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
督查组到广西农垦开展专项督查
本报讯 （记者 黄赟 报道） 7 月 6 日，根据自治区党
委宣传部有关工作安排，以自治区民政厅二级巡视员黎
伟为组长的自治区党委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第十三
督查组一行 5 人，到广西农垦督查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
党宣传工作条例》 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农垦集
团党委副书记翁科出席督查座谈会并汇报相关工作开展
情况，集团各部室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黎伟对督查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说明。他指出，意
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
广西农垦网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加强党对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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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工作领导的重大决策部署，对一系列方向性、根
本性、全局性问题阐明立场并进行制度性顶层设计，从
根本上扭转了意识形态领域一度
出现的被动局面。2019 年 6 月中
共中央印发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 条 例》， 明 确 各 级 党 委 （党
组） 要将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
条例》 执行情况纳入意识形态工
作责任制。今年 6 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新修订的 《党委 （党
组）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办
法》，进一步对开展意识形态专
项督查作出明确规定，要求每年
对本地区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一次
专项督查，这是党中央对开展落
实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督查
线不放松，通过相关程序和途径积极妥善解决好
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性规定。通
项目纠纷问题。
会议还通报了年中工作会议筹备、改革过渡
期有关事项、推进混改工作和“三年行动”计划
等方面的进展情况，并就垦区企业优化重组、“三
定”方案等议题进行了探讨交流，提出了建设性
的意见和建议。
集团在家领导谭良良、杨伟林、覃绍生、黄永
润、李东、吴卫南、张安明、金大刚，以及集团总
经理助理、首席专家、有关部室负责人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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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承会在集团领导班子碰头会上强调

依法依规维护合法权益
确保国有土地保值增值

本报讯 （记者 黄春景 报道） 7 月 6 日，农垦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甘承会主持召开两周一次
的集团领导班子碰头会。他强调，要进一步提高
政治站位，深化思想认识，秉持对历史负责、对
未来负责、对发展负责的态度，积极行动起来，
依法依规处理好项目纠纷问题，切实维护农垦国
有土地的合法权益，严防国有资产流失，确保国
有土地保值增值。
会议聚焦西江农场公司涉及土地使用的项目
合作纠纷问题，与会集团领导谭良良、覃绍生、

李东、金大刚及有关人员踊跃发言，分别围绕这
一议题深入查找问题根源，共商思路对策，提出
解题破题的实招硬招。甘承会表示，大家提出了
很好的意见建议，要把这些意见和建议全部汇总
后认真梳理，尽快形成共识、拿出实招、抓好落
实，依法依规处理好这件事，切实维护农垦国有
土地的合法权益，严防国有资产流失。
会议要求，要成立工作组，明确牵头人，深
入研究、对接、处理好项目纠纷问题，与有关部
门企业、地方政府等做好沟通协调工作，坚持底

过督查，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及时整改落实，查漏补
缺，完善提高，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牢牢把
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努力构建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
翁科在汇报时指出，自治区农垦工委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中央和
自治区关于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
推动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落地落实，充分展现
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凝心聚力、推动发展的强大软
实力，更好地推动广西垦区深化改革、转型升级，实现
高质量发展。翁科从“创新方式方法，理论学习与中心
工作深度融合”“完善机构强化指导，推动宣传思想和意
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构建联动工作机制，牢牢把握宣
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等 6 个方面，汇报了农
垦工委开展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相关情况，并对存
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下一步工作思路。
督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台账、个别谈话等
方式，对自治区农垦工委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条例》 及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全面检查，认
为台账资料详实、目录分类清晰，对农垦工委理论中心
组学习与企业中心工作高度融合、宣传思想及精神文明
工作成效突出等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对加强意识形态分
析研判、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全覆盖建设、意识形态工作
纳入干部考核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翁
科表示，将根据督查组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做实做细相
关工作，不断增强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为“十四
五”发展和农垦以最佳状态进入区直国有企业序列打好
基础，更好地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广西农垦集团新官网
近期即将上线

“党建+项目建设”助力脱贫攻坚
——桂垦牧业、火光农场公司党委“七一”活动侧记
□ 本报通讯员 覃瑶

本报讯 （记者 赵贵明 报道） 7 月 8 日，集团召开广西农垦信息网优化调整专题会议，
对新建设的农垦信息网进行审议修改。农垦集团党委副书记翁科、副总经理黄永华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听取了网站建设方对新网站的介绍，集团总部各部室对新版网站分别提出了修改
意见建议。
会议指出，建设新的农垦信息网是农垦改革发展新形势的新需要，是展示农垦特色、
树立农垦形象的重要窗口，要加快网站优化调整，尽快上线使用，更好地为农垦改革发展
服务。
会议要求，要按照“突出桂垦特色、务求精简实用、便于规范管理”的定位，尽快做
好调整，更好展示企业风貌；要处理好网站内容与技术展示的关系，使视频、图片、文字
等有充分的展示，以最好效果展现内容；各部门要加强与网站建设公司的沟通联系，做好
相关板块的建设优化，保证网站按时按质顺利完成。

