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
责编
：王传来（0451
0451-84692714
84692714）
） 执编
执编//版式
版式：
：王晓丹（0451
0451-84638416
84638416）
）

2022 年 1 月 25 日 星期二

8

刁氏集团邦农肥业系列报道之一：
品牌的力量

邦农 北大荒，我来啦！
黑龙江邦农肥业有限公司成功入选北大荒集团主要作物肥料推荐目录
汇商汇农 惠万家

融智融士 容天下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树江
17 年，潜心钻研一件事情，
会取得怎样令人瞩目的成就？
17 年，勇毅奋进一路前行，
会筑起怎样灿烂辉煌的大业？
17 年来，黑龙江邦农肥业始终以“促进科技创新，引领行业科技进步”为使命，以“世界领先，服务全
球”为奋斗目标，专注肥料研发，在行业树起领军地位。
17 年来，黑龙江邦农肥业秉承“农民丰收、营者盈利、企业发展、社会进步”的企业宗旨，坚守“肥沃大
地，富足乡亲”的经营理念，
用心服务“三农”
，以百姓口碑赢得广阔市场。

以服务
“三农”为宗旨

增产增收降本提效

邦农锐意向前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中国人的饭碗
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1 年，我国农业生
产稳中有进，粮食产量保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
对开新局、
应变局、
稳大局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大国，
“三农”
工作是
基础，
抓好粮食生产是重中之重，
“藏粮于地、
藏粮于技”
战
略必须得到有力彰显。在这个大的背景下，
黑龙江邦农肥
业以“科技兴农，产品帮农，服务助农，产业惠农”为经营
理念，
锐意向前。

北大荒勇当粮食安全
“压舱石”

邦农贡献一己之力
新年开新局，北大荒集团打造农业航母的战略征程
扬帆启航。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已连续实现粮食生
产“十八连丰”，始终承担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
品有效供给的历史自觉，在巩固提升粮食产能的前提下，
将更加注重粮食的品质，坚定不移地走“质量兴农、绿色
兴农、品牌强农”的道路，构建绿色农业发展模式。浪花
奔涌，黑龙江邦农肥业融入时代的大潮，融入北大荒新发
展格局，奋楫争先，为龙江农业现代化实现新突破贡献智
慧与力量。

叶面肥航化作业。

测土配方科学施肥

邦农为黑土增养分

黑龙江邦农肥业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
产、销售于一体的化肥高新技术企业。邦农
肥业用十几年的历程，使公司从弱到强，从小
到大。企业荣获诚信 3A 企业，公司办公面积
2100 平方米。
知名品牌：巨富邦农、丰田霸道、中农家
禾、中元大化、辈强等。其中丰田霸道包含 9
大系列：玉米掺混肥料系列，通用掺混肥料系
列，水稻掺混肥料系列，大豆、马铃薯掺混肥
料系列，小麦、油菜、精制生物掺混肥料系列，
氮钾追肥、硫磷二铵肥料系列，壮秧剂、叶面
肥、水溶肥系列，晶体钾系列；中农家禾掺混
肥料系列包括 2 大系列：玉米、大豆掺混肥料
系列，通用、马铃薯、水稻系列；中元大化掺混
肥料系列包括 2 大系列：玉米、水稻套餐肥系
列，玉米免追肥、水稻免追肥系列。总计 100
多个品种，这些产品在过去十几年里效果非
常明显，具有促进生长、省时省力、增产增收、
改善土壤等效果，深得广大经销商及农民的
认可。
黑龙江邦农肥业有限公司研发的掺混肥
主要优势：1.配方科学。针对不同作物、不同
土壤和产量目标进行科学配制，采用优质氮
源、高品质二铵、进口晶体钾，在测土养分结
果的基础上，根据作物需肥规律、土壤供肥性
能及掺混肥肥效性，科学合理计算出氮、磷、
钾大量元素及含有钙、镁、硫、锌、锰、硼等中
微量元素用量而配制的专用肥，养分平衡，减
少浪费，增加作物增产性和抗逆性。2.肥料利
用率高、用量少，增产增收降成本。与单一肥
料相比，BB 肥利用率可提高 10%~15%，减少
用 量 ，每 亩 成 本 可 节 省 6~20 元 ，产 量 提 高
8-20%，综合效益提高 10%~30%。3、使用方
便、省工省时。掺混肥养分在 40%以上，无需
每种单一肥料单独施用，降低了劳动强度，省
时、省工、省力。正因为掺混肥具有如此明显
的优势，
所以深受农民的欢迎。
北大荒集团建三江分公司前锋农场种地
大户刘强，使用邦农肥业 10 年了，很有发言
权。他说，按同等总养分核算，掺混肥原料
成本低，按现今化肥市场，氮磷钾 3 种原料肥
料的单养分价格相比，氮低，磷次之，钾高。
这使东北玉米肥配方高氮、中磷、低钾的掺
混肥原料成本有一定的优势。用低成本，同
样能够提高农作物产量，今后还会一直用邦
农化肥。
拜泉种粮大户张明生刚开始抱着
试试看的心态使用邦农化肥，没想到
一用就是 7 年。他深有感触地说，掺
混肥总养分含量高、施用量少，
非常
符合农民用肥习惯。在东北地区，
多数掺混肥配方是高氮产品，
满足
了地多劳力少、习惯于“一炮轰”
的施肥方法。再有，买肥最怕买
到假货，
掺混肥料产品直观，
能看
见原料，这一特点是很多农民选
择掺混肥的重要原因。

