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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的重要载体，北大荒食
品集团承载着北大荒产品输出、品牌建设、营销体系打
造的使命和职责。

2020年 12月 5日，由北大荒食品集团与哈局站车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合作”高铁动车组冠名仪式在哈尔
滨西站举行，“北大荒”与“哈铁”强强联手，实现了“中
国品牌”与“中国速度”的完美结合。

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武
安表示，这次由北大荒食品集团主办的动车组冠名，就
是要通过“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将北大荒“中国
农业第一品牌”传递给祖国首都和沿途城市的消费人
群，提高北大荒品牌的认知度和信任度，进而将安全、
绿色、营养、健康的北大荒食品送到祖国大江南北，送
进寻常百姓人家。

2020年 11月 6日，北大荒（西藏）青稞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于拉萨正式揭牌成立，北大荒食品集团持股
51%。作为北大荒（西藏）青稞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投
资主体，北大荒食品集团将从多方面实现优势资源整
合，为西藏人民奉献“绿色、安全、营养、健康”的北大荒
优质产品，促进青稞产品等西藏自治区特色产业经济的
发展。

下一步，北大荒食品集团将重点建设“北大荒绿色
智慧厨房”项目，以哈尔滨为主，首先建立仓储配送中
心，实现一件代发服务。选择重点区域逐步推进北大
荒绿色智慧厨房体验店的建立，形成重点区域分销
库。最终在全国重点城市形成集加工、餐饮、培训、科
技、观光旅游等产业为一体的“北大荒中央厨房博览
园”，使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由产品营销升级为产业营
销，由产业营销升级为品牌营销。

讲好品牌故事

□文/摄 刘洪军
本报记者 李涛 刘畅 吴树江

日前，宝泉岭垦区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国
家农业农村部、财政部认定验收。围绕肉类、
玉米大豆、乳酒“红黄白”三色食品产业布局产
业园，宝泉岭分公司以“三色产业”描绘彩卷。

项目驱动 三色产业绘彩卷
“以集团‘1213’工程体系和‘181’战略为

统领，加速推动资源资产整合和产业优化升
级，重点建设‘一区一园六基地’，即发挥集团
产业公司、宝泉岭经济开发区龙头企业牵动作
用，建设绿色高质高效种植基地、无公害畜禽
养殖基地、绿色农畜产品加工基地、优质农产
品电商基地、大宗粮食仓储物流基地和农文旅
特色产业基地等六大基地，率先建成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宝泉岭分公
司党委书记苍云谈及分公司“十四五”发展战
略规划时说。

北三峡白羽鸡增产扩能1200万羽，宝泉岭
分公司50万吨粮食仓储项目，围绕“红黄白”三
色食品产业，一场农业产业升级的谋篇布局，
正在宝泉岭迅疾提速、密集落子。

2021年，宝泉岭分公司立足产业园，壮大
宝泉岭双汇肉业、宝泉岭农牧发展公司两大混
合所有制企业，加强与产业园内瓮福人和、九
三集团2家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宝泉
酱业、香其酱业、山林米业、兴汇热电 4家省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合作。

一年消化掉 22万亩耕地的玉米！这就是
北大荒宝泉岭农牧发展有限公司饲料厂的玉
米需求量。隆冬时节，在企业的生产车间里机
器轰鸣，车辆往来运输饲料，输送到农牧公司

的39个白羽鸡养殖场。
在共青农场，以生产酱油、醋为主的北青

源食品有限公司，元旦迎来开门红，今年企业
增加了腐乳生产线，大豆需求量将超过100吨/
年，并且企业计划扩大大豆专属基地规模。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分公司农产品
就地加工转化率达到 34.2%，正在让越来越多
的“稻变米、玉变饲、豆变酱”。

创新赋能 产业增色更添彩
宝泉岭分公司打好主动战，赋能产业园。
无人值守工厂化育苗生产技术展示区、

VR互动展示区、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及优质
农产品展销区、物联网集中控制中心和产业园
区资源管理数据平台，在宝泉岭现代农业产业
园核心区已构建了“三区一中心一平台”的农
业信息化体系。

按照“农商文旅”融合发展的目标，宝泉岭
农场去年接待游客超过 8万人，实现收入 100
万元。新的一年，他们确定了在2020年的基础
上翻一番的目标。

宝泉岭瑞艺电子商务公司“黑农瑞选”电
商平台2020年销售额突破了2亿元，带动了宝
泉岭蟹稻米、新华黏玉米、延军木耳等各农场
有限公司农产品的线上销售。2021年，宝泉岭
分公司将积极谋划建设宝泉岭电子商务营销

