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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佳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李涛 刘畅

对高质量美味米饭的追求是生活中
正在发生的日常转变。《2018年中国稻
谷（大米）产业报告》显示，我国高端大米
的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8%，
预计到2023年，高端大米产业规模将达
到600亿元。数据背后的实质是生活方
式改变下的追求牵引。

2021年 8月，北大荒（黑龙江）高端
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哈市松北自贸区
完成了企业工商注册。公司结合“稻
米黄金产区”优势，以高端品牌战略为
引领，以大米为核心产品，采用“互联
网+农业”的模式，致力于打造“米中茅
台”，推动龙江稻米产业链全面优化升
级为终极目标，向世界传递舌尖上的

“北大荒”。

慢工细活 还原优质米香甜
自然味道

东北大米的品质众所周知，要从中
“脱颖而出”叫出高端米的名号需要什么
条件呢？北大荒高端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杜敬友说：“我们的米从种子、种
植基地、种植方法、加工方法……每个环
节都非常有讲究，慢工出细活，要还原出
优质米最自然的品质和风味。”

从一粒稻谷种子开始，北大荒高端
米就采用粳稻中最优质的品种，99.9纯
度标准甄选稻花香 2号（五优稻 4号）。

相比普通大米，稻花香米的出米率低、
产量低，成本要比普通大米高 50%。
五常基地负责人高羽佳说：“稻花香 2
号，一大特点就是真的香，在稻田中就能
闻到香味，收获的水稻放在基地粮库里，
整个基地仓库都有稻花香的气味，加工
出来的大米更是香，做饭时整个房间都
有香味。”

好种子和好的管理方法，还要有好
的土地。北大荒高端米业在五常有
26000亩优质基地，其中有机基地 4000
亩，绿色基地 22000亩。基地内水稻生
产条件得天独厚，绿色植被覆盖率高达
75%以上，大气环境达到国家A级绿色
食品大气标准。常年活动积温 2700度
左右，无霜期 130-140 天，是优良的一
级寒地粳稻种植地区。土地肥沃，水利
充沛，年均降水 700 毫米左右，径流量
32亿立方米，2629多个小时的光照，10
摄氏度以上的昼夜温差让北大荒高端
米业基地内的稻谷吸收日月精华，馥郁
自然甜香。

大米的加工也是对稻香本味保留
的关键。北大荒高端米业通过独有的去
壳、碾磨技术，可以恰到好处地释放原有
的稻花沁香。坚守严格的质检品控，在
保持食物本味的前提下，避免过度加工，
更大程度保留营养物质。

精准定位 分类营销提升产
品附加值

种的好，更要卖的好。北大荒高

端米业有限责任公司在营销上，做到
精准定位。据营销经理吴晓帆介绍，
高端米业公司规划有机系列和绿色
系列，四大品牌产品。

有机系列定位高端市场。突出黑
龙江稻米地缘优势、环境优势、品种
优势。包装设计精美，赋予高端大米
礼品属性。同时，面对饮食特殊人群
开发功能性大米产品，如婴幼儿分阶
段米粉（宝宝米粉）、宝宝粥米，老年
人粥米；针对都市白领、上班族的方
便米饭，米线、休闲米饼；针对特殊需
求人群可开发功能米产品，如控糖米
等。

绿色系列定位中高端市场，满足
国民对主食的多形式消费需求和营
养需求。有营养均衡的七彩米、养生
保健的黑米组合。有富含维生素、微
量元素和优质蛋白质的五色糙米，满
足日常膳食营养的组合米。

在销售上，公司产品分国外进出
口及国内市场销售两个板块，国外市
场遍及 18 个国家和地区；国内市场主
要区域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同
时加强建立品牌售后服务，设立客户
服务中心，为消费者提供有关大米、
杂粮储存、选购、食用等方面的咨询
服务。

杜敬友表示，希望北大荒高端
米能成为中国人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时代记忆，向世界传递 5000 年中国
味道的历久弥香。

北大荒高端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向世界传递舌尖上的“北大荒”

北大荒食品燃爆“双十一”

电商销售额达7142万元

□刘悦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

11月，北大荒的黑土地
上银装素裹，晒场上的秋粮
一片金黄。在北大荒集团
大兴农场有限公司第十管
理区的粮食晒场，人头攒
动，机车轰鸣，一派繁忙喜
悦的景象。

几个农户正拿着手机
兴奋地议论着：“快看，群里
又发消息了，是几条国储开
库时间和粮食收购商的联
系方式，卖粮的渠道多了不
少，这回不用愁了……”

