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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湾总场党委开展党建示范试点创建经验交流活动
近日，北部湾总场党委组织开展党建示范试点
工作经验交流活动。北部湾总场本部、三合口农
场、滨海农场、星星制糖公司等 8 个单位 26 人参加
了活动。
今年年初，北部湾总场党委布置下属各个农场
党总支开展基层党支部党建工作示范试点活动，要
求北部湾总场、三合口农场、滨海农场各选出 3 个
基层党支部作为党建工作试点单位，至今已有半年
多时间。此次经验交流活动的开展，旨在总结经
验，寻找差距，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基层组织建
设各项工作。
活动分两个阶段进行：一是到各个试点党支部
参观；二是召开交流座谈会。与会人员先后到三合
口农场平头分场、北部湾总场三分场、滨海农场四
队、星星制糖公司制炼车间 4 个党支部，通过察看

各示范点党支部软硬件配套设施、党员活动场所建
设情况，听取示范点党支部书记有关情况介绍，大
家一致认为，各试点党支部党建工作均独具特色，
其经验值得推广学习。
在交流座谈会上，北部湾总场纪委书记李宏安
要求，要通过深入开展党建示范试点创建工作, 以
点带面辐射带动农场所有基层党建工作蓬勃发展，
带动整体党建工作水平的提升；各试点党支部要成
为一面旗帜，努力树立夺标意识，时时刻刻保持创
一流、争第一的锐气，自觉维护良好形象，成为本
单位本系统乃至整个周边乡镇具有影响力的党建工
作排头兵；要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党
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引导职工朝着正能量的方向发
展，带动职工脱贫致富。
（李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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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制糖公司甘蔗病虫害防治工作见成效
在贯彻落实“对标、定标、追标”活动中，星星制糖公司把提高
甘蔗糖分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抓实做好，因地制宜采取丰诺喷雾机防
虫等措施，积极应对影响糖分存在的问题和差距。
过去，由于大家对病虫害防治重视不够，甘蔗生长中后期虫
害入侵蔗茎，造成虫孔节，破坏蔗茎组织，使甘蔗糖分降低，且
易出现风折茎或枯梢，降低产量。在今年“三标”管理上，星星制
糖公司对后期防治病虫害进行了有效的管理，与南宁合一生物防治
公司战略合作，先后 7 次投放赤眼蜂防治甘蔗早期的螟虫。其中，
北部湾总场本部投放 2.1 万亩，滨海农场投放 1 万亩。为了解决蔗区
甘蔗中、后期防虫脱节和管理不到位的问题，该公司今年还购买了

北部湾总场首次召开城乡清洁卫生评比表彰大会

为扎实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和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提高基层党
支部书记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党务工作能力，7 月
31 日，北部湾总场党委组织下属党总支书记和
直属党支部书记、党务工作者共 66 人，参加北
海市国资委举办的北海市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
书记培训班。为期 2 天的培训班在北海市委党校
开班，北海市国资委党委书记陈庆出席开班仪
式并作讲话。
本次培训班采取专题讲座、现场答疑和经验

交流的方式进行。培训期间，全体参训人员集中
学习了由北海市委有关部门领导讲授的“深入推
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
、
“党员
发展与管理”
、
“如何当好党组织书记”和“党费
收缴、使用和管理”等课程。国投北部湾发电有
限公司党委和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公司党支部代表
作经验交流发言。
通过参加此次培训，大家充分学习了党员
知识理论和业务理论，对做好基层党组织书记
和党委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李文婷）

星星制糖公司参加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
7 月 31 日至 8 月 1 日，星星制糖公司组织部
分党员骨干参加北海市委组织部、北海市国资
委开展的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书记专题培训
班。通过培训，进一步深化了党员的党性观念
意识，提高了党务工作水平。
培训的主要内容有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员发展与管理、如何当
好党组织书记和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等。这些
专题内容，都是基层党组织经常遇到的问题。在
当前的新形势下，基层党组织必须把这些问题学
好学透并运用到实际工作当中，才能真正为党和

人民服务，才能实现企业党建工作为经济发展服
务的目标。此次培训，授课讲师均为北海市委组
织部的中坚骨干力量，他们的讲义深入浅出，贴
进基层实际，引起广大学员的共鸣。讲师们除了
进行理论的概括和传递外，更分享了大量的工作
实例，为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了最有
价值的参考和范例。
两天的培训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学员们都
非常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并纷纷表示将组织
开展企业内部党员的学习，营造良好的企业党
建工作氛围。
（覃甲）

