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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军 张克华
本报记者 刘畅 吴树江

8月 6日至 8日，第二届北大荒文化旅游
节暨宝泉岭分公司第二届绿色农产品展销会
启幕，这是展示北大荒丰硕成果、加快农商文
旅协同、融合发展一二三产业、努力开创北大
荒集团高质量发展的一次盛会。

文化旅游节期间，粮食全产业链高峰论
坛、北大荒龙头企业项目及签约、北大荒特色
文化展、绿色农产品展销、烹饪技能比拼、大
型文艺演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论坛、“农商
文旅”产业项目观摩游……专家骨干汇聚一
堂，为北大荒农文商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出“点
子”、找“路子”。

产业为媒 集合农商文旅项目唱大戏
本届文化旅游节以“神奇北大荒，醉美宝

泉岭”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整合北大荒集团的
农业和文化旅游资源，推动垦地融合发展、共
享旅游资源。

在龙头企业推介及项目签约仪式上，北
大荒集团 12家直属企业、8家分公司和哈尔
滨有限公司，深化“产业公司+基地”一体化发

展，还与潍柴雷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
鸿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益海嘉里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等国家知名企业达成42个合作
项目，签约金额达172.44亿元。

“目前，推出北大荒现代农业观光、重返
青春岁月、文化体验、湿地生态、界江界湖风
光、工业观光体验、亲子研学、康养旅游8条北
大荒精品旅游线路。”龙头企业推介及项目签
约仪式上，北大荒建投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位冰表示，我们将建立北大荒旅游必游榜
单和旅游服务平台，全面升级服务内容。

本届文化旅游节上最大的亮点，是仅成
立七天的黑龙江北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与合
作伙伴蒙牛爱养牛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10000吨有机大豆购销合同。“我们看重的是
北大荒的自有有机生产基地、规模化生产模
式和大型国有企业的良好信誉。”蒙牛爱养牛
科技有限公司统采部负责人斯琴高娃说。

共话发展 携手共谋未来产业新篇
在粮食全产业链高峰论坛和文化旅游论

坛上，来自省内外的专家、企业家聚焦保障粮
食综合产能、粮食经营能力、粮食品牌建设、
国家粮食安全、旅游产业发展等话题，为农商

文旅融合发展贡献宝贵经验与心得，为文化
旅游产业发展建言献策。

“我们在产业链上游，通过多种形式，加
快进行收购和仓储网络布局，形成一定规模、
稳定的资源控制力。”中国农垦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峰围绕粮食产业前后
端产业链的延伸畅谈企业策略，“在产业链后
端，开展粮食的精深加工和贸易业务。”

九三粮油工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史
永革以“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 矢志不渝
促进‘三产融合’推动大豆全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为题介绍了“九三经验”。黑龙江省科
技经济顾问委员会旅游专家组副组长崔玉范
以“垦地深度融合与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为
题，分享了“农商文旅”新模式。

借力营销 擦亮品牌蝶变金名片
宝泉岭分公司第三届职工技能烹饪大赛

让游客感受到了“舌尖上的北大荒”，见证了
北大荒好食材烹饪出的好味道，成功推介了
北大荒好品牌。

“我们精选了‘麦香十二道’等6大系列近
40款面粉挂面产品和特色面点参展。”北大荒
丰缘集团（黑龙江）经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
佳表示，通过馒头、月饼、曲奇、桃酥等特色面
点吸引众多顾客品尝体验。

据介绍，本届文化旅游节有来自北大荒、
九三、丰缘、双汇、北三峡、宝泉酱业等 177家
知名企业和地域龙头企业参展，展销农产品
涉及米、油、酒、杂粮、调味、冲调、生鲜、山珍、
豆制品等669款产品。

北大荒食品集团按照“大营销”发展战
略，秉承“产业融合+抱团营销”经营理念，整
合各分（子）公司优质产品参加本届旅游文化
节，擦亮“北大荒”品牌金名片。

“通过这种农商文旅加产业营销的模式，
推动我们产品市场占有率，让参会客商品尝到
北大荒绿色、安全、营养、健康的食品。”宝泉岭
分公司副总经理邢卫国如此表示。

第二届北大荒文化旅游节

农商文旅共鸣 奏响融合发展强音

□朱磊 王金彬 本报记者 刘畅

近日，北大荒集团八五六农场有限公司
第六管理区现代农业示范区内，一行行绿油
油、齐整整的水稻正在茁壮成长，稻田上空不
时有巡航作业或喷洒肥料的无人机轻轻掠
过。

“有了这台小小的无人机，喷药施肥再也
不用背水桶了，手机操控几个来回，260亩水
田就喷完了，雾化效果好，真是省力、省料又
省钱。”种植户邵金辉边操控无人机施叶面
肥，边兴奋地介绍。