中心。
“分公司与北大荒粮食集团合作的 50 万

吨粮食仓储加工项目，后续工作正在加紧推
进。”宝泉岭分公司市场运营部部长陈世海
介绍。

在推进落实集团“三库一中心”战略部署
中，宝泉岭分公司计划在局直地区和二九〇、
绥滨等 8 个农场建设总库容 170 万吨的仓储
库，并在新华等农场建设物流节点库，解决分
公司大宗粮食仓储和物流问题。

激发动能 强化营销再出彩
整合品牌资源，实施品牌战略，北国宝泉

47°就是宝泉岭分公司聚力打造的区域公共品
牌。宝泉岭分公司与瑞艺电子商务公司合作
共同研发了“北国宝泉47°”90%留胚米，仅仅两
个月的时间就销售大米 110 余吨，销售额达
176万元。

刚刚过去的元旦，各农场有限公司（农场）
销售大米317吨、白酒1990箱、木耳24吨，其中
延军农场有限公司木耳销售团队又赢得了一
场开门红，销售额突破 100万元，2020年新茬
50万斤木耳接近售罄，批发价最高卖到了 50
元/斤。2021年宝泉岭分公司将继续强化营销
思维，加快推进农场有限公司（农场）从生产推
动向营销拉动转型。

围绕肉类围绕肉类、、玉米大豆玉米大豆、、乳酒乳酒““红黄白红黄白””三色布局三色布局

宝泉岭分公司宝泉岭分公司三色产业三色产业绘彩卷绘彩卷

□陆艳红 张天露
本报记者 刘畅 李涛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
石。2020年，北大荒集团九三分公司
实现了粮食丰产丰收，粮食总产量
24.64亿斤，比 2019年增长 10.2%。粮
食增产，黑土地是命根子。粉碎抛撒、
打捆治理、加粪肥混合发酵，九三分公
司采用“花式”方法，因地制宜做深做
实秸秆还田，保护珍贵的黑土地。

粉碎抛撒还田“养生”
北大荒集团九三分公司每年产生

的秸秆资源量达100万吨以上。九三
分公司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我们依据
农艺需要配备农机装备，依据装备水
平完善技术措施，401台套进口收获
机全部安装茎秆粉碎抛撒器。”九三
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农机工作人员介
绍说。

旱田采取在秋季收获后秸秆粉碎
抛撒田间状态下，实施机械翻埋模式、
覆盖模式、机械灭茬及联合整地碎混
模式等方式实现作物秸秆还田。水田
采取在秋季利用水稻联合收割机配备
秸秆切碎装置，收获水稻时直接将秸
秆粉碎还田于土壤表面并翻埋土中，
春季直接泡田进行搅浆整地，保护土
壤，培肥地力。据了解，九三分公司
2020 年农作物秸秆还田面积达到
348.7万亩以上，11个农场秸秆综合利
用率均达到100%，农业生产产出的秸
秆还田率达到 95.98%，实现了黑土地
用养结合。

秸秆打捆治理冲刷沟
自2011年开始，九三下辖11个农

场对秸秆打捆治理冲刷沟进行了探
索，取得较好成绩。以尖山农场 2011
年、2013 年秸秆打捆治理冲刷沟为
例，采用“秸秆捆—土—秸秆捆”相互
交替摆放，逐层压实，最后预留 50厘
米用于铺设黑土，最终完成冲刷沟的
治理并恢复耕地状态，截至 2019 年
底，这两条治理完的冲刷沟仍然保持
耕地状态。2019年-2020年，尖山农
场因急性暴雨新增冲刷沟共 223条、
96.77 公里，直接经济损失近 881 万
元。尖山农场积极探索治理冲刷沟的
有效措施，坚持“小沟靠平、中沟靠治、
大沟靠填、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
则，2019年—2020年结合三秋工作对
新增冲刷沟开展了秸秆打捆治理冲刷
沟，累计已治理 319 条、161.13 公里，
治理完成率达到95%。

大西江农场有限公司积极探索
冲刷沟治理办法，经过反复试验，利
用玉米秸秆打包填埋的办法，经过多
次填埋，可将冲刷沟彻底修复为良
田，2020年秋季农场对冲刷沟通过打
包填埋、钩机、铲车进行了综合治理，
累计治理冲刷沟 128 条，合计 23738
米。