又到了秋粮销售季节，
为了使农户得到更专业、更
走心的服务，大兴农场有限
公司全体党员干部针对售
粮推出“全天候”服务模
式。大兴农场有限公司产
业营销部负责人国艳春说：

“我们通过建立卖粮微信
群、粮商联系网、党员护粮
服务队，宣传粮食政策，帮

助农户把握市场动态，做好销售环节的沟通、协调
与服务，让农户手中的粮食都能卖上个好价钱。”

在第一管理区晒场，种植户戴传东正在将今年
订单种植的水稻销售给订单企业。“今年初，多亏了
管理区党员干部帮忙联系，我与订单企业签了 280
亩地的订单，种的水稻品种是龙粳 3001，打了 38万
吨粮，订单企业以每斤 1.32元的价格收购，比去年
多赚了10000多元呢，真是太知足了。”他笑着说。

入冬后，大雪的到来，给种植户运粮和售粮带
来一定的困难。12个管理区的党员干部不等不靠，
深入粮食晒场，主动帮助种植户清除粮堆积雪，对
晒场的车辆进行疏通协调，确保运粮车辆安全通
行。同时了解种植户当前在粮食保管和销售方面
的问题，分析当前粮食价格形势，积极帮助有困难
的种植户进行登记，做好保管措施，联系粮商及早
变现，最大程度地减轻农户粮食销售上的负担。

好粮才能卖好价。“我们管理区的党员护粮小
分队定时监测粮食水分和温度，指导种植户做好粮
食晾晒和储存工作，以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发送粮食
保管、天气信息、粮食价格等信息，减轻保管压力及
早变现，帮助种植户解决后顾之忧，全力以赴保障
粮食质量和安全。”第一管理区主任国鑫信心满满
地说到。

11月 16日 15时，大兴农场的一处粮食收储基
地，一车车满载的粮食正排成长龙，化验员通过精
准化验，重量数据在电子屏上清晰可见。该收储基
地的工作人员李强说，今年大丰收啦！粮食质量和
产量再创新高，我们一定全力做好售粮工作，严把
秋粮质量关，也让种植户把粮卖上好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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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军艳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刘畅）
为解决因风雨侵蚀造成耕层变薄，保护好黑土地，北
大荒股份二九一分公司开展以秸秆覆盖为核心的保
护性耕作，土壤有机质逐年提高。今年，随着地力的
提升，示范区玉米产量从过去的670公斤/亩提高到
1085公斤/亩，目前每亩施肥43公斤，施肥水平下降
7%以上，增效160余元/亩。

据了解，开展保护性耕作示范推广工作，就是在
秋收时注重秸秆抛洒质量，秋收后采用联合整地机
作业，再经过耙地起垄、秋施肥等环节，实现地表
有 30%的秸秆覆盖，其余 70%秸秆混拌在耕层内，
这种方法能打破犁底层，加深耕层，增加土壤库
容，提高抗旱涝能力，播种后地表有秸秆覆盖，可
以避免雨水造成地表板结，并在生育期间减少水
分蒸发，提高增产潜力。通过开展保护性耕作，
分公司近年来开展大豆与玉米的轮作，多年不见
的蚯蚓和蘑菇又回到黑土地。经过多年实验示
范，分公司采取保护性耕作超过 10万亩地种植玉
米和大豆，这些作物长势非常好，不仅保护了耕
地，而且提高了有机质含量，还控制了作业成本，
增强了抗旱涝能力。

二九一分公司

培肥地力增产量

本报讯（宋倬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11
月 8日，由北大荒集团营销部组织开展的首届北大
荒集团抖音直播带货比赛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比赛
旨在进一步强化综合营销、品牌管理、渠道建设，推
动集团上下营销工作发挥合力。

据了解，此次活动时间为 11月 8日至 20日，共
有宝泉岭分公司营销中心、北安分公司营销中心、齐
齐哈尔分公司查哈阳米业、北大荒食品集团、九三粮
油工业集团、北大荒完达山乳业、北大荒丰缘集团7
家企业携百余种优质明星产品参赛，活动将按照直
播的时长、累计观看人数、新增粉丝数量3项综合得
分排名。

首届北大荒集团
直播带货比赛火热开赛

本报讯（钱磊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李涛）连
日来，北大荒股份八五四分公司综合经济部认真履
责、严把粮食入库化验检测，不断完善粮食供应链仓
储管控环节，全力守护好“米袋子”。

