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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第三届全国优质荔枝擂台赛
获奖名单揭晓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荔枝标准化生产示范园联盟主办、国家荔
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技术支持的 2020 年全国优质荔枝擂台赛于近
日落下帷幕。
本届擂台赛于 2020 年 3 月启动，全年共收到农业农村部荔枝标
准化生产示范园单位、国家荔枝龙眼产业技术体系荔枝试验示范基
地、各省荔枝标准化生产示范园等参评主体寄送的荔枝样品 63 份，
经过专家组打分、综合指标评比、指标检测和分数核算等评比过程，
评选出金奖7个、银奖10个和铜奖15个。广东省陆丰市正源种植专
业合作社、广西钦州市钦北区新棠镇江厂荔枝专业合作社、华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荔枝试验基地等单位选送的荔枝果品获奖。
全国优质荔枝擂台赛旨在培育壮大荔枝知名产品品牌和地方
特色优质品种，完善荔枝产品和生产标准体系，促进我国荔枝产业
提质增效和高质量发展。擂台赛举办三届以来，有力示范带动了
桂味、糯米糍、妃子笑、白糖罂等优质品种的高标准果园建设，推广
了井岗红糯、岭丰糯、无核荔、观音绿等一批美誉度高的特色优质
品种，在推动优化荔枝生产结构、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
孙娟 马晨雨

广东省最大单体容量光伏电站
落地广东农垦

江苏农垦
三河“红颜”
草莓供不应求
近日，江苏垦区三河农业科技园区获全国银奖殊荣的“红颜”
草莓供不应求。走进大棚，红通通的果实镶嵌在肥硕宽大的绿叶
丛中，晶莹剔透的果实让人垂涎欲滴。
据了解，
“红颜”草莓在该场种植已有十多年历史，在数十个品
种中脱颖而出，以其口感香甜、形象佳、耐贮藏等众多优点，成为三
河草莓种植户的首选品种。该品种草莓多年参加草莓评比大赛并
屡屡获奖，尤其是 2020 年，“红颜”在获全省草莓评比金奖的基
础上，再获得全国草莓评比“银奖”，这也是三河数年坚持探索研
究和总结草莓种植经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的成果。近期，草莓
已陆续成熟上市，前往三河采摘品尝和购买“红颜”草莓的游客
络绎不绝。
钱厚红

大兴安岭农垦
助职工“高价售粮低价购种”
2020 年受多种因素影响，大豆价格涨降起落明显，导致职工群
众粮食惜售情绪激增。为了保证职工群众的粮食安全，大兴安岭
农垦各基层党支部轮班巡逻、入户，深入职工群众家中督促职工要
保证粮食安全，严防偷粮、骗粮事件的发生。
在走访过程中了解到，职工群众考虑到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还
款日期将近，按照每年的行情分析，还款期间粮食的价格将会有所
回落，而部分职工急于还贷款只能将粮食低价出售，造成一定的损
失。为了能让职工群众的粮食卖上好价钱，针对大家反映的情况，
各基层党委多次召开职工大会，摸清大家心里最理想的出售价格，
打算以集体出售的形式争取更高价格。
其中，东方红农牧场有限公司五队党支部在得到大家的委托
后，积极与大杨树及周边地区有一定收购能力的收购商洽谈收购
价格，最终以每斤 2.47 元的价格将连队 650 吨粮食全部出售。粮食
销售问题解决后，五队党支部又为职工群众选购种子操起了心，带
领职工代表到嫩江种子公司提前选购优质豆种，最后以每斤 2.82
的优惠价格为职工购进 1.45 万斤豆种，为春播做好充足准备。多
年来，五队党支部始终将职工群众的事放在第一位为，同时也赢得
了职工群众的信任，使得五队成为全场粮食平均销售价格最高的
连队，与职工群众一起携手促增收。

高质量发展中践行农垦国家队担当
□□ 王紫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建设国家粮食
安全产业带，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田
水利建设，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要提高
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供给保障能力。中央农
村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推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中
央的工作部署，为全国农垦“十四五”时期的工
作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提出了
新的要求。
回首“十三五”，农垦走过了一条深层次改
革、高质量发展的道路。
“ 两个 3 年”改革任务如
期完成，全国农垦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面积 4.13 亿
亩，确权登记率为 96.2%；全国累计 1000 多万亩
农垦土地作价注入农垦企业；省级农垦集团现
代企业制度进一步完善；省份区域集化改革稳
步推进，全国组建区域集团和产业公司 300 余
家；长期制约国有农场发展的问题得到根本性
改善，国有农场规范化经营的土地面积达到
5100 多万亩，占比达到 75%。

