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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的田野生机勃发
——红河红园区激发职工创业热情实现以园保地发展
□ 本报通讯员 黄敏莹 摄影报道
为保护好今年 6 月成功收复被村民非法侵占的 1000 多亩国
有土地，红河农场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在成功开辟第
一、第二职工创业园的基础上，继续开辟第三职工创业园，激
活职工干事创业热情。截至目前，1000 多亩国有土地全部被
职工报名抢租一空，部分职工已经种上了果树。

的原则出租土地，1000 多亩土地已经预租完，但还是有职工
来报名，如果中途有人退租，不少人愿意‘捡漏’租地。”工
作人员感叹道：“现在红河红园区发展红火喔，大家都想自己
种点果，想创业致富喽。”

色柑橘缀满枝头，丰收在望。第一批创业职工种植的是柑橘新
品种沃柑，今年沃柑市场批发价格约 12 元/公斤，价格行情看
好，创业的“第一桶金”垂手可得。
第二职工创业园也位于红河红园区内，占地面积 1000 多
亩，近 40 名职工租赁并种上了柑橘。走在园区内，成片的柑橘
被职工们打理得叶肥枝壮，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美好愿景变
成现实展现在人们面前，进一步激发了更多职工的创业热情。
报名参与第三次职工创业的梁先生称：
“他们先种果的都开
始有收获了，现在沃柑价格也好，所以我也想拼一拼搏一搏。”

保驾护航。
红河农场与广西大学、广西农科院等 8 家科研院校合作，
不定期邀请专家教授给职工进行培训，提高了职工的种植管理
技术。在种植管理柑橘过程中，职工随时都可以向这些专家教
授或园区的技术人员请教，技术管理有保障。同时，红河红园
区建设有柑橘采后加工及冷链物流中心，打造“红河红”品
第一、第二职工创业园丰收在望
牌，与杨氏果业等大型水果加工企业合作，解决水果深加工和
“错过第一第二次创业，不能错过第三次了”
第三职工创业园在红河农场第四生产队，土地与广西红河
统一销售问题。
“我们 14 个人要 140 亩，每人租 10 亩。”7 月 15 日，红河 红现代特色农业 （核心） 示范区相连。红河红园区创建于
“产业集聚、农旅融合发展的园区，职工的柑橘还可以通
农场第四生产队职工梁先生代表合伙人到红河农场生产经营部 2015 年 6 月，核心区面积 7133 亩，以 5500 亩柑橘为支撑产
过游客果园游玩采摘的方式销售，价格更高，方式多样，种的
报名租地。已经在第二职工创业园租有 50 亩土地的“宝哥” 业，以“双高”甘蔗示范基地、养殖业及旅游业为辅，打造集
水果根本不愁卖。”红河红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戴诵礼说，通
统一经营管理 为职工创业保驾护航
这次又出手了，他再次报名租 30 亩土地。最大手笔的当属职 现代生态农业、科普教育、休闲旅游、康体养生、加工流通、
过加强服务和管理，积极解决职工创业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
工梁先生，他报名租 100 亩土地。梁先生对笔者说：“我已经 电商服务为一体，是桂中区域具有鲜明农垦特色的现代农业示
职工为什么愿意在红河红园区创业？梁先生的一句话说得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职工的创业热情。
错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创业机会，农场这次开辟第三职工创业 范区。
实在：“园区统一管理，统一销售，有技术指导，我心里有
“在收复回来的国有土地上开辟职工创业园，不仅促进职
园，我不想再错过了。
”
2015 年 6 月，红河农场以收复被村民侵占的国有土地开辟 底。
”
工创业增收，而且因为及时种植农作物，农民就不能来侵占，
红河农场生产经营部工作人员负责登记报名租地职工信 了第一职工创业园，属于红河红园区规划范畴，占地面积 200
红河红园区成立管理委员会和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按照统 可以实现以园保地的目的，可谓一举两得，这对红河农场的发
息。据介绍，这次报名租地人员 40 多人，欲租地面积超过第 多亩，10 多名职工成为第一批“吃螃蟹”的人，种植柑橘开 一技术规程、统一生产标准、统一农资供应、统一产品质量、 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红河农场场长谭建国如是
三职工创业园招租面积。工作人员称：“按照先报名先得租地 始创业。近日，笔者走入这片柑橘基地，一个个拳头大小的青 统一品牌销售的“五统一”进行产业化经营管理，为职工创业 说。压题图片：红河红园区职工创业园柑橘基地一角。

自治区党委农办领导到红河红园区调研“美丽乡村”建设

冯俊英一行在红河红园区调研

8 月 3 日，自治区党委
农办专职副主任、乡村办
常务副主任冯俊英率队到
红河农场广西红河红现代
特 色 农 业 （核 心） 示 范
区，对“美丽乡村”建设
开展专题调研。
冯俊英一行深入红河
红园区柑橘种植基地、柑
橘种苗繁育基地、花海公
园、园区辐射带动的大岭
村进行调研，详细了解园
区家庭农场、农垦知青民
宿、农民返乡创业等“美
丽乡村”建设发展情况。
“园区有多少个家庭农
场？”“经营合作社开展得
怎样？”“农民返乡创业多
吗，主要种植什么？”……
调研中，冯俊英详细了解