灌浆结实期，水稻施加粒肥是降低水稻
空瘪率、增加粒种的重要一环，相较于之前水
稻每亩需要粒肥8斤左右，人工顶着烈日，深
一脚浅一脚干两天的现状，现在用无人机只
需 5斤肥，三四个小时就完事了。种植户们
形象地说，这叫“天上飞”代替“肩上背”。

今年，邵金辉家种植长粒香优质水稻，从
浸种催芽的智能育秧工厂到精准控制的精量
播种机，从泡田整地的激光平地机到卫星导
航的无人驾驶作业插秧机，再到贯穿夏管阶
段的智能化叶龄诊断仪，以及水稻收获后的
仓储管理，全部插上了智能化科技的翅膀。

如今，这个拥有 100万亩水田的大型农
场，种植户都已享受到智慧农业带来的便捷
与福利，每亩地综合节本增效达110元。

在种植户畅享新科技的同时，八五六农
场农业物联网指挥系统的电子显示屏上，闪
烁着一个个红色或绿色的字符，原来是遍布
15万亩水田的40套农田小气候监测仪，正在
源源不断地将115个监控点的空气、土壤、温
湿度、水温、pH值、二氧化碳含量等200多个
数据传输到物联网中控系统。依靠这个系
统，种植户们高枕无忧。

“我们通过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开展科研
合作，逐步建立水稻叶龄诊断的大数据信息
平台，将有效提升水稻种植全过程标准化水
平。”八五六农场有限公司技术人员柴楠介
绍。

自2021年12月以来，农场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智能叶龄技术研发团队通过在室内模拟
育秧生产环境，累计培育绥粳 18、龙粳 31等
两个品种秧苗 7批次，播种秧育 3.6万余株，
采集数据20万多个，用由12个摄像头组成的
远程监控系统将实验动态实时传递到哈工大
终端实验中心。

“届时，种植户只需用手机扫一扫，就可
即时获取水稻叶龄诊断动态数据和诊断报
告，智慧种田，就是这么简单。”柴楠信心满满
地说。

无人机施肥

“天上飞”
代替“肩上背”

本报讯（李士会 郑伟 记者吴树江）近日，
记者从北大荒集团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农林牧
综合发展中心获悉，今年中心栽种的63万株优
质苗木，畅销佳木斯、集贤、饶河等周边市县，实
现收入42万元。

自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推进以来，农场积极
从行政管理思维向市场经营思维转变，成立了
农林牧综合发展中心，依托农场现有12万亩林
地、9000亩水面、3200亩耕地等优质资源开展
林木拍卖、苗木产业、采伐迹地造林等经营，不
断拓宽增收路径。

中心先后到吉林省扶余市、黑龙江省东宁
市和绥芬河市、辽宁省沈阳市等木材集散地考
察调研，着重吸引具有二次深加工能力的企业
成为招商及竞拍客户。三年来，仅林木拍卖一
项为农场创收3257万元。同时，农林牧综合发
展中心拓宽延伸林木产业链条，建立 120亩苗
木基地，种植苗木 65万株；对采伐迹地进行对
外发包，与七台河博能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合
作出售树根，在采伐迹地林间间种大豆、红小
豆、黑豆等农作物，预计可增加收入70余万元。

五九七农场有限公司
挖林业潜力
拓增收路径

本报讯（夏红英 惠振宝 记者吴树江）近
日，北大荒农业股份八五二分公司农业技术人
员对“三普”剖面样点和表层样点进行了核查，
所获得的数据成为分公司黑土保护的重要依
据。

去年，分公司在落实“三减”面积66.2万亩、
有机肥替代化肥面积56万亩、总结形成一套农
场自有的黑土地保护利用技术模式的基础上，
采取秸秆还田、种养循环发展、科技示范三项举
措一套套营养餐为黑土加“油”。分公司实施

