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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农旅融合、产融结
合。农业要和文化、旅游结
合，一二三产业要融合，一产
接二产，要接二连三，孤立不
能生存，要围绕哈尔滨这座大
城市写下哈尔滨公司的大文
章。”今年 8月 11日，北大荒集
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
经理杨宝龙在闫家岗农场调
研时强调。

哈尔滨有限公司围绕“产
业打底、旅游增收”的思路，将

“农业强、乡村美、职工富”作
为农旅融合发展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推动“田园变公园、产
品变商品、农家变商家”，促进
传统农业提档升级，实现农场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农旅融合是我们农场农业发展的
大势所趋，也是城市消费需求的热点所
在。”阿城原种场场长于志说。今年，阿
城原种场通过发展旅游，培育生态游、观
光游、休闲游、农业体验游等农旅融合产
业，开发农业生态资源和乡村民俗文化，
加强农业产业链延伸、带动了职工增收、
农场发展、农业升级。

“这个西红柿吃出了小时候的味道，
口感特别好。”今年 7月 24日，在阿城原
种场农业生态园区前来旅游采摘的张女
士赞不绝口说。阿城原种场农业生态园
区种植的绿色果蔬，深受哈尔滨市周边
旅游爱好者的青睐。

今年，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因地制
宜走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发展道路，坚
持高站位、高水平、高质量、高效能田园
综合体规划，建设北大荒闫家岗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打造环境优美、宜居宜游、
各具特色的生态农旅观光项目，在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基础上，推进农业与
旅游、教育、文化、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
融合，形成具有历史、地域、民俗、农耕特
点的旅游乡村文化大集。

同时，为进一步实现企业增盈目标，闫
家岗农场成立了臻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
社，发展特色水产养殖，采用养殖、休闲、娱
乐为一体的经营模式，为游客提供烧烤、垂
钓服务，吸引游客来闫家岗观光旅游。

据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设施农业园
区主任姜立志介绍，这个农场积极调整
种植结构，在设施农业园区大棚内种植
特色芹菜、辣椒、西红柿等经济作物，通
过采摘服务等形式，增加收入。

哈尔滨有限公司党委正在以产业集
聚战略思维，加快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
化升级改造，以建设都市田园综合体为
核心，全力打造北大荒集团的“桥头堡”
和哈尔滨市的“后花园”，向具有行业竞
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北大荒现代都市农
业龙头企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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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畅

在北大荒集团庆阳农场有限公
司第四管理区的水稻田里，一方方稻
田颇如油画，收获机械在稻海驰骋，
伴着轰鸣声，摇摆的稻穗从前端割台
卷入机器，后面秸秆直接粉碎抛洒，
细碎的秸秆沫喷洒而出……这是庆
阳农场有限公司水稻收获时的场
景。记者了解到，庆阳农场有限公司
着力构建农场水稻特色产业区，立足
打造优质水稻、黑稻两大优势产业。

记者在现场看到，两台收获机仅
仅用了十几分钟，就将过去人力至少
大半天才能干完的水稻收割作业完
成了，稻粒从收获机的“长脖子”粒筒
急速流淌到运输车斗里，从地头直接
拉到米厂烘干、储存、加工。科技服
务中心第四作业区党支部副书记开
甲柱指着旁边的稻田说，这里种的是
庆阳的黑稻，品种是“黑珍珠”，打造
高端黑米之都，是庆阳农场有限公司
的另一个重点工作。

据了解，庆阳农场有限公司地处
完达山余脉张广才岭西麓，亮珠河、
驿马河依场流过，没有工业污染，保
留着较好的原生态环境，为黑稻创造
了极佳的空气质量环境。场内土壤
有机质含量较高，适合黑稻生长。七
华里山的山泉水资源更为发展黑稻
灌溉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保障。

庆阳农场有限公司大力发展黑
稻种植，以现有粮食仓储和加工能力

为切入点，提高稻米市场营销能力，以“小切口”推动
“大战略”，优先打造黑米产业。农场有限公司还依托
北大荒集团绿洲米业等龙头企业，形成了“龙头+基
地+农户”的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打造了一条集研发、
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水稻产业链。目前，庆
阳农场带动延寿、方正等周边县镇种植黑水稻面积已
突破20万亩。

据介绍，今年年初，农场有限公司盘活 2.5万吨粮
食仓储中心，发挥粮食烘干设施的优势，增强了农产品
市场竞争力。同时，创新经营体制，通过科学研判粮食
市场行情，采取订单种植、抱团经营、托市收购、产品精
加工销售等多种措施拓宽营销渠道，同知名企业建立
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让好粮食卖上好价钱。目前，北大
荒米业集团在庆阳农场有限公司已启动1万吨黑稻收
储工作，为共谋发展、互利共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庆
阳
黑
稻
收
割
啦