来宾市委副书记张亚楠到华垦纸业公司调研

地方党委政府、红河农场
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
工作措施和成效等情况。
冯俊英表示，红河红园区
规模宏大，产业辐射带动
能力强，特别是精准扶贫
工作富有成效，其做法值
得学习推广。
红河红园区由红河农
场与来宾市兴宾区政府共
同创建，通过垦地共建、
招商引资、合作项目、职
工创业的开发模式，成立
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统一规范管理，曾经的荒
草坡、桉树林变成了一个
现代农业园区，同时辐射
带动周边村屯发展，区域
村容村貌有了较大改变。
（黄敏莹 摄影报道）
张亚楠一行在华垦纸业公司调研

三企业到红河红园区洽谈合作 共同推进园区发展
8 月 22 日，浙江铜掌柜、山东
靠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邮政
来宾公司三家企业有关领导，到红
河农场广西红河红现代特色农业
（核 心） 示 范 区 调 研 考 察 ， 多 方 洽
谈合作，以期共同推进红河红园区

发展。
洽谈会上，三家企业领导分
别介绍了各自公司基本情况，并
就如何推动园区发展提出意见和
建议。浙江铜掌柜拥有全国首个
专注跨境电商金融业务的互联网

金融平台，在电商金融业务方面
有较好经验；山东靠山生物科技
研发的生物肥系列生物制剂通过
绿色食品生产资料认证；而中国
邮政在资金、物流、品牌宣传等
领域有较强优势。

经过多方洽谈，红河农场与
中国邮政来宾公司签订合作框架
协议，并就下一步土地流转、水
果销售合作与三家公司达成一致
共识。
（黄敏莹）

近日，来宾市委副书记张亚楠到华垦纸
业公司进行专题调研。
张亚楠一行深入生产车间，详细了解生
产设备运行、生产工艺、产品情况以及企业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对该公司在较为艰难的
条件下确保了正常生产，维持了员工队伍的
稳定表示肯定。张亚楠强调，一是政府相关
部门对企业提出的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物资
运输道路问题，要列出解决的计划和实施时
间表，深化市委开展的“企业服务量化年”

活动内涵。二是企业要加强设备改造升级，
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企业增效、员工增收。
三是审时度势，顺应市场需求，积极调整产
品结构，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四是做好安
全、环保工作。安全工作永远在路上，要落
实好“一岗双责、党政同责”；要牢固树立
环保发展的大局观念，有效地促进企业经济
与环境协调发展，有效地促进环境友好型企
业的建设。
（左仁勃 摄影报道）

来宾市总工会到红河农场送“清凉”

红河农场开展柑橘生产管理培训
户如何剪枝、如何疏芽，用直观可感的方式
让种植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熟练掌握果树修
剪技术。同时，为保证果品质量，专家还要求
种植户在生产管理时，高毒不易分解的农药坚
决不能用。种植户表示：“经过专家面对面的指
导，剪枝疏芽更有心得了。”观摩无人机喷药、
机械除草演示后，种植户纷纷点赞，深有感触
地说：“现代机械真是又好又快效率高啊，现在
人工成本太高，以后我们也要在果园里使用现
代农机管理果树，提高效益。”
（黄敏莹 摄影报道）

天气炎炎，温情浓浓。8 月 16 日，来宾
市总工会相关领导到红河农场广西红河红现
代特色农业 （核心） 示范区，看望慰问坚守
在岗位上的职工，并送来清凉饮料，把清凉
和健康送给职工。
来宾市总工会领导对在酷暑天依然坚守
工作岗位的职工表示慰问，感谢他们爱岗敬

业，为推动红河红园区和地方经济发展辛勤
工作，同时叮嘱各位职工在忙碌工作的同
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保重身体健
康。并表示，下一步，来宾市总工会将在红
河红园区创建三级工会组织，更好地为职工
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企业的活力。
（黄敏莹）

机械锄草演示现场
为提高种植户的柑橘生产管理水平，8
月 3 日，红河农场举办柑橘生产管理培训
会，邀请经验丰富的专家给 100 多户种植户
讲解种管技术，并进行无人机作业、机械除
草等现代化生产器械的演示。很多种植户表
示：
“收获很多，种植柑橘更有信心了。”
时下立秋已过，专家重点讲解柑橘秋季
生产管理注意事项，详细解释了秋季剪梢要
注意“去零留整、去早留齐”、“短截不如摘
心，疏枝不如疏芽” 等生产管理原则。在
柑橘生产基地，专家拿起剪刀手把手教种植

柑橘生产管理培训现场

7 月 21 日，红河农场组织生产技术员及农场柑橘种植户一行 20 人，深入东风农场现
代农业体验中心及江元柑橘示范基地考察交流，双方就沃柑种植管理进行了深入探讨。
图为红河农场柑橘种植户在东风农场江元示范基地交流沃柑种植技术。 （覃育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