防城港市领导到那梭 1.1 万头
母猪场项目现场协调推进项目建设

双方座谈交流
又一个火红的七月已经来临。7 月 1 日，防
城港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项目施工现场，桂垦牧
业党委、火光农场公司党委以及有关党员代表深
入一线，关注生猪养殖重点项目建设，探寻共同
发展合作道路，助力企业脱贫攻坚。
2020 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
划收官之年，也是农垦加速高质量发展、壮大家
底进入区直国有企业序列的关键之年。作为“三
个一批”之中的桂垦牧业与火光农场公司，如何
立足企业做贡献，全力配合集团总部搬掉农垦
“三座大山”
，成为了双方党委关心的焦点。
这个“七一”，带着那份永不磨灭的初心、
不忘使命的担当，桂垦牧业党委、火光农场公司
党委及畜牧集团党委机关党支部 40 余人在深度
互动中话举措、增信心、谋发展，达成党建引
领、以项目建设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共识，以
特殊的方式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9 周年。

建设的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及配套设施项目进展 设和扩建 3 个猪场，计划新建 4 个猪场，预计于
如何、存在哪些困难，更是牵动着大家的心。
2022 年全部完工，届时年可出栏育肥猪 25 万头，
自桂垦牧业提出“生猪出栏 500 万，全产业 存栏 12 万头。所有猪场均与桂垦牧业进行“公
链发展”目标后，防城港那梭生猪养殖基地就成 司+合同育肥”合作，预计年营业收入达 9500 万
为了桂垦牧业“一轴两翼”布局中“东翼”的关 元，将极大促进有关农场公司脱贫奔小康。
键节点。计划建设的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项目，
座谈会上，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既有
年可出栏 25 万头生猪，可辐射带动荣光、垌美 对现有成绩的肯定，也有对未来发展的思考。
农场公司生猪养殖项目以及钦州、北海等合同育 “一直以来，火光农场公司党委都围绕垦区主导
肥户，年可实现利润 3500 万元。该项目不仅是 产业进行谋篇布局，全力支持集团工作事业开
桂垦牧业全产业链发展的支撑之一，更是火光农 展，生猪养殖产业就是一个较好的实践成果。”
场公司明确以生猪养殖为今后的主导产业、促进 “在垌美农场公司标准化猪场项目建设中，桂垦
发展的关键项目。
牧业凭借丰富建设经验在质量监督、设备选型、
来到项目现场，映入眼帘的是成片的青山， 技术管理等方面对我们给予了大力支持。”“荣光
间或有已经清表的土地。因为土地征收等问题， 农场公司生猪养殖产业近年来都取得较好效益，
项目还未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
今年 1-5 月出栏 4500 头，头均 493 元，实现收益
“我们在今年 4 月成立了项目专项工作小组， 约 224 万元。”“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及配套设施
全力推动项目前期工作。目前项目已经基本完成 项目，是桂垦牧业 2025 年实现生猪出栏 500 万头
土地清表，现正在协调剩余征地工作。
”大家仔细 的有力支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争取项目在 10
奋力——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了解工作进度，并就前期推进工作成果及困难进 月正式动工建设，明年投产销售，抢抓市场机
行了交流。与会人员一致表示，要坚定信心，克 遇，尽早获得较好收益”……
沿着蜿蜒的道路前行，垌美农场公司 5 栋标 服重重困难，推进项目前期工作，尽快让项目动
“今天的活动意义重大，不仅是畜牧集团党委
准化猪场项目跃然眼前，数十名工人正紧锣密鼓 工投产，加快那梭农场脱贫攻坚步伐。
机关支部服务一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双方公司党
开展建设工作。
委之间的一次深入交流，更是加快推进项目、落
“猪场采用‘框架+钢’建筑结构，配建密
实农垦集团畜牧产业建设要求的具体体现。
”桂垦
合力——党建引领共走发展路
封连廊、空气隔离墙，猪舍采用智能化环控系
牧业公司党委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作为“三个一
统、自动化供料系统，干清粪刮粪系统等现代化
“从2012年开始，火光农场公司就和桂垦牧业 批”之中的桂垦牧业和火光农场公司，有着不同
养猪设备。”大家走近施工猪舍，认真查看项目 开展生猪养殖合作，现在我们又通过投资入股组建 的任务，却有着共同的以项目建设为中心的发展
建设进度，听取有关人员介绍并进行密切交流。 公司的方式深化合作，可以说真正变成了一家 抓手。希望双方积极贯彻落实农垦集团决策部
“目前，项目正在进行钢结构施工，准备安装设 人。
”
“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和定力，把 署，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化合作，坚定信心，
备，预计 9 月底可以进猪了。” 火光农场公司有 生猪养殖当作第一要务来抓，密切沟通对接，加快 强化措施，加快推进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及配套设
关负责人说。
谋 划 推 进 ， 确 保 项 目 早 开 工 、 早 建 设 、 早 投 施项目建设，在确保那梭农场今年完成脱贫出列
在农垦集团的指导支持下，2019 年，桂垦牧 产”……实地调研完毕，大家齐聚那梭农场公司会 任务时，加快畜牧产业扩张。同时，要勇当先
业公司与垌美农场公司正式启动“公司+合同育 议室，围绕“党建引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 锋，将集团提出的“解放思想抓管理，敢做善成
肥”合作养猪模式。当年 10 月，5 栋标准化猪场 脱贫攻坚，发展畜牧特色产业”展开座谈。
当龙头”目标举措落到实处，为搬掉农垦“三座
项目正式动工建设，规划年出栏 2 万头生猪，由
“2015 年荣光农场公司与永新畜牧集团开启 大山”
、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桂垦牧业实行“五统一”管理，预计年营业收入 ‘公司+合同育肥’合作机制，经过 5 年发展，现
茫茫青山，见证农垦兄弟单位携手发展的生
达 1000 万元。
建有 2 个猪场，2019 年生猪出栏 8300 头。
”火光农 动实践；鲜红党旗，映照着双方党员助推垦区建
垌美农场公司标准化猪场项目只是桂垦牧业 场公司党委书记对当前生猪养殖产业的情况进行 设的初心和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大家相互协
与贫困农场通过产业优势互补、助推共同发展的 了介绍，并指出为了全力配合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 作、奋勇向前，定能为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注入
一个缩影。由桂垦牧业与火光农场公司共同投资 项目，该农场公司在现有猪场的基础上，正在建 更强劲的力量。

