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唐琼 刘士臣 黑
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江）
日前，由黑龙江北大荒农资有
限公司直供的肥料运抵龙镇农
场拌肥站，质优价廉的“放心
肥”通过混拌后将陆续送到各
管理区晒场入库。

近年来，这个农场严格落
实“双控一服务”战略，农业生
产所需肥料、种子、农药全部采

取集团化运营模式进行统供，
统供率达 100%。通过集团统一
采购农业投入品，进一步压缩中
间环节，降低种植户生产成本，
从而保证种植户使用优质价廉
的生资，保证了种植户的利益，
促进了种植户增收。据了解，这
个农场共订购春施肥 8938吨，
目前已到场7362吨，预计1月末
全部到位。

龙镇农场

统供运营 降本增效助春播

本报讯（林存宝 钱泊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吴树
江）“去年 11 月初以每市斤
3.08元卖了 5000袋大豆，没想
到前期销售的大豆通过二次
点价又挣钱了！”龙镇农场种
植户郭大哥高兴地告诉笔者，
大豆分到红利的好消息。

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
健全完善了农业经营服务体
系和农业生产科技体系建设，
通 过 数 字 农 业 服 务 平 台 对

“供、种、管、收、储、运、加、销”
各个环节进行“云端”管控服
务，在帮助种植户统供优质价
廉的生产资料的同时，还构建

起了“粮商企业+种植基地+规
模家庭农场”合作共营模式，
采取“保底价格+二次点价”、

“保险+期货”、基差贸易等多
元化经营模式，提高粮食议价能
力。通过收粮商提前预交购粮
款、财务日清日结和粮款不足

“预警”等方式，做好粮款支付风
险管控工作。采取“粮商有偿服
务+种植户无偿服务”的方式，锁
定粮源、吸引粮商、抱团经营，增
加企业经营利润，实现“种得好”
向“卖得好”转变。

截至目前，这个分公司粮
食统营 134.03 万吨，统营率
71.43%，实现营收 17.45亿元。

北安分公司

合作共管 粮食统营得红利

本报讯（韩红运 芦长荣）
近日，红星农场有限公司传来
好消息，“亲民食品”品牌蝉联

“中国有机品牌 NO.1”。这是
红星农场创新发展营销新模式
为品牌带来的“含金量”。

农场在创新发展品牌营销
新模式中，将精准营销和数字
营销创新结合，重点打造北、
上、广、深样板市场，开发四川
德惠连锁、华东家乐福等客户
95 家；开设“亲民食品”体验
店、亲民优选超市及北大荒绿
色智慧厨房（红星亲民）专营店
等；开展全国经销商“见面会”
及“亲民食品+社区”、“亲民食
品+学校”等工厂游活动。应
用数字化平台，开展“四店一
微”、开通“亲民有机”营销直播

间，推出“亲民日记 vlog”新系
列；登录央视购物“国货好物
节”专场直播；与北大荒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加快亲民公司融入北大荒
食品集团和北大荒绿色智慧厨
房体系，以“绿色有机”和“营销
服务网络”为支撑，打造北大荒
绿色智慧厨房运营中心，切实
发挥基地保障、品牌引领、营销
拉动的作用。

目前，亲民公司产品已经
进入了国内 15 个省、4 个直辖
市、稳定经销商 400家，入驻全
国 KA 类超市 3700 多家，在京
东、天猫、拼多多等网站开设旗
舰店。“亲民食品”成为中国
500 最具价值品牌，品牌价值
达到 55.26亿元。

红星农场

创新营销“亲民”家喻户晓

本报讯（王瑞亮 王静）经
过 7个月的不懈努力，日前，北
安分公司全面完成了 66680个
全国国土“三调”耕地图斑的
核查、甄别和分析工作，精准
掌握辖区内全部耕地资源信
息，为守牢耕地红线奠定了准
确、详实的数据基础。

去年 5 月初，这个分公司
印发了耕地面积核查工作方
案，并成立了领导小组，依据
全国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2021 年耕地经营台账、林业、
草原等相关数据，以管理区为
单 位 ，开 展 对“ 三 调 ”中 的
66680个耕地图斑逐块核实认

定工作。
各农场制定方案计划，压

实工作责任，挂图作战、倒排
工期、压茬推进，全面推动耕
地核查工作取得实效。红色
边疆农场成立 5个耕地核查专
项工作组，将耕地核查大图划
分成 194 份小幅图片，依据各
作业点的耕地分布情况进行