滨海农场参加北海市国资委党务知识培训
8 月 1 至 2 日，北海市国资委在北海市委党校
举办北海市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书记专题培训
班。滨海农场党总支书记陈永东率综合办公室人
员、27 名基层党支部书记共 30 人参加培训学习。
此次培训邀请了北海市委组织部、党建办
有关领导进行授课。授课内容包括：深入推进
“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党员发展
与管理；如何当好党组织书记；党费收缴、使
用和管理。培训班采取现场答疑和经验交流的
方式进行，课堂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学习
气氛浓厚。授课老师均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

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结合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的真实事例，运用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语
言，把抽象的理论讲得娓娓动听、引人入胜，
让人受益匪浅。
通过参加此次培训，大家对如何当好基层
党组织书记、如何培养发展党员、如何做好基
层党建工作、如何进一步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等，都有了更加
深刻的认识，储备了丰富的理论知识，为更好
地服务企业和职工群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李小萍）

简明新闻
滨海农场召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布置会
8 月 7 日，滨海农场召开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
布置会，全场 80 多名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会上，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场长分别传达了自
治区农垦局、北海市铁山港区和北部湾总场有关
安全生产大检查的文件和会议精神，对农场开展
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一是在全场
范围内继续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不留死
角；二是处置好危旧房出现的安全隐患，防止危
房倒塌造成安全事故；三是各生产队要加大力度
做好规范用电的宣传教育和检查工作，对生产用
电出现乱拉乱接的，必须及时进行整改，通过供
电部门进行规范安装，同时要特别注意检查旧房
生活用电线路检查，对老化线路及时更换，防止
火灾发生；四是各生产队管理人员要指导职工在
高温下科学使用农药，防止人员中毒；五是全体
管理人员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安全生
产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关国英）

北部湾总场组织参加电工培训
为了进一步提高水利设施管理员的岗位技
能，实现持证上岗，满足甘蔗“双高”基地水利
设施高效、安全运行，近日，北部湾总场农业巡
查大队队员同各分场水利设施管理员，到北海红
太阳职业培训学校进行为期 7 天的电工培训。
培训期间，众学员在电工理论课堂上认真积
极，对不懂的问题及时向教学老师提问；在电工
理论实际操作阶段，对各类电器产生了浓厚兴
趣，并认真学习了各类电器的操作。
本次培训的举办，使学员们掌握了电子电工
基础知识和基本操作技能，结业后能够综合运用
所学的电子电工专业理论知识和动手技能，从事

简单的电工操作，能安装、维护、维修照明线路
和一些简单的动力线路，确保甘蔗“双高”基地
水利设施高效、安全运行。
（谢东成）

滨海农场举办消防培训
8 月 11 日，滨海农场举办消防培训，邀请南宁
市天安消防服务中心老师主讲防火安全基本知识、
防火和逃生技能等专业知识。该场全体管理人员和
职工代表共 80 多人参加培训。
培训老师结合全国消防安全形势，结合全国
和北海市触目惊心的火灾案例，以及广西区火灾
和消防安全工作动态进行了分析讲解，具体讲授
了如何扑救初起火灾、如何进行火灾报警、如何
进行火场逃生与自救等，阐明了安全防火工作的
重要性，介绍了“四懂”、“四会”和灭火器的选
择、使用等方面常识，重点阐明了企业 （单位）
和个人安全防火工作的责任和义务。
此次消防安全培训，让广大管理人员和职工
对防火、灭火、逃生等方面知识有了更多的了
解，进一步提高了全体干部职工预防火灾的警惕
性和自觉性，达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也为农场
的安全防火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国英）

滨海农场认真做好台风“天鸽”防范工作
8 月 23 日，滨海农场召开全体管理人员会
议，就如何做好台风“天鸽”防范工作进行布
置。会议要求，全体管理人员要从思想上高度重
视，从安全角度全面做好防台风工作；行动上工
作要到位，要明确职责，认真做好防台风一线巡
查工作；各单位要制订好具体预案，严格执行值
班安排；要认真做好防台风信息通报和反馈工
作。
（关国英）