□陈琳琳 吕辉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有好点子，有好制度，是提高企
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据北大荒牧
业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王玉起
介绍，公司自 2020年 12月 8日成立以
来，努力有序推进三项制度改革重点
工作，构建了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
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有效机制，
努力提高企业发展活力和综合竞争
力。

制定内控制度89项
激发内生动力

记者了解到，北大荒牧业有限公
司致力于北大荒集团畜牧资源整合、
资产重组，以股权划转为纽带整合奶
牛牧场、畜禽养殖、饲料生产、畜禽屠
宰、肉制品加工等资源，是集畜牧养
殖、饲料生产、肉制品加工、产品营销
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团。组建初期
就组织专班建立了内控制度体系，编
制部门职能和岗位职责说明书，以一
岗多能、精干高效的原则，激发员工干
事创业岗位成才的内生动力。

目前，北大荒牧业有限公司总部
员工实行月绩效考核与年绩效考核相
结合制度，采取目标管理和关键业绩

考核相结合的方式，总部员工实行异
岗异薪，每年年底前或根据岗位空缺
采取竞聘上岗形式进行岗位调整，形
成人才的良性循环和内部竞争机制对
于双向选择无岗和未竞聘上岗的人
员，进行调岗或辞退。

截止目前，制定了“三定”方案、薪
酬管理办法、财务制度、行政管理等内
控制度 89项，业务工作流程 56个，员
工岗位职责说明书 63份，为企业快速
进入良性运转奠定了坚实基础。

公开招聘引进员工15人
研究生占35%

“我们要加快实现人员能进能出，
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有
平台、有空间、有发展，创造更大的业
绩。”王玉起说，公司要创新选人用人
制度，既让能者“上得来”，又要让庸者

“下得去”。
按照北大荒集团三项制度改革要

求，本着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
则，全程委托第三方招聘机构负责公
开招聘各环节。2021年上半年，公开
招聘共引进员工 15人，其中研究生学
历占35%。

6月以来，北大荒牧业有限公司全
面实施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
化退出原则，将运营发展与内控管理

相结合。建立绩效与公司利益挂钩的
动态奖惩机制，层层分解经营任务指
标，加大对指标完成情况的考核与奖
惩力度，逐级签署了企业《经营管理目
标责任状》，建立绩效与效益挂钩的动
态奖惩机制及市场化退出机制。

完成指标
最高可提取利润提成40%

以收入“能增能减”机制为切入
点，公司上下全面推行绩效管理，改变
传统“大锅饭”薪酬分配机制，逐步建
立市场化分配机制，以“业绩与薪酬双
对标”为原则，强化全员责任、权利和
义务。结合企业自身实际，制定以经
营结果为衡量标准的超额利润奖励办
法，建立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树立员工
与企业共同发展的坚定信念。

北大荒牧业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吕辉介绍，公司实行劳动合同
与岗位合同“双合同”管理，建立与绩
效和贡献挂钩、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
结合的薪酬激励机制，薪酬根据绩效
动态调整、动态考核，全员绩效工资按
职级占比 10%至 40%；同时，对经营业
务部门实行经营业绩目标考核，实现
超利润分享，完成指标最高可提取利
润提成40%，确保干部员工时刻保持干
事创业热情。

北大荒牧业有限公司

三项制度改革点燃发展活力

本报讯（张春艳 田萍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又
到一年丰收时，放眼望去，北大荒股份八五四分公司万亩良
田遍地铺金，党员先锋队冲锋在前，活跃在秋收一线。

在今年的秋收工作中, 八五四分公司十二个管理区的
党员干部组成 40支助农先锋队，与种植户“抢晴天、战雨
天”，广泛开展“保秋粮、夺丰收”服务活动。组织部分党员
及时与困难群众对接，积极组织秋收志愿服务队、秋收互助
组帮助困难家庭，特别是缺乏劳动力家庭，做好秋收抢收工
作。其他党员干部深入田间，通过实地踏查掌握各地块的
地理条件和成熟度，积极协调机械力量。剩余党员干部每
天深入晒场定时查看、记录粮食水分、温度等信息，帮助种
植户进行晾晒、通风，确保粮食安全存放无事故。