“一地一块一核查”。二龙山、
龙镇农场建立了领导包保督
查工作机制，成立了耕地核查
办公室及核查专班，针对每一
块耕地的现状及使用情况进
行调查核实，确保耕地核查科
学、精准、按时完成。

北安分公司

耕地图斑的面积
核查全面完成

□刘兆春 李海成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

“咱家的土地承包资格网
上通过了。”近日，赵光农场有
限公司第六管理区种植户孙
淑英登录北大荒农服 APP 查
询后高兴地告诉家人。“人在
家中、车在地里、一键调度、一
网互通”的美好愿景正在这个
农场逐步成为现实。

近年来，赵光农场认真贯
彻落实北大荒集团关于加快
发展数字农业的战略部署，推
动农业数字化向智能化转变，
成效明显。

研发数字农业开新局

2020年3月，赵光农场农业
科技服务中心正式挂牌成立，在
全公司范围内遴选了 16名中青
年科技人才，组建数字农场项目
工作专班。为对接科技前沿，赵
光农场与湖北禾大科技、中国电
科27研究所、国家智能装备研发
中心等企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授课，打破技

术瓶颈和认知盲区，加快推进数字化科研成果的
转化和落地，做好数字化技术研发和攻关，不断提
升农场科技水平。

围绕加快现代大农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召
开专题会议，积极打造数字农业科技创新、科技
引入、科技试验和科技推广四大机制，农业发展
部、农业科技服务中心、管理区、规模家庭农场

“四位一体”的技术推广机制已经形成，利用超
级产粮大县 1240万元奖励资金不断推进数字
园区建设。

推动数字农业拓新路

“我们以旱作农业无人农场支撑体系建设
为主攻方向，已初步搭建农业生产管控和服务
平台，汇集了标准化种植、数字农机管理、农业
资源基础数据、地理信息、大数据可视化分析等
5大功能板块。”赵光农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任传军介绍。

去年这个农场在继续完善数字园区软件功
能、提升运算能力的基础上，将 8项数字化设备
应用到农业生产过程当中。安装施肥量差报警
器 10套，保证施肥管分层定量下肥一致，实现
全天候施肥作业；在施肥机和播种机上安装液
压马达，具备随速作业功能，避免地况因素影响
作业质量；应用精量数字导种管，在精确统计播
种数量的同时，实时监控播种质量；为 5台机车
安装农机远程控速模块，可通过移动终端，设置
作业速度；安装机车作业数据提取模块 5个，实
时读取油温、油耗、负载等数据；引进冻土深度
监测设备投入使用，提前判定春播返浆、刹浆时
间；在 25个地块铺设了土壤信息监测设备，通
过手机平台系统读取土壤温度、湿度、光照强度
等信息；配备作物株高测定仪 3台，远程掌握作
物植株高度，辅助农业生产决策。

谋划数字农业绘新景

“以前施肥，需要两人随车查看，使用施肥
监测设备后，驾驶员对施肥情况一目了然，每年
可节约资金近 40万元。”赵光农场第六管理区
农机助理柳长里说。

作为北大荒集团首批数字农场试点，赵光
农场经过一年多建设，土壤CT、无人驾驶、机车
远程管控等前沿科技，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得到
广泛应用。同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得到提升，
种、肥、药等农业投入品使用不断降低。通过建
立数字农业生产技术规程，试验、应用、推广了一
批数字农业关键技术和装备，并制定数字农业
数据感知识别、传输存储、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技
术规范。

未来，赵光农场将充分整合区域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职能，实现农机远程智能调度；通过农
田感知数字化设备应用推广，把现有农业人口
从繁重的人工机械作业中解脱出来。同时，积
极打造数字化科技园区及科技示范带，努力实
现数字农服管控全覆盖，打造全国领先的数字
农场、智慧农场，当好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耕
种
在
云
端

赵
光
农
场
发
展
科
技
前
沿
农
业

本报讯（霍春旭）“安装了
这个‘智能管家’设置好作业参
数、看报读书啥都不耽误！”逊
克农场有限公司农机户向笔者
娓娓道来。

这个农场充分发挥导航系
统在精密整地、播种、施肥、喷
药、起垄等流程中精准作业优
势，不断加快“数字农场”建设
进度，及时抽调 34名农机专业

技术人员深入基层作业点，指
导农机户更换新型机车导航系
统，对系统内的参数进行调试
和设置，实现作业质量远程监
控，数据远程传输，确保新安装
的导航系统能够精准服务农业
生产工作。