“今年我们对新入场的粮食至少进行 2次的入
库化验检测，检测粮食水分、出米率、出糙率、杂质
等，保证入库的粮食品质。”分公司综合经济部粮
食化验中心工作人员樊瑞说。据了解，分公司综
合经济部不断提高质检水平，化验中心配有烘
箱、百分比天平、测量仪等专业设备，特抽调精兵
强将每天对新入场的粮食进行抽样化验检测，并
建立档案和检验记录台账，及时掌握粮食质量变
化。同时，综合经济部发挥智能化粮库管理运行
水平，对入库的粮食做到全流程、全方位监管，确
保粮食入库安全。

八五四分公司

严把粮食入库质量关

本报讯（蒋庆余 王汉忠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
者李涛）11月17日下午，新到账的一笔95万元售粮
款，通过黑龙江省绿色草原牧场鑫源农业有限公司
账户打到了 3名玉米种植户的银行卡中。每市斤
0.95元的价格，让他们今秋丰收的玉米变成了全年
丰厚的收入。

今年，北大荒集团绿色草原牧场有限公司结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切实加大粮食统
营工作力度，聚焦以往粮食自主销售过程中容易出
现的不良商贩压质压价、粮款拖欠等坑农害农现象，
通过成立二级产业公司，按照“内控粮源、外联粮企，
服务拉动、经营取利”的原则，与本地及周边粮食收
储、粮食贸易企业进行合作，由产业公司统一组织粮
源、提供粮源信息、进行资金监管，由相关合作企业
为种植户提供免费直收加运输、保底收购代仓储、二
次点价抓高点、资金统管避风险等收、运、储、销“一
条龙”服务，有力解决好粮无好价、丰收难增收的职
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秋收以来，公司已通过统营方式帮职工售出玉
米 1.3万吨，平均价格每市斤高出自销渠道 0.05元，
惠及农户300余户，拉动企业营收增长2340多万元，
实现粮食经营利润13万余元。

绿色草原牧场有限公司

抓好粮食统营
办好惠民实事

本报讯（何茜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
在今年第十五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活动中，黑
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过激烈竞争从数千
家参评公司中脱颖而出，入选“主板上市公司价值
100强”榜单。

据了解，第十五届中国上市公司价值评选活动，
旨在遴选出一批价值投资标杆。其中包括主板上市
公司价值100强、创业板上市公司价值50强、科创板
上市公司价值10强。近年来，北大荒股份公司治理
规范，经营业绩不断攀升，202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2.41亿元，同比增加1.3亿元；实现利润总额9.87
亿元，同比增加1.64亿元。今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全部沪市主板上市公司2020-2021年度信息披露
工作评价中，北大荒股份公司荣获了A级评价结果。

北大荒股份

跻身主板上市公司
价值百强榜单

收储粮食进行中。
孟庆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摄

□陈香羽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刘畅 吴树江

“电商全平台销售额达到7142万元，食用
油销售额同比增长121.55%，北大荒有机豆浆
粉、北大荒玉米糊全网销售第一……”

今年，北大荒品牌的产品在“双十一”购物
节线上零售留下了亮眼的数据。

北大荒食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任学
礼说：“从前期商品渠道筹备，到直播实战现
场，到售后物流服务，环环相扣，我们进行了多
个预案设计，力求每一细节都不能马虎出错，
才有了这样的结果。”

工厂全线生产。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摄

又是一个丰收年！北大荒股份友谊分公司今年迎来“十八连丰”，玉米种植面积达45.7万亩，实现平均亩产1348
斤。近日，在第一管理区第九作业站，种植户们正在晒场上给玉米去皮“坐囤”，他们用自然蒸发粮食水分的传统方式

“小粮囤”储存玉米，成为冬日里周边地区独特的农业观光风景线。 徐宏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畅摄

今年“双十一”的一大
特点就是，提前了。

“从原来的 11月 1日提
前至 10月 20日，这意味着，
我们也需要提前谋划，和工
厂对接，提前生产，在促销
开始前就把货品送至大仓；
还要提前联系各电商大平
台，设计设置店铺优惠券、
限时抢购、优惠满减等促销
方式……”食品集团电商公
司运营经理赵洋告诉记者，

“比如这次想突出推出的花
生油，我们通过集团营销部
和确定合作的工厂提前沟
通，出单之前就储备了 1万
桶。这基本占工厂全部库
存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计
划在线上直播结束后，按最
终销售额，给工厂三到四天
的时间全力生产，同时放了
15天的发货期限，这样方便
之后整理确定最终的数量。”
赵洋说，这么做，工厂有货
发，有时间生产是对企业负
责，同时给消费者最新日期的
产品，也是对消费者负责。