秸秆加粪肥生产有机肥
红五月农场有限公司将秸秆与牛

粪混合发酵后生产的有机肥，打造有
机耕地。通过生物有机肥转化技术，
年产有机肥1500吨左右，实现种养循
环发展。

秸秆加粪肥发酵后还田的模式，
在九三分公司已经推行了好几年。依
托以牛粪为主的生物肥厂生产的有机
干粪肥以及液体粪污存储囊发酵技
术，有机肥施用量达到 14.07万吨，通
过种养结合，大力发展绿色有机种植，
保护耕地质量。到2020年，九三分公
司全面积实施“三减”技术，落实总局

“三减”示范面积133.6万亩，其中减化
肥54.5万亩、减农药41.1万亩、减除草
剂38万亩，实现了化肥用量比2017年
减少 5%，农药、除草剂使用零增长的
目标。

九三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张宏雷表示，扎实做好秸秆还田，增加
土壤有机质，确保地力不减，是造福子
孙后代的大事。

因地制宜做深做实

九三分公司“花式”秸秆还田

本报讯（刘士臣 记者刘畅）日前，北大荒集团龙镇农
场有限公司所属企业黑龙江龙绿食品有限公司的产品库
里，工人们正紧张地出库装车。据悉，本次销售的玉米共
96000穗，全部出口国外。这是龙绿公司今年出口的第
三货柜糯玉米，还有两货柜订单正在备货。

据了解，龙绿公司加入农垦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后，
实现了产品从种植到收获全程可追溯。通过黑龙江省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验收和爱科赛尔国标GB、NOP欧美有
机认证，其产品获得了出口资质并远销美国、加拿大、俄
罗斯。

2020年，龙绿公司全力打造中国最北鲜食玉米生产
基地，对标市场需求，进一步夯实基地、完善工艺、打磨产
品、广拓渠道，不断完善线上、线下销售模式，通过现有出
口商，巩固国外销售网络，做好国内市场推广，真正将龙
绿糯玉米打造成北大荒旗下高端品牌。

龙镇农场有限公司

有机糯玉米走出国门

本报讯（何洪艳 记者李涛）元旦过后，北大荒集团各
大企业线上渠道引流、蓄流，主动开拓线下主战场，迎来
2021年销售“开门红”。

据介绍，为抢抓节日商机，北大荒集团各大企业纷纷
推出特价促销、新年大促、优惠券满减、折上折买赠等形
式多样的跨年促销活动刺激消费，客流量、销售额均明显
增加。通过新品上市、策划节日礼盒、优化供应链、备足
旺季产能等方式，突出“北大荒”农业行业第一品牌的优
势，线上线下齐发力，积极推进多元化营销。

元旦期间，北大荒完达山乳业开启多元化营销模
式。线上利用公司微赞平台和连锁超市平台同步直播引
流，线下东三省744家门店联动销售。同时，各办事处团
队积极录制小视频，并特邀电视台主持人录制口播转发
朋友圈提前宣传造势，点燃了消费者购物狂潮。截至目
前，婴儿粉销售额达 400余万元，液奶实现销售额 709万
元。

通过营销策划，元旦黄金周，北大荒马铃薯集团生产
的薯片、酸辣粉、粉丝等马铃薯系列终端产品，销量较去
年同期增长310%，给全年营销开了个好头。

北大荒集团

积极推进多元化营销

本报讯（秦尚生 记者刘畅）进入新的一年，北大荒集
团海林农场有限公司新海林公园内一派沸腾景象。记者
了解到，海林农场有限公司第二届“赏冰乐雪”系列活动
即将火热上演。

1月 6日，在新海林公园的湖面上，各种机器声此起
彼伏，工人取冰,货车运冰，广场上叉车卸冰，能工巧匠们
各显其能雕刻出美丽的冰雕。据介绍，为了推进第二届

“赏冰乐雪”活动的进程，让冰雕作品设施和冬捕、冰钓等
娱乐项目尽早和大家见面，农场有限公司争分夺秒全力
施工。机关、作业站及场内各企事业单位、团体也纷纷加
入其中，努力为职工群众打造一个集观赏、健身、娱乐于
一体的冬季户外空间。

记者了解到，入冬以来，海林农场有限公司依托区域
内独特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挖掘三岛湖和双峰水库的
冰雪资源，塑造全新的“冰雪+娱乐”主题，以其栩栩如生
的冰建景观、趣味十足的娱乐项目、精彩纷呈的特色活
动吸引游客，目前，各项建设及筹备活动接近尾声。

海林农场有限公司

“赏冰乐雪”大戏即将上演

本报讯（李鑫 记者吴树江）1月 6日，北大荒股份八
五四农场分公司民富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优质稻订单销
售签约仪式在八五四农场举行。签约现场，民富水稻专
业种植合作社与五常市常兴商贸有限公司签订5万吨优
质稻订单合同，2021年，这个种植合作社优质稻米订单
种植面积将超过10万亩。

