产业链主力企业，提供综合服
务。
二是坚定不移全面提高风险管控，稳存量拓
增量开展大宗贸易业务。坚持“风控第一、规模
第二、利润第三”的经营理念，加强公司风险防
控管理，积极稳妥开展大宗贸易业务，为集团营
收做贡献。主动对接交投、北投、建工等区内国
企，开展建材等传统贸易业务；对接中储粮、北
大荒、中粮等国有集团和大型饲料加工企业，开
展“北粮南运”项目；通过搭建平台、业务合作
或成立混改公司，整合社会资源，做深做透农产
品贸易，同时配合农产品贸易，择机开展“南果
北运”项目。

三是坚定不移推进重点项目，开拓经济新增
长点。充分利用相关政策，推进供应链和电商公
司到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南宁片区落户和
运营。以集团“三年行动计划”为契机，进一步
谋划深耕农垦土地资源，探索开展机制砂、石
材、高岭土等矿产资源贸易，通过项目或混改方
式整合社会力量，共同打造资源综合开发和利用
产业平台，以资源换渠道，以渠道拓资源，做深
产业开发、延伸产业链，努力做大营收，创造更
多效益。
四是坚定不移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全面提升
公司战斗力。完善岗位设置和岗位职责，优化人
才考评机制；建立健全各类人才培训制度，提升
现有人员的能力素质；引进熟悉贸易、电子商务
等人才，发挥好农垦电商作用，为公司增效创
收、做大农垦“蛋糕”作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