北部湾总场组织参加北海市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

技术人员在进行虫害比对调查

滨海农场积极行动全力抗洪抢险救灾

从 8 月 1 日开始，北海地区普降大到暴
雨，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8 月 3 日
晚 12 时许，特大暴雨给滨海农场前卫分场十
队造成严重灾害，职工房屋、农作物被淹。
接到灾情汇报后，该场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
案，积极行动全力组织抢险救灾。
8 月 4 日早上，在该场场长庞德伟的带领
下，机关全体工作人员马上赶赴前卫分场十
队受灾点，现场紧急召开救灾动员会，部
署抗灾救灾工作：一组由庞德伟场长带领黄
巨文副场长、陈永东党总支书记和相关工作

人员到受淹点查找排水口，租用大型推土机
和钩机开展排水工作；二组由分管华侨工作
的郑修文副场长、谢锡燎副书记带队，紧急
转移安置受灾职工群众及其财产，迅速调拨
下发救灾物资；三组由分管安全生产的杨胜
副场长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排查工
作。抢险救灾工作紧张有序地进行。在转移
过程中，该场管理人员冲到救灾第一线，配
合职工群众转移财产。期间，一名群众反
映，有一名产妇和一名小女孩还在被淹的房
屋内。工作人员立即冲进被淹的房屋内，设

归难侨居民点“
归难侨居民点
“水漫金山
水漫金山”
”

生活区浸泡在水中

法把两名群众转移出来，并及时把产妇安置
到前卫分场场部招待所居住。
与此同时，该场积极向当地政府汇报，
得到当地政府大力支持，协调把受灾群众安
置到铁山港区兴港镇一中，铁山港区有关领
导分别到受灾点和安置点进行慰问，并及时
调拨席子、毛巾被、衣服、矿泉水、方便
面、饼干等救灾物资，送到兴港镇一中安置
点，分发到灾民手中，满足了受灾群众的应
急之需。
（关国英 摄影报道）

一名职工涉水转移电动车

干部职工进行灾后垃圾清理

北海市区两级领导到滨海农场检查指导救灾工作
8 月 10 日，北海市外事侨务和港台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苏文，
到滨海农场前卫分场十队 （归侨安置点） 开展灾后的慰问活动。
苏文副主任听取了滨海农场受灾情况和水灾原因的汇报，详细
了解了抢险救灾、灾害损失、灾后安置、消毒防控、生活自救、安
全用电和环境整治等方面情况，表示将及时把情况向自治区侨办汇
报，并积极与北海市民政局进行协调，加大力度对归难侨开展救助
工作。苏文还深入归难侨家中了解受灾情况，探望、慰问受灾归难
侨，听取他们的心声，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增强重建家园的信心，
并向全体受灾归难侨送上慰问金 3.5 万元。
（关国英 摄影报道）
8 月 4 日，北海市铁山港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区长袁斌
带领铁山港区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到兴港镇一中安置点，检查指导滨
海农场前卫分场十队灾民安置工作。
在听取滨海农场场长庞德伟关于受灾程度、财产损失和救灾安
置等方面情况的汇报后，袁斌对救灾工作提出要求：一是兴港一中
要做好临时安置点供水、供电工作，为灾民营造一个安全便利的生
活环境；二是要做好救灾物资的发放工作；三是民政部门要做好物
资补给工作；四是要做好灾民思想教育疏导工作，帮助他们树立重
建家园的信心。
（关国英）
8 月 6 日，北海市铁山港区副区长吴志全，到滨海农场前卫分
场十队了解罕见强降雨导致的受灾情况。
吴志全详细了解受灾过程和引起水灾的原因，以及救灾过程、
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和灾后安置等情况，深入受灾职工家中探望和
慰问，鼓励他们增强战胜困难、重建家园的信心，并在现场与两位
农场领导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一是及时协调项目业主广西电网北
海供电局，落实资金尽快启动在前卫分场十队高压线路下面居住的
职工群众的搬迁工作；二是此次因受强降雨影响，兴港镇上坎头鱼
塘水满溢出和四号路两侧雨水灌入，造成前卫分场十队居民点被
淹，为避免没有搬迁人员再次遭受水灾，急需修建排水道。
（关国英）