防城港讯 （通讯员 覃瑶 报道） 7 月 8 日，防城港市副市长董凌带领防城港市防城区组
织部和那梭镇等部门和单位负责人，到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项目实地调研并现场办公，详细
了解项目在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协调解决项目前期征地等问题。农垦集团副总经理杨
伟林带领桂垦牧业、火光农场公司有关人员参加现场办公，积极加强垦地合作，推进项目
建设。
在项目现场，企业有关负责人汇报了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项目推进情况及存在的困难。
针对在项目前期工作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难题，董凌现场纾困，协调那梭镇政府等有关单位
与那梭农场公司组成联合工作组，协调推进具体工作。
据悉，防城港那梭 1.1 万头母猪场项目是加强垦地合作的一个重要项目，项目建成达产
后，对生猪稳产保供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将有效促进防城港市生猪产业进一步扩大发展。
项目可辐射带动防城港片区荣光、垌美农场生猪养殖项目以及周边合同育肥户，年可实现
利润 3500 万元，将有效带动有关贫困农场脱贫奔小康。目前，项目已完成立项审批、环评
批复、招商引资等前期工作。

垦区选举产生出席广西农垦集团
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
暨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代表
本报讯 （记者 潘雪玲 赵贵明 摄影报道） 7 月 3 日，广西农垦集团召开机关工会全体会
员大会暨全体职工大会，选举产生了集团机关工会出席广西农垦集团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
大会暨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的 14 名代表。
此次选举工作严格遵照 《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民主管理条例》《中国工会章程》《基层
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条例》《工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的规定和全国总工会有关规定，在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酝酿讨论的基础上，由会员、职工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选举，
充分体现了选举人的意志。
垦区企业也陆续选举产生出席广西农垦集团工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一届职工代
表大会代表。

集团机关工会会员进行投票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糖业集团 永新畜牧集团 明阳生化集团 广西剑麻集团 农垦茶业集团 柳兴制糖公司 金光制糖公司 良圻制糖公司 昌菱制糖公司 红河制糖公司 黔江制糖公司 西江制糖公司
源头农场公司 良圻农场公司 沙塘农场公司 黔江农场公司 北部湾农场公司

防城精制糖公司 金光农场公司 思源酒业公司 十万大山公司 西江农场公司 昌菱农场公司 新兴农场公司
本报协办单位：星星制糖公司
五星农场公司 旺茂农场公司 明阳农场公司 明阳工业区 良丰农场公司 广西农垦外经公司 中国·印尼经贸合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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