截至目前，这个农场 304台
新型导航系统已经安装调试完
成，农机户将其称为“智能管家”。

逊克农场

机车安装“智能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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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北安分公司遭受了阶段性低
温、洪涝、少雨、冰雹等多重不利天气侵
袭，农业生产却“逆势而上”，背后是强大
的农业生产科技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近年来，这个分公司按照“建体系、上
标准、补短板、增效益”的发展思路，以支
撑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农业
生产科技体系”为保障，大力推进“藏粮于
技”发展战略，不断挖掘科技潜力，不断完
善主栽作物模式化、农业统一管理标准
化、农业数字智能化、科技研发推广系统
化，农业生产实现了工业化、流程化。

为了提高科技创新转化率，这个分公
司创建了“科技园区—示范带—大田生
产”三位一体科技研发推广体系，形成了
科技园区负责科研攻关、科技创新，科技
示范带展示成果、辐射带动，大田生产实
现全面积应用的科技推广闭环管理流
程。15 个农业科技园区，平均每年开展
良种试种、生产实用技术、农业“三减”及
前沿技术等试验示范项目 400多项，开展
新技术展示、示范项目 130多项，883.9公
里科技示范带，重点推行分层定位定量施
肥、封闭灭草、保护性耕作、秸秆全部还田
利用、盲松放寒等技术的标准化应用。通
过科技创新赋能农业，种植户在家“抱着

膀子”操控着电脑轻轻松松种好地、多打
粮已经不再是梦想。

“过去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如今是数字化、智能化。”分公司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彭荣君在分公司数字农业推进
会上强调。

近几年，北安分公司大力发展农业数
字化建设，加强农业大数据的收集、整理
和应用，在农业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全
球定位系统等技术集成应用的基础上，围
绕“供、种、管、加、销”全产业链，全域推进

“数字农业”平台建设。目前，15个农场
数字农业综合服务平台已经全面建成并
使用，农业数字化正在引领驱动北安分公
司农业生产经营发展。

未来，这个分公司将主动融入北大荒
数字产业发展，整合产业、资源等优势，积
极推进数智农业生态系统，最终实现农业
信息化、生产数字化、管理现代化、流程标
准化、营销多样化、用户定制化、技术智能
化。

“‘北安模式’像一个支点，可以撬动
未来农业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发展。”在说到“北安模式”的
内涵时，北安分公司党委书记李炳刚意味
深长地说。

“农业生产科技体系”是“北安模式”的保障

打组合拳上安心锁奔新钱景
北大荒集团北安分公司探索以专业化服务引领农业现代化的“北安模式”

□黄松涛 王静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 吴树江

近年来，北大荒集
团北安分公司将发展农
业社会化服务作为破解
这一难题的“金钥匙”，
以农业经营服务体系和
农业生产科技体系为支
撑，探索通过发展社会
化服务推进农业现代化
的生产经营管理体制创
新，破解“谁来种地、怎
么种地”的难题，并总结
提炼成为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北安模
式”，对北大荒集团实施
“双控一服务”战略，打
造农地运营商和国际新
型粮商具有积极的参考
作用。

进入小寒，东北早已进入
“猫冬”时节。可赵光农场的
规模家庭农场场长却一刻也
不敢松懈，他们跑市场联系
粮食销售、找信息谋划明年
种植计划、采购种肥为明年
农业再生产做着准备……

赵光农场有 47 个规模家
庭农场，经营 42 万亩耕地，占
全场耕地面积的八成以上。
农场农业发展部经理黄继明
介绍说，规模家庭农场场长
由种植户或家庭农场自愿委
托并选举产生，代表种植户
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据了解，以规模家庭农场
的形式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
营，可以形成“握指成拳”的
合力和优势，通过集中采购
农业生产资料、集成先进农
作技术、推广标准化生产等
方式，充分发挥农业机械装
备优势和科技服务效率，有
效降低农业物化成本和生产
作业成本，提高产量和品质，
实现农业节本、提质、增效，
从而降低农业自然风险和市
场风险。目前，北安分公司
已经组建规模家庭农场 481
个，规模经营耕地 410万亩。

规模家庭农场代表种植
户监管耕地的种、管、收、销各
环节，是维护其成员利益、参
与自治的载体。如何保证规
模家庭农场规范运营？北安
分公司打出了一套组合拳，替
种植户加了一把“安心锁”。