阅读提示

日前，广东能源葵潭农场光伏复合项目在揭阳市惠来县开
工。该项目由广东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共
同出资建设，位于广东省葵潭农场、东埔农场范围内，占地面积
6146 亩，采用分块发电、集中并网发电系统方案，规划建设容量 500
兆瓦，投资总额约 25 亿元。
该项目已列入 2020 年国家能源局光伏平价上网项目清单，申
报列入广东省 2021 年度重点建设项目和“十四五”规划重大项目，
是目前广东省单体容量最大的光伏发电站和最大的平价上网光伏
复合项目。
项目建成后 25 年内平均发电量可达约 5.4 亿千瓦时，年可节
约标煤超 1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近 54 万吨、二氧化硫 9742 万吨、氮
氧化物 8118 万吨，助力早日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项目使用农场土
地上方空间建设，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和耕作功能，不需要额外占
用土地资源。
据悉，该项目预计年均营业收入约 2.7 亿元（含税），年均缴纳增
值税约 2200 万元，年均缴纳营业税金及附加约 260 万元，年均缴纳
企业所得税约 1700 万元，合计每年可为当地带来税收约 4200 万元。
项目同时可为葵潭农场、东埔农场每年带来约750万元土地收入。
项目采用光伏发电与农业开发相结合的方式，上方发电、下方
种养，一地多用、收益倍增，实现了光能、土地资源的立体高效利
用。2015 年以来，广东省农垦集团公司与广东省能源集团不断深
化合作，发挥各自领域的资源和专业优势，先后成功合作开发了织
篢、丰收、东方红、火炬等一批光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探索出了
“光伏+”剑麻、水果、养鸡、养猪等复合农业光伏新模式，大大提高
了土地空间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实现了互补互促、互利共赢。
郑可欢

改革激活了内生动力，激发了发展活力，激
励了发展魄力。5 年间，农垦经济保持稳中有进
态势，粮食、天然橡胶产能稳定在 700 亿斤、30 万
吨以上；棉、油、糖、奶等主要农产品平均单产都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标准化品牌化建设转型升
级加快，乳品、菜籽油、肉类、茶叶等农垦重点优
势产业质量升级，质量追溯企业由 2015 年的 343
家增加到了 615 家，追溯面积由 1600 万亩扩大到
3300 多万亩。
五年来，农垦牢牢抓住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这个“牛鼻子”，推动热带作物向优势区域
集中、生产向标准化转型、主体向组织化转型。
划定了 1800 万亩天然橡胶生产保护区，良种覆
盖 率 达 到 90% 以 上 ，甲 等 胶 园 面 积 占 比 超 过
65%，初产期和盛产期胶园分别占 17%、33%，橡
胶初加工产能过剩的状况持续改善；累计发布
热作国家标准 57 项、行业标准 393 项、地方标准
400 项，建成 365 个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国家级和
省级热作产业化龙头企业分别达到 84 家和 601
家，专业合作社 31201 个；重要农产品和战略资

源供给能力、供给品质不断提升，农垦作为国家
队、示范区、排头兵、稳定器的作用日益凸显。
展望 2035 年远景目标，农垦将在全国率先
实现农业现代化，实现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
协调统一、全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形成
3—5 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一流农业企业集
团，打造一批国内领先的农业头部企业。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更是关键之年，农垦
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统领，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央农村工
作会议精神，聚焦农业现代化主目标，坚持高质
量发展主方向，持续全面深化改革，实施创新驱
动战略，推进资源资产整合，全面提高农垦农业
现代化水平。
以创新现代化经营体系为基础。推动出台
创新完善农垦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意见，为指
导各地创新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建立现代
农业经营管理制度提供政策依据。
以打造现代化企业集团为目标。遴选推介
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农垦现代农业企业集

团，着力从规模经营、生产效益、创新发展、国际
化水平、品牌影响力等五个维度提升综合实力。
以构建现代化农业格局为指向。重点围绕
稻米、油料、茶叶、奶牛、生猪等优势主导产业
产品，集成创新和示范推广绿色优质高效技术
和品种，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和全产业链协同
发展。
以树立现代化农垦形象为支撑。推进农垦
稻米、生鲜乳、标杆牧场创建等系列团体标准落
地实施。扩大中国农垦绿色产品体验中心升级
改造范围，深化智慧农垦万里行活动。
以做强现代化热带农业为重点。加大科技
创新推广力度，加快热作信息化、数字化、智能
化步伐。推进特色热作精深加工及产业化开
发，切实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重组供应链、
密切利益链，拓展增值增效空间。
新时代孕育新机遇，新征程展现新作为，
农垦将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拼搏进取的姿态，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不懈努力。

云南农垦集团旗下云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胶集团”
），是云南农垦集团于 2017 年 12 月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
发展的意见》
《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垦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精神而组建的，旨在进一步做优、做强、做大云南天然橡胶产业，把农垦集团建设
成为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区、国家天然橡胶生产的主力军、云南农业“走出去”的排头兵、云南国有农业经济的大集团、促进边疆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力
量，努力打造成云南省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产业集团。