截至目前，八五四党员先锋队共提供各类服务 200余
次，协调机车80台（套），协助抢修机械、收割、运输180余次。

八五四分公司

党员先锋队助农夺丰收

本报讯（陈静 刘文秀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
在北大荒股份勤得利分公司的玉米地里，凯斯联合收割机
穿梭着，秸秆瞬间化为碎片，玉米粒哗哗地从收获机的“长
脖子”口中流出，装入收粮卡车。据了解，这些新玉米粒不
出收获地，就能及时销售。当前，玉米已全部收获，并做到
收获一块、销售一块、灭茬一块、整地一块、起垄一块。

“今年我种了 293亩玉米，我们勤得利分公司统一管
理，从种到收啥都不用操心，收购商都给联系好了，坐在地
头就把粮卖了。”种植户方忠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北大荒股份勤得利分公司种植面积 53.98万亩，
水田50.37万亩，旱田3.61万亩。勤得利分公司加强对旱田
的统筹管理，采取统种统销的方式，既减少生产成本，又可
以整体推进玉米销售。

勤得利分公司

坐在地头把粮卖

本报讯（吕云鹏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畅）近日，北
大荒集团沙河农场有限公司邀请水稻专家对农场水稻绿色
高质高效项目进行产量测定。

专家组按照水稻测产技术要求，对高质高效农业园区、
千亩零农残基地、岗上和岗下农田等 12个点，进行水稻产
量测定，在测产过程中，专家组科学取样，科学测算。采取
每块样田对角线 3点取样，对今年水稻长势、平方米穗数、
粒数、千粒重、空瘪粒、株高、穗长等产量性状进行了精准的
测定和记录，以准确掌握今年水稻产量。通过专家组此次
对水稻高质高效产量测定，正确预测了水稻整体长势，提高
了产量测定水平，为正确分析粮食生产状况、生产形势和高
产高效品种提供了科学数据。

沙河农场有限公司

专家对水稻产量进行测定

本报讯（孟庆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我这
400多亩水稻地，以前割晒得用 20个小时，现在 15个小时
左右就全割完了。”在北大荒集团大兴农场有限公司水田标
准化改造示范田平整的大格田内，第三管理区种植户孙国
富看着大粮堆，笑得合不拢嘴。

走在水田标准化改造宽阔笔直的田间路上，农业发展
部负责人杨成林介绍：“别看就这一条路，作用可大着哩,收
获时运粮车仅需停靠在田间路上等待装粮即可，完全避免
了对土地和田埂的破坏，运输效率极高。”

大兴农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学军说，为了打破水稻
发展瓶颈问题，公司从2019年就开辟了“一路贯中、两侧为
田、四周布渠”的水田标准化改造新模式，目前水田标准化
改造面积达5.8万亩，150户种植户受益，产生经济效益800
余万元。

大兴农场有限公司

格田改造助秋收更顺畅

本报讯（张永刚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近日，由
世界品牌实验室主办的“亚洲品牌大会”在上海举行，会上
发布了 2021年“亚洲品牌 500强”排行榜，“北大荒”品牌位
居第 85位，较 2020年前进 5位，继续领跑中国农业第一品
牌。“北大荒”子品牌“九三”“完达山”同样名列其中，分别位
列第347位、第360位。

“亚洲品牌500强”排行榜由世界品牌实验室和世界经
理人集团共同编制和发布。自完成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
化改革以来，北大荒集团以持续成长的企业规模、突出的行
业贡献、卓越的品牌历程和策略、客户的高度认可等综合指
标赢得专家一致认可，连续多年荣登“亚洲品牌 500强”排
行榜，为“北大荒”品牌开启国际化进程奠定坚实基础。

“北大荒”品牌
蝉联亚洲品牌500强

北大荒股份八五二分公司建立了黑土保护核心示范区
1500亩、示范区44.9万亩，并通过采取轮作、增施粪肥、精
准防控等九项措施，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技
术模式，从而实现黑土地质量大幅度提升。图为车辆正在
进行有机肥抛洒作业时的情景。

夏红英 韩松森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摄收获现场。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摄

四方山农场农牧融合发展四方山农场农牧融合发展。。 王一鸣王一鸣摄摄

□魏立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 李涛

秋天的北大荒，稻米金黄，一派丰收的景象。今年，随着企业化
改革的逐步深入，北大荒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制定了系列“融合”发展
新目标，积极探索农工、农牧、农旅融合发展新模式，构建产业化集成
发展新格局，使“融合”发展之路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三春不如一秋忙，迅速
行动夺秋粮……”这是哈尔滨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李
振海在今年秋收动员大会上
向干部职工发出的号令。