“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农
业发展部、管理区共同为规
模家庭农场服务，他们之间
既相互协同，又相互监督，构
建起了顺畅、及时、高效的监
督机制。”分公司合规风控部
总经理黄松涛介绍到。他说，
分公司以文件的形式，明晰
了农场及农业发展部、农业
科技服务中心、规模家庭农
场的功能定位和权责边界，
避免出现权责交叉，遇事推
诿现象。并且制定了《规模
家庭农场议事规则》《财务管
理制度》和《民主决策制度》等
管理制度，进一步规范规模家
庭农场的经营行为。同时，在
经营管理方面，成立了由管理
区与规模家庭农场共同组建
的生产经营领导小组，对农业
生产全过程的措施制定、质量
标准、物料投入、产品销售进
行决策和监管。

“再加上数字农服平台
APP 的应用，农业作业层次、
作业标准、风险保障、费用支
出等信息，种植户通过手机
就能了解的清清楚楚。”黄松
涛笑着说，“这不比种植户自
己看的还勤嘛！”

在为规模家庭农场场长
戴上“紧箍咒”的同时，这个
分公司还制定了绩效考核制
度，以作物产量、效益作为业
绩考核指标，激励规模家庭
农场经营管理人员科学种植
的积极性，通过标准化管理、
采 取 有 效 措 施 降 低 生 产 成
本，促进粮食增产、种植户增
收。推进新型农业生产经营
体制后，全面提升了农业生
产的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这个分公司粮食产量逐年稳
步提升，去年粮食总产 38 亿
斤，比上年增长 3.2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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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长水河农场正在进行土地
租金收缴工作。在签订完《土地承包经
营合同书》后，种植户纷纷找到刚刚成立
的“科技服务公司”将承包的耕地托管给

“专业公司”。
企业化改革，从行政思维如何转换

为市场思维？北安分公司从健全和完善
农业经营服务体系，推进社会化服务入
手，推进行政思维向企业思维、管理思维
向经营思维转变。各农场纷纷聚焦主责
主业，整合科技园区、气象服务、数字平
台、土壤检测等优势力量，注册成立了农
业科技服务公司。围绕农业产前、产中、
产后全过程全要素，为规模家庭农场提
供农业科技服务，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
有效衔接。

“凭经验种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让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比自己种地省
心省事还挣钱。”今年，锦河农场种植户
刘志海与农业科技服务公司签订《农业
生产土地托管服务合同书》后，打算去山
东打工再挣一份钱。

农业社会化服务以“五单式”的形式
推进，种植户根据需求“点单”，提出托管
要求。农业科技服务公司“接单”后，将
托管业务“派单”至管理区，与管理区共
同依托全国领先的现代化农业优势、高
度集中的规模化组织化优势，以规模化、
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组织
手段，开展生产前端的投入品供给，生产
后端的农产品销售，生产过程中的科技
服务、农机服务和财务管理服务。同时，

管理区还要定期“晒单”汇报托管工作完
成情况，农业科技服务公司根据服务范
围、技术标准、质量标准“评单”，进行督
导检查，确保“订单”完成质量。

农业社会化服务让种植户“抱成
团”，在“两增一减”中得到实惠。“增的是
实实在在的收入。”迟宏伟算了一笔账，
一方面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农业科技服
务公司全面推进农业经营服务和农业科
技服务，由于管理规范科学，提升了农业
抗灾能力，粮食普遍增产 10~15%。另一
方面，耕地规模化经营后，从土地中分离
出来、有劳动能力的职工还可以从事二
三产业，人均每年还有 3~6万元不等的收
入。

“减少的是种植成本。”迟宏伟说，去
年分公司集中采购化肥 9.16 万吨、种子
2.95万吨、农药 781.76吨，不但保证了农
业投入品的品质，还使每亩地降低生产
成本 6.7 元，为种植户节约资金 2445 万
元。

同时，农业科技服务公司还面向周
边村屯“接单”，为农户或新型农业经营
组织提供“保姆式”全程托管服务、“辅导
式”培训服务、“诊所式”科技服务、“抱团
式”订单服务、“保障式”信息物流金融保
险等多项服务，将北安分公司先进适用的
品种、技术、装备、组织形式等现代生产要
素有效导入地方农业生产，提高土地产出
率，推进农业一体化。目前，已经“接单”
65.51万亩，其中全程托管 1.69万亩，环节
托管 15.72万亩，技术服务 48.1万亩。

“农业经营服务体系”是“北安模式”的核心

红色边疆农场坚持农机购置准入制的原则红色边疆农场坚持农机购置准入制的原则，，根据耕地面积根据耕地面积、、作物布局作物布局，，合理合理
设置机车编制设置机车编制，，有计划开展农机更新有计划开展农机更新，，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机械保障为农业现代化提供机械保障。。 田沅鑫田沅鑫摄摄

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司粮食丰收的场面五大连池农场有限公司粮食丰收的场面。。 陆文祥陆文祥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