云胶集团：
“三张牌”打赢脱贫攻坚战
□□

周长娣 本报记者 王紫

打赢脱贫攻坚战，云胶集团始终摆在重
要的位置加以落实。正如云南农垦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祖军强调的，要把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脱贫攻坚
工作和全面小康的重要论述作为集团当前和
今后工作的重要政治任务，找准集团融入“三
农”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全面提升集团的
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
力。切实把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落到行动上，抓好“三农”
和脱贫攻坚重点工作，为云南省“十三五”规划
圆满收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极贡献。

打好“专项督导牌”
为脱贫攻坚精准护航
云胶集团认真贯彻落实“要脱贫也要致
富，产业扶贫至关重要”的指示精神，所属企
业江城、景阳、墨江、红河云象金平公司积极
拉祜族小伙割胶干劲十足。
履行国有企业责任担当，以产业扶贫为发展
根基，聚焦“建基地、创品牌、搞加工”主攻方 “监督牌”，为脱贫攻坚精准护航。坚持以廉洁
向，变“输血”式扶贫为“造血”式扶贫、变“开
宣传教育为抓手，以监督执纪问责为手段，以
发式”扶贫为“参与式”扶贫，增强贫困地区
涵养政治生态为目的，进一步创新监督方式，
内生发展动力，提高贫困人口的自主脱贫能
优化监督模式，扩大监督范围，努力在政治纪
力，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带动一方经济，造福
律、作风纪律、疫情防控、巡察整改、决策部署、
一方百姓。
内部控制、选人用人、重点领域“八大监督”上
打赢脱贫攻坚战，干部是关键。云胶集
实现新突破，严把精准扶贫廉政关口。
团层层推荐出一批又一批政治过硬、业务精
打好
“场外期权牌”
良、作风务实，对待群众有感情、脱贫攻坚有
办法、清廉自律富有正气的优秀党员干部作
为胶农增收提供保障
为驻村工作队员，并加强教育与管理、关心与
爱护，打造出一支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
2019 年，上期所云南天然橡胶场外期权产
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的脱贫攻坚过硬队
业扶贫试点项目成效凸显，4 家期货公司场外
伍。所属企业党组织坚持对脱贫攻坚工作队
期 权 收 益 合 计 737.229 万 元 ，收 益 率 高 达
员“高看一眼、厚爱一分”，注重对驻村脱贫攻
92.15%。收益率最高的期货公司为国泰君安，
坚工作队员的关心爱护，加强对驻村工作队
收益率达 115.2%，平均收益 737.23 元/吨、胶农
员工作的指导督促，坚持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平均增收 831.53 元/人，新型产业扶贫模式功
考察识别干部，注重提拔任用思想过硬、业绩
能发挥明显。2019 年年底和 2020 年一季度先
突出的工作队员。确保工作队员留得住、起
后将 737.229 万元期权收益，分别兑现给江城
作用。
县、西盟县、墨江县和勐腊县 4 个贫困县辖区
集团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扶贫领域，制定
的胶农，涉及橡胶面积 249546.83 亩，覆盖胶农
防范措施、进行专项督导、执纪问责监督，打好
8864 户，项目实施地域胶农中的 1828 户建档

展恩山 摄
立卡户全部优先覆盖，有效发挥产业扶贫对当
地胶农脱贫和巩固的支撑作用。
在墨江县召开的场外期权产业扶贫试点
项目兑现会上，胶农彭光海畅谈了自己场外期
权产业扶贫试点项目受益的体会，
“场外期权
产业扶贫试点项目让我们胶农得到了实实在
在的实惠，通过自身的努力彻底解决了‘两不
愁三保障’问题，明亮安全的钢混平顶房替代
了过去的茅草房、毛毡房、石棉瓦房”。

打好“垦地合作牌”
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云胶集团进一步整合资源、调整产业布
局，加大对脱贫攻坚的支持力度，在努力提升
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打好“垦地合作牌”，积
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为脱贫攻坚贡献力量。
江城公司拓宽发展渠道，多方沟通协调的
同时，主动与地方党委政府争取更多的支持与
帮助。集团公司安排专项资金定点帮扶挂钩
江城县曲水镇扶贫工作队员工作经费 30 万
元；投入 20 万元兴建非营利性爱心超市；疫情