如诗如画的“中华大粮仓”
。

致力乡村振兴

邦农乡村振兴
服务平台成立

在黑龙江邦农肥业有限公司的
积极努力下，乡村振兴服务平台成
立。这是在“十四五”规划提出“全
面 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 ”的 大 背 景
下，结合省委省政府全面振兴“三
农”政策推出的助力平台。乡村振
兴服务平台的股东大都是从事农
业农村工作多年的企业家，他们对
农业、农村和农民都有着很深的情
怀。平台定位“助力者、倡导者”：
一方面整合资源，助力为参与乡村
振兴工作者提供途径；另一方面做
好倡导引领工作，唤起社会中更多
企业、组织和团体投入到国家的乡
村振兴战略中来，为乡村带来实实
在在的帮助，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
代化，更深刻地诠释并担当自己的
责任和使命。

十 七 度 春 秋 ，十 七 载 风 雨 。
十七年的翘首以盼，十七年的携
手合作，十七年的用心服务，十七
年的风雨同舟。十七年的路，虽
然荆棘满布，但远航的风帆始终
向前！十七年的路，虽然历经坎
坷，但幸运与坚持一直相伴！邦
农帮万家，营者赢天下，邦之幸，
农之福。时代造就实业，实业影
响时代。我们追求的是：农民丰
收、营者盈利、企业发展、社会进
步；我们的信念是：产业富国，制
度 兴 国 ，素 质 强 国 ；我 们 的 行 动
是：求真务实，宁静致远，卓越建
极；我们坚守的是：唯真、唯勤、唯
和、唯廉；我们注入的是：时代的
元素、人生的价值、民族的情怀；
我们展示的是：生命的活力、生存
的毅力、
生活的魅力。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资料片
大豆摇铃。
大豆摇铃
。

金黄色玉米。
金黄色玉米
。

荣获奖项

以弯月状分布于黑龙江、吉林两省的黑土地，是中国
最肥沃的土地，
黑土层厚度为 30 至 100 厘米，
是大自然赐
予人类得天独厚的宝藏。黑龙江邦农肥业有限公司根据
黑土土质的理化性、生物特性和农田生态原理，采用科学
配肥的方法及独特的发酵工程技术制造而成，集解磷、解
钾、
固氮为一体，
具有生物肥的长效性、
微肥的增效性和有
机肥的稳效性。研发出丰田霸道玉米、
水稻、
大豆专用肥、
通用肥及返青肥等 40 余种产品。产品营养成分全，内含
多种常、
中、
微量元素，
能满足各种作物在不同生长时期的
养分需求，具有肥效高、肥期长、肥力强、抗旱、抗寒、抗倒
伏、
抗板结土地、
抗病虫害、
抗早熟等优点，
改良土质，
增加
地力。公司以质量说话，以信誉树人，以高度的社会责任
感致力于农业产品的开发及应用，以科学求发展、以质量
求生存，
凭借过硬的质量立足于竞争中的不败之地！

邦农成种粮大户之选

邦之幸 农之福

刁氏集团是以服务农业、农
村、农民为主产业的一家集团企
业，集团经过 17 年的发展，目前
旗下有澳特尔（山东）肥业科技有
限公司、辽宁澳特尔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黑龙江邦农肥业有
限公司、黑龙江天朝上品米业有
限公司、黑龙江刁氏农业有限公
司 5 家涉农企业，集团自成立以
来以服务好山东、东北及内蒙古
自治区等省份的农业为目标，不
断完善集团的研发、生产、服务及
管理能力，逐步实现集团“科技兴
农，产品帮农，服务助农，产业惠
农”的发展和经营理念，以助力国
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早日实现。集
团公司近年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
的需求，在稳步发展的同时逐步
调整集团的发展方向和经营宗
旨，在 2020 年确立了“以助力国
家乡村振兴为方向，以农民丰收，
营者赢利，企业发展，社会进步为
经营宗旨，以科技为支撑，以服务
为根本”的新发展战略目标。自
战略目标确定后，集团完善了内
部的产业结构，明确了各子公司
的发展方向和经营目标，逐步把
集团打造成凭借有效科技、优质
产品、良好服务和优势产业为依
托，造福“三农”，助力国家乡村振
兴，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的一
家龙江明星企业集团。

扫我，
看“邦农”

原料储存。
水稻颗粒饱满。
水稻颗粒饱满
。

公 司 先 后 荣 获“ 黑 龙
江省绿色农产品推广先进
企业”
“ 黑龙江省绿色科技
研究会理事单位”
“ AAA 级
信用单位”
“ 全省用户满意
企业”
“诚信建设示范单
位”等诸多称号和荣誉。

战略发展

1.助力国家实现“乡村振兴”
2.搭建优质服务平台，惠及有创业、做事、梦想的仁人志士
和“三农”
3.汇聚天下英才，打造“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优质
服务平台
4.为优质产品、品牌、服务和技术提供市场和用户，助力企
业和个人发展
5.纾困解忧，为“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给予帮扶
6.免费分期为农民培训现代化农业知识

化肥生产。

业务板块

邦农，
我们是稻田守卫者。

1.农资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服务
2.涉农产品的经营
3.农业科技、服务需求的提供
4.涉农创业的咨询、帮扶及引导
5.涉及“三农”困难的帮扶（如贫困家庭的救助，提供
法律援助，就医就学的帮助）
6.其他有利于为“三农”
提供支持和帮助的服务及经营

运输繁忙。

邦农，
帮万家。在兰西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邦农”企业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