“秸秆还田+有机肥”技术推广模式，依托农作
物秸秆全量还田后，把腐熟发酵的液态、固态粪
肥加工处理均匀抛洒到田间，施用有机肥来减
施化肥的使用量，变废为宝，有效改善土壤有机
质含量，推进绿色种养循环。分公司把秸秆机
械化还田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的先行措施和禁烧
的重要手段，在机械作业上要求凡是参加秋收
作业的收获机必须配套秸秆粉碎抛撒器，玉米
收获机割台配套底刀，否则不得参加秋收作
业。利用新型农机具推广现场观摩和展示等活
动，引导种植户购置秸秆还田机、精准施药机
械、深松机械等保护性耕作机具，切实加强对黑
土地的保护。

八五二分公司
多套营养餐

为黑土地“加油”

本报讯（康灵宇 记者姜斌）近日，北大荒集
团双鸭山农场组织党员干部充当网格员开展

“认门行动”，树立“治理为我、治理有我”的理
念，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

为了更好地服务群众，农场积极探索网格
精细化管理方法，形成以党员为“点”、以支部为

“面”的“党委+支部”二级组织体系。同时，组
建“网格长+网格员”的二级网格队伍，及时精
准收集、解决居民所需所求，强化基层服务能
力。行动中，网格员通过建立微信群、互留电话
等方式，与居民建立联系，及时关注职工群众的
困难和问题，不断强化“党建引领+网格化”管
理机制。

据了解，双鸭山农场共建立居民台账 5215
户，8289人，有 35名机关部门工作人员下沉一
线担任网格员，走访入户率达 100%，为职工群
众解决生产生活困难120余件（次）。

双鸭山农场
开展“认门行动”

为民服务

近日，北大荒集团引龙河农场有限公司种
植户常柏超的大棚木耳长势喜人，这也是今年
常柏超迎来的第三季采摘季。第六管理区党支
部的党员们通过定期入户走访，积极组织支部
党员助力采摘，解决燃眉之急。采摘中，管理区
党员们严格按照标准进行采摘，确保木耳品
质。这个农场把“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与各项
重点工作目标结合起来，努力做到两手抓、两不
误、两促进，推动活动持续走深走实。

万岩岩 本报记者 刘畅摄

大棚木耳丰收
党员助力采摘

无人机作业。 王金彬摄

文化旅游节现场文化旅游节现场。。刘洪军刘洪军 毕明宇毕明宇摄摄

是替种植户种好地的管理制度
到底什么是“北安模式”？

“‘北安模式’是替我们种地的管理制
度。”逊克农场有限公司第三管理区种植户
杨志军给出了他理解的最通俗的“概念”。

北安分公司在北大荒集团战略的引领
下不断完善“北安模式”,为种植户增加了把
耕地委托给“专业公司”种植的选择。很多
人选择外出务工，杨志军在当地找了份农
机驾驶员的工作，一年能多挣两三万元。

交了托管费“雇人”种地，能不能种好、
账怎么算？种植户心里能托底儿吗？规模
家庭农场场长贠秀文介绍，在农机作业成
本上，“北安模式”规定了大豆、玉米等主栽
作物的作业层次、作业标准，还精准算出标
准成本。围绕“供种管收销”农业生产全过
程，为种植户提供“一对一”财务管理服务，

“各项种植成本都算到了小数点后两位，花
多少钱、怎么花的，种植户心里都有数。”

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投入是
种植成本中的“大头”。“北安模式”中规定，
投入品采购时，种植户或规模家庭农场提
出采购计划，管理区汇总后经农场党委审
核，逐级申报北安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北安
区域农服中心、农服集团相关产业公司，最
后再由种植户确认完成采购。

“虽然采购程序说起来复杂，但利用惠
农服务APP在手机上操作，不用1小时就可
完成定购，便捷、高效。”分公司农业发展部
总经理迟宏伟说。

“什么价格卖粮、卖粮款是否安全，也
是种植户最关心的事项，‘北安模式’里也
有规定。”贠秀文说。“北安模式”建立健全
了《规模家庭农场议事规则》等管理制度，
要求粮食收获后，销售价格要经过超半数
以上的种植户同意才能卖粮。卖粮款全部
汇入农场指定公户，财务部门结算经营收
益、补贴保险和费用支出，既能保证资金安
全，又充分尊重种植户意愿，保证经济效益
最大化。