期间将价值 20 万元的 32 吨大米送抵江城县，
云胶集团工会拨付 2 万元疫情防控专项资金，
江城公司还为偏远生产队协调 300 袋大米和
165 桶食用油，为江城县脱贫攻坚贡献农垦力
量。发挥资源优势，增加胶农收入，充分利用
12.31 万亩土地资源，积极与云南白药集团、中
国中药集团等对接争取政策支持，发展橡胶林
下经济作物白芨、黄精、砂仁等；抓好 2084 户
建档立卡户的“期货+保险”工作和场外期权
工作，增加贫困户福利。
西盟公司派驻 1 名工作队员开展驻村工
作，6 名中层副职以上干部挂职乡镇副职参
与、协调脱贫攻坚工作。制定《生产队人居环
境及安居工程实施方案》，出台以橡胶种植、经
济林果、蔬菜种植、劳务输出、生猪养殖、蜜蜂
养殖、自烤酒产业、教育扶贫为主的帮扶措
施。公司挂钩 35 户建档立卡户在 2019 年实现
脱贫出列，民房入住率达到 100%，人均纯收入
达到 8350 元。先后投入 3484.03 万元建设民
生工程，涉及农户 1897 户、其中建档立卡户
193 户，涉及 26 个生产队，涵盖卫生厕所、文化
室、道路、党建宣传等项目。
红河云象金平公司助力金平县铜厂乡生
猪养殖建设项目。2020 年 4 月，云胶集团总经
理张光鑫受农垦集团委托，代表农垦集团为金
平县铜厂乡生猪养殖建设项目捐赠 48.6 万元，
助力金平县脱贫攻坚工作。为金平县者米乡
三棵树河边寨村捐赠衣柜、鞋柜等扶贫物资
41629.8 元。
2015 年以来，云南农垦集团通过“公司+
基地+农户+示范+市场”五位一体的“江城模
式”，带动普洱市江城县橡胶种植 50 余万亩，
解决了江城县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江
城县曲水镇贫困户年均收入达到 2.3 万元，走
出了一条“借一方宝地、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
姓、活一方经济”的精准扶贫之路。截至 2019
年，云南农垦集团在江城县、墨江县累计投入
专项帮扶资金 3143.17 万元，推进实施帮扶项
目 12 个，促成结对帮扶干部 98 人 174 户，选派
驻村扶贫干部 49 人次，帮扶江城县曲水镇、嘉
禾乡等 7 个村寨 1266 户 4558 名建档立卡户实
现脱贫。
2020 年，云南农垦集团连续第 4 年获得省
级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结果评价最高等次。

长三角垦区建立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
□□

大兴安岭农垦集团公司构建“粮食银行”，各统管队秋粮统一
进行场院清选、检斤入库，并及时掌握市场行情信息，争取最高价
出售。
李慧 江黎明 黄艳双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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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 本报记者 王紫

日前，记者从长三角垦区协同合作首次联
席会议上获悉，沪苏浙皖四个垦区在安徽合
肥签订合作意向书，加快推进长三角垦区一
体化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和发
展水平，并建立长三角垦区一体化协同合作
机制。
上海光明食品集团、江苏省农垦集团、浙江
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农垦集团等单位主要领
导、分管领导、相关部门及有关二级企业负责人
出席会议。安徽省国资委、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负责人及省发改委有关人员到会，农业农村部

农垦局主要负责人发来贺信。会上，四垦区负
责人正式启动协同合作仪式，签订了战略合作
意向书。四垦区将在绿色农产品基地协同建
设、农产品加工跨区域合作、农业社会化服务协
同合作、农产品物流体系一体化建设、市场营销
渠道共享共建、农业科技交流合作、人力资源交
流合作、融入“一地六县”
（上海光明集团白茅岭
农场公司绿色发展基地、江苏溧阳和宜兴市、浙
江省长兴和安吉县、安徽郎溪县和广德市）合作
建设等八个方面开展全方位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
四垦区将充分发挥长三角垦区各自优势，
以项目合作为抓手，加强产业合作对接，重点在

推进水稻和小麦种植、生猪和奶牛等畜牧养殖、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农业综合服务推广、农业旅
游开发等方面加强深度合作，在种子、小麦、水
稻、茶叶、蔬菜、畜禽、水产等绿色农产品种养基
地建设方面加强合作，相互取长补短，相互融会
贯通，相互协同合作，共同推进长三角垦区现代
农业产业发展，使长三角垦区现代农业产业成
为一个整体，力争打造长三角地区产业合作的
样板。
据悉，在条件成熟的前提下，沪苏浙皖四个
垦区将探索建立长三角垦区优势产业联合体，
尝试成立长三角垦区投资基金或实体公司，推
进垦区间深度合作，形成合力，更好服务长三角

一体化建设，实现合作共赢。
此次联席会议之前，安徽省农垦集团主要
领导带队分别赴沪、浙、苏 3 个垦区考察调研，就
长三角垦区“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等话题进行
沟通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拟建立长三角垦区
一体化发展协同合作联席会议制度。
联席会议由长三角三省一市垦区共同主
办，每年轮值承办，首次长三角垦区协同合作联
席会议由安徽省农垦集团承办，此次会议主题
是：构建协同体系，推进合作发展。旨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建立长三角垦区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