8 月 7 日，北海市铁山港区统战部副部长、侨办主任甘绍强，
到前卫分场十队华侨安置点察看受灾情况，看望慰问受灾归难侨，
与滨海农场领导共商救灾恢复生活生产的举措。
在灾区现场，洪水留在房屋墙壁上一米多高的印痕清晰可见，
受灾的归难侨刚从集中安置点回到家中，正忙忙碌碌地进行修整洗
晒。
在听取救灾情况汇报后，甘绍强深入受灾严重的归难侨家中，
详细询问他们吃饭、饮水等生活各方面情况，以及下一步生活生产
的打算。归难侨群众非常感谢上级领导的关心，并诉说了目前存在
的困难。他们表示，将会开展生产和生活自救，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和生产。甘绍强鼓励大家搞好生产自救，发挥艰苦奋斗的精神，自
立自强重建家园，并表示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都会关注归难侨的
生活安置问题，积极支援归难侨的救灾复产工作。
（关国英）

苏文一行向受灾归难侨送上慰问金



制巩固来之不易的卫生成果；要以实现场容场貌整
洁、改善人居环境为目标，彻底清理脏、乱、差，
根据整治顺序掌握好工作重点，把握好工作节奏，
为活动成功转入下一阶段奠定基础。
会议指出，受表彰的分场党支部要继续发
扬，再创佳绩，并给其他分场党支部树立榜样；
其他分场党支部要认真学习先进经验，在场党委
的领导下，广泛动员群众积极投身“美丽农垦·清
洁乡村”活动，为活动的持续深入开展做出更大
的贡献。
（韦胜雄）

低毒高效专杀甘蔗螟虫的“度锐”农药，并租用专用机械——丰诺
自行式喷杆喷雾机，安排专人配药，免费为基地农场和蔗农喷杀甘
蔗螟虫。
从当前的试点调查和记录数据来看，丰诺自行式喷杆喷雾机比较
适合在该蔗区喷虫防虫。一台喷机每次可带 1200 公斤药水，喷杆可以
根据甘蔗高低自行调节，每趟可喷 16 行 （“双高”基地大小行最为适
合），每小时轻轻松松喷洒药肥 20 亩，是蔗区杀虫利器和防虫法宝。从
现场察看、鉴定的情况来看，药雾均匀洒落甘蔗叶面，喷杀效果好。
经抽查喷药区和非喷药区，病虫口对比也有较强的说服力。星星制糖
公司计划在取得实效和经验之后，以点带面，全面推广。 （彭威铭）
又讯 8 月 22 日，在基地蔗区投入使用“度锐”农药喷试甘蔗螟虫
一个月后，星星制糖公司农务部工作人员会同“度锐”公司派出的技
术人员，对试验区进行深入细致的虫害比对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使
用“度锐”农药防治甘蔗螟虫初见成效。
经过清点两个试验点度锐区和对照区的螟害节率、螟害枝率得出的
数据表明：度锐区螟害节率为 1.4%，对照区螟害节率为 10.9，相差
9.5% ； 度 锐 区 螟 害 株 率 为 11.8% ， 对 照 区 螟 害 株 率 为 53.7% ， 相 差
41.9%。也就是说，在相同品种、植期的地块，使用“度锐”农药比未
使用“度锐”农药螟害节率少 9.5%，螟害株率少 41.9%。同时，两个区
域甘蔗的长势，即使用肉眼也能分辨出差距。由此可见，使用广普、高
效、低毒的“度锐”农药防治甘蔗螟虫，十分适合星星蔗区的特情
据悉，星星制糖公司农务部门计划在下个月到 2017/2018 年榨季
开榨前，持续对实验地块进行跟踪调查，以获取更有说服力的数据提
交公司领导和蔗区 （基地农场） 领导参考、决策。尽管目前星星制糖
公司只是以点带面，在蔗区使用“度锐”农药防治甘蔗螟虫的面积只
有 1800 亩，但有了实打实的对比数据和显而易见的效果，有了基地
农场的通力合作，再加上现阶段星星制糖公司正在实行农药、人工、
机械喷杀补贴等多项优惠政策，大家对在整个蔗区全面推广应用充满
信心。
（彭威铭 摄影报道）



日前，北部湾总场首次召开“城乡环境建设提
升年”清洁卫生评比活动表彰大会。会议认真总结
该场自开展“城乡环境建设提升年”活动以来取得
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就如何进一步抓好清洁卫生
工作作出部署，并表彰了 6 个先进单位和 32 名先进
个人。
会议要求，各分场党支部要根据实际情况，探
索切实可行的清洁卫生整治办法，找准问题把握关
键；要实现长效管理，巩固整治成果，城乡清洁卫
生是一项惠民利民工程，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息息
相关，一定要抓住有利时机打牢基础，建立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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