今年北安分公司为农场种植户托管耕
地近 200 万亩，为周边村屯全程托管耕地
14.4 万亩，有 2 万多名种植户和农户实现

“背手种地、轻松赚钱”。

是管理人员的工作手册
近日，在北安分公司会议室，记者观看

了“北安模式”宣传片，分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彭荣君指着大屏幕说，“北安模式”
通过全面开展“技术服务”和稳步推进“土
地托管”，实现农场有限公司与家庭农场的
共同经营，做到生产标准化、经营服务模式
化，种植户提高收益，农场增加效益。

连日来在锦河农场第二管理区办公室
里，技术员李默利用休息时间仔细阅读着

“北安模式”手册。他说：“农业种植方面的
问题在这本手册里都能找到答案。”

北安分公司是旱作农业规模化、标准
化、现代化的“典范”，去年 519.65 万亩耕
地，粮食总产达 38.11亿斤，增长 9.2%。为
将分公司多年积累的栽培技术和管理方
式固化下来，在“北安模式”整理过程中，
分公司将主栽作物标准种植、科技园区和
科技示范带建设、农机组织建设和农机作
业管理、有机产业和有机基地种植管理技
术、数字农业和数字农服业务等与农业生
产科技推广息息相关的关键内容，整理成
为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以规章制度的形式
印制成册，成为推广农业种植技术的“参
考书”。

除此，“北安模式”还整理了与农业生

产经营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收录了承包
合同书、托管服务合同书等常用文书范本，
健全完善了农业科技园区、有机生产基地、
农机更新等管理办法，对农业生产播种、夏
管等各环节实施的关键时间节点都提供了
参考依据，成为分公司和农场农业生产经
营管理的基本工作遵循和标准指南。

是健全、有效的企业内控制度
在今年春播的关键时期，建设农场农

机技术人员提前改装好的开沟器派上了用
场。他们先对地势低洼的耕地进行垄底深
松散墒，然后根据土壤墒情，条件成熟一块
抢播一块，有条不紊地完成了今年的春播。

建设农场农业发展部负责人介绍，早
在3月初，分公司农业发展部就根据中长期
天气预报，发出预警信息，提醒基层做好战
低温防春涝的各项准备。

分公司合规风控部部长黄松涛说，“北
安模式”的关键是围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
健全、完善了企业管理制度体系，推进企业
化经营从“形转”向“质转”跨越。

同时，画出了耕地发包、土地托管、农
业科技推广等各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任务
的“流程图”，还完善了奖励激励机制、考评
指标体系，进一步提高了管理人员工作积
极性，各部门各岗位就像企业运行中的“齿
轮”，彼此配合高速运转。

“北安模式”通过转变农业生产方式，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现代
农业发展之路；通过创新农业生产管理体
制，健全农业经营服务机制，不断完善垦区
标准化体系建设，实现节本降费、增产增
收、提质增效，是落实“双控一服务”的重要
途径，有效降低职工家庭农场生产风险、市
场风险，进一步提高规模化经营水平和劳
动生产率。

作为发展阶段的“北安模式”，将会进
一步建构和发展，为建设大基地积累可借
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为北大荒集团
建成“农业领域航母”贡献力量。

探秘探秘北安模式北安模式
解码新型农业解码新型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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襄河农场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开展
玉米出芽率实验。 岳文摄

8月的北大荒，在一望无际的黑土地上，有无人机施
肥作业的嗡嗡声、飞机航化防病虫害的轰隆声、金黄色
小麦收获的哗哗声……记者走进北安分公司，近距离倾
听创新发展之声，全方位感受分公司在创建新型农业生

产经营体制“北安模式”上的强劲脉动。
近年来，北安分公司充分发挥成熟的科技推广

体系和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优势作用，探索完
善“大农场统筹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

营管理体制”，通过全面开展“技术服务”
和稳步推进“土地托管”，实现农场有限

公司与职工家庭农场的共同经营；
实现生产管理标准化、经营服务模

式化；实现种植户提高收益、农场
增加效益。

□王静 本报记者 姜斌 刘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