同时，食品集团结合当
下市场营销方式的变化，联合旗下电商
公司及分、子公司及时行动，提前研究营
销策略、制定活动规划方案，分析电商平
台情况，最终确定和国内头部直播电商
辛选集团进行合作。

“当时我们团队人在苏州，当天下午
5点确定了直播相关细节，按要求第二
天 10点就要把样油送到广州的直播基
地，我们当天立即从苏州开车到南通的
分工厂拿了样油，然后开车回苏州又到
无锡机场飞广州，终于在预定时间将两
桶样油送到了直播基地现场。”赵洋回忆
起和团队小伙伴的这趟旅程还是觉得非
常紧迫。“在直播间给大家倒出来展示，
甚至是现场烹饪的就是这两桶样油，所
以不管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10 月 20 日，包括京东、淘宝、拼多
多、抖音等诸多平台同步启动了“双十
一”促销活动。北大荒食品集团也做足
了准备，开足马力，从产品上新、营销套
餐、物流可控等环节积极加入，开启“放
心粮油优惠购”活动下场迎战“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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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货的魅力就是直播，同时
直播也意味着很多的不可预期。”本
计划安排在 11月 1日的首场直播，因
为种种原因没能进行。在食品集团
工作人员积极协调下，终于在 11月 7
日开启了 2021 年“双十一”大促活
动，打响“双十一”系列活动的首场
战役。随着主播：“321 上架！”的呼
喊，产品一经上架，火速抢售一空。
在线观看人数共计 25 万，销售量达
到 4.12 万桶，销售额达到 407.56 万
元，首场直播打响了北大荒品牌“双
十一”的“第一炮”。

接下来，北大荒食品抖音号火力
全开，开展全天式的直播带货模式，通
过美食制作+产品推介，生动形象地向
消费者展示来自“北大荒”的绿色优质
产品，配合优惠活动吸引消费者，取得
了销量的逐步攀升。

“我们明显感受到，通过直播这种
新媒体营销方式，拉近了消费者和北

大荒品牌商品之间的距离。”食品集团
直播活动负责人刘琪告诉记者，“除了
正常的带货直播外，我们还在直播间
里，为网友讲述北大荒的故事，突出展
示北大荒产品的品质，未来希望可以
通过我们的努力，让全国的消费者都
吃到我们北大荒的产品。”

刘琪说：“我们团队开展直播带货
还是新兵，通过这次‘双十一’的连续
实战，让很多主播有了成长，积累了不
少直播经验，希望未来可以通过不断
学习，抓住时代风口，为我们企业带来
更高的价值。”

市场部经理佟玲说：“今年‘双十
一’期间，哈尔滨市政府在京东渠道发
放4000万元消费券以鼓励本省企业销
售，这无疑又为产品销售增添了很大
驱动力。通过全面打通线上营销平
台、全力推进线上营销活动，今年电商
平台销售额突破历史新高，为本次促
销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积极应变 打响实战
首场花生油销售量达4.12万桶

卖出好价格，还需要安全顺利地将
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

第一次直播结束已经0时30分，食
品集团电商公司的20多人全员化身客
服，对网友的提问咨询进行回复。什么
时候能发货？发哪家快递？5升的花
生油重量够十斤么……渠道经理吕品
告诉记者，当天平均每名工作人员平均
回复售后咨询600多条。

赵洋告诉记者：“我们对退换货的
预期情况做了预案，借助延期发货时间
对订单进行沉淀，同时我们也力求解决
好各种售后问题，快递过程瓶子有磨损
等各种小问题，都尽量满足，对每一位
消费者负责，在每一细节增加北大荒品
牌的价值。”

截至 11日下午，北大荒食品集团
“双十一”电商全平台销售额达到 7142
万 元 ，食 用 油 销 售 额 同 比 增 长

121.55%，北大荒有机豆浆粉、北大荒玉
米糊全网销售第一，在北大荒线上新零
售史册上再次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北大荒食品集团党委委员、副总
经理任学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大
荒食品集团借势“双十一”，实现线上
线下渠道的深度融合，为食品集团未
来的营销战略开启了新的方向；品牌
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让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认识到“北大荒”，真正做到让绿
色、健康的有机食品，从田间走进千家
万户的餐桌。

聚合力，展担当。食品集团全体员
工齐心协力，全力以赴迎战“双十一”，
最大程度发挥“北大荒”的品牌优势，不
仅实现业绩的有效提升、营销模式的有
效建立，也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深度融
合，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为扩大北大
荒品牌影响力打出响亮一枪。

日夜不停 售后鏖战
保证消费者产品“新鲜到手”

昼夜发货。 北大荒食品集团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