在松花江、岔林河、庆阳、
沙河等农场农机停放场里摆
放的农机具，如今已是空空如
也。这些大马力机车、收割机
正驰骋在田野里，把金灿灿的
喜悦装进农户的腰包。

“今年，我们的黏玉米收
获用了玉米收割机，掰棒快，
玉米秸秆直接粉碎成青储饲
料，创造了黏玉米的好效益。”
松花江农场农业科技园区副
主任伊建伟说。

松花江农场大力实施农
工融合发展战略，不仅把实现农业现代化
作为强场富民的主方向，还致力于在农机
制造上持续发力，打造北大荒国产化、工
厂化农机装备品牌，为农机中国制造提供
现代农业智能科技整体解决方案，推动农
业向数字化、智慧化方向发展。

据悉，2010年 10月，当时的黑龙江
省农垦总局与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合
作，成立了黑龙江雷沃北大荒农业装备
有限公司，工厂设在松花江农场，由松花
江农场代行农垦总局股权33%。此招商
引资项目得到了当时省市县相关领导的
高度关注。

经过10余年的股份制企业化运营，
双方合作走出了磨合期、低谷期，呈现了
势如破竹的发展态势。

今年 1月，潍柴集团与雷沃重工股
份有限公司战略重组，成立了潍柴雷沃
重工股份有限公司，并与松花江农场
共同出资，在农场设立潍柴雷沃北大
荒工厂，占地总面积 11万平方米，总投
资 6.5亿元，确立了“三足鼎立”的发展
新格局。

据松花江农场场长关宏宇介绍
说：“潍柴雷沃北大荒工厂流水线正在
组装大马力拖拉机、大喂入收获机和高
端播种机，加速北大荒中国农机制造
市场农机进口替代，同时满足区域性
产品——中拖、免耕播种机的生产需
求。”

目前，潍柴雷沃北大荒工厂形成了
10000台大中型拖拉机及4000台收获机
械的生产能力，能够满足黑龙江区域
50%以上的市场需求。工厂集车身焊
装、涂装、总装等几大生产工艺为一体，
着力建设成为立足东北市场的大型农业
装备制造基地。

截至今年 8 月底，已生产拖拉机
1030台，创产值 7718万元，实现销售收
入 5266 万元，全年预计生产超过 2100
台，产值超过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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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自身优势，
发挥资源禀赋，盘活
闲置资产，做足‘农牧
融合’发展文章，是我
们实现增盈的有效途
径。”哈尔滨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曹恒卿在重
点工作推进会上说。

松花江农场把农
工融合作为务农、兴
农的主战场。如何以
农牧融合推动所属企
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哈尔滨有限公司进行
了有益探索。

今年，哈尔滨有
限公司调整优化农业
种植、畜牧养殖结构，

发挥林草资源优势，加快推进
农牧融合发展步伐，打造农牧
融合示范基地，实现循环农业、
生态农业与经济效益、生态保
护、产业发展和职工增收相统
一。

四方山农场高产优质苜蓿
种植基地里，紫花苜蓿流青溢
翠，花蕾摇曳，迎来了收割期。
连日来，四方山农场牧业公司
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车 24小
时对第二茬紫花苜蓿进行收割
作业。

“今年四方山农场巧打粮
改饲特色牌，积极打造万亩人
工苜蓿草场核心示范区，不断
扩大饲草种植面积，把过去的
粮食、经济作物二元结构调整
为粮食、经济作物、饲草并重的
三元结构。”四方山农场副场长
李存杰说。

四方山农场今年种植紫花
苜蓿 3.7624万亩，其中草原改
良 2.1970万亩，耕地种植苜蓿
1.5654万亩。按正常年景，紫
花苜蓿一年可以收割2到3茬，
每亩获纯利润500到800元。

另外，庆阳农场在扩大经
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基础上，盘活
冷冻厂、肉食加工厂和畜牧养殖
场等闲置资产，通过企业引导、
社会参与的方式，积极为闲置资
产和广阔的市场牵线搭桥。

农场多次组织相关人员到
国内大型畜牧产业公司进行考
察调研，确定了发展肉鸡饲养、
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项目，
并与延寿县政府达成合作意
向，一期投入 3000 万元，建设
210万只肉鸡养殖基地，形成独
具特色的产业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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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潍柴雷沃北大荒工厂内在潍柴雷沃北大荒工厂内，，机车在进行组装机车在进行组装。。程洋程洋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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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 共绘绿色新图景

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的美景闫家岗农场有限公司的美景。。迟欢迟欢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