签约仪式上，五常市常兴商贸有限公司负责人详细
介绍了优质稻选种与订单收购的相关事项，并与民富水
稻专业种植合作社理事长现场签订优质稻收购合同。据
了解，此次签约，由八五四民富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负责
种子供应和全程技术指导，种植的优质稻由五常常兴商
贸有限公司以不低于市场价 1.6元随行就市进行收购。
通过签约订单提前预定优质稻，让种植户不愁销路的同
时，增添了发展种植优质稻的信心。

2021年，八五四分公司民富水稻专业种植合作社将
引进优质稻新品种进行试种，打造“优质米集散地”，通过
建立“企业+基地+种植户”订单农业模式，把原粮生产、
品种择优、精米加工和品牌营销贯穿起来，实现“订单农
业”长效机制，让种植户与企业形成紧密相联的利益共同
体，把合作社的“民富稻香”大米做强做大，带领更多的种
植户增收致富。

八五四农场分公司

签订5万吨优质稻订单

北大荒食品集团全力打造“绿色智慧厨房”

撬动转型支点 塑造营销新宠

与电商平台沟通新年大促、推出折上折促销活动、和大型连锁超市沟
通集中陈列、开展特价促销捆绑销售……

进入1月，面临即将到来的春节销售季，刚成立3个月的北大荒食品
集团力争打一场销售硬仗，助力打造“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

据了解，2018年底，北大荒集团推出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项目，利用
北大荒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非转基因原料、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等方面
优势，聚集北大荒集团旗下米、面、油、乳等各产业公司，搭建营销主体，打
造国内中高档农产品和绿色安全食品的平台。2020年10月29日，北大荒
食品集团揭牌成立，成为打造“北大荒绿色智慧厨房”的重要载体。目前
北大荒食品集团旗下的产品共百余种，涵盖米、面、油、豆浆粉、酒类、矿泉
水、亲民食品等7大类。

□佟玲 本报记者 刘畅 李涛 吴树江

北大荒食品集团作为撬动北大荒转型发
展的支点，通过对各级企业、分公司、子公司
的资源整合，将北大荒集团营销体系由过去
的“分兵作战”转变为“联合军团作战”，构建
品类更多、内涵更广、模式更新的大营销格
局，打造从田园到餐桌的健康安全的全产业
链，实现从卖原粮向打造“绿色智慧厨房”，为
全社会提供更多绿色、安全、优质、健康食品
转变。

北大荒食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长
华说，如今的北大荒，不仅是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的“大粮仓”，更日渐成为生产百姓放心食
品的“大厨房”。加速从“大粮仓”向“大厨房”
升级，从种得好到卖得好，是北大荒食品集团
成立的目标和意义。

构建大营销格局

一直以来，营销是北大荒的短板，食品
集团在第八届黑龙江绿色食品产业博览会
（第三届黑龙江国际大米节）主动出击。在
2020年 10月至 11月期间，食品集团与兄弟
直属企业、分公司及农场有限公司携9大类，
共百余种产品亮相大米节、厦门绿色有机食
品展及重庆·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通过

“直播带货”、现场销售，宣传推介北大荒的
企业、产品和品牌，打造一批网红产品。

作为另一个销售高峰，去年“双十一”期
间，食品集团线上通过多家知名电商平台开
展限时秒杀、优惠券满减、折上折等多种促
销活动，旗下北大荒小皇豆大豆油、北大荒
亲民有机面粉等爆款产品销售活动持续火
爆。食品集团线下开启全员营销模式，现代
渠道开展特价促销、绑赠等活动，传统渠道
开展主题路演、外展促销、店内促销等活动，
积极拓展营销渠道及终端数量。“双十一”当
天，通过短视频平台直播，以现场制作美食
的形式推广绿色产品。据数据显示，“双十
一”期间，北大荒食品集团全品类电商渠道
产品销售额突破5017.98万元。

主动出击补齐销售短板

食品集团百余种产品亮相第三届黑龙江国际大米节。 本报资料片

食品集团工作人员通过线上直播网络带货。
本报资料片

九三分公司秸秆还田现场。
本报资料片

北三峡食品有限公司采用国际领先的肉鸡屠宰生产线。

为满足游客四季采摘的需求，北大荒股份宝泉岭分公
司现代农业产业园通过新型节能日光温室大棚种植草莓、
西红柿等反季节有机果蔬，不断丰富种植品种、提升品质、
优化服务，吸引游客采摘“打卡”，为种植户增效益。这是
小游客正采摘西红柿。 马文竹 本报记者 刘畅摄

有机果蔬采摘受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