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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政协委员视察团到红河红园区调研

视察团在红河红园区调研

近日，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黄日波
率自治区政协委员视察团到红河红园
区, 围绕“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开展专题调研。
视察团一行参观考察了红河红园
区的优质种苗培育大棚、观景台等，
并在园区观景台召开了富有生态特色
的农业现场会。视察团听取红河红园
区管委会负责人有关园区发展情况汇
报。当了解到红河红园区创建了精准
扶贫红河模式，通过培育袋装柑橘大
苗，帮助农户实现当年种植当年挂果
当年收益，以及园区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规划后，黄日波对园区农产品质
量安全体系建设及园区可持续发展模
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红河红园区在
柑橘产业的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品牌
建设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示范带头作
用。
现场会上，来自来宾市各行业的
龙头企业代表还与委员们就现代特色
农业、蔗糖产业、休闲农业、生态农
业和富硒农业等产业发展所遇到的问
题进行深入的交流探讨。
（覃彬 摄影报道）

农垦集团农业事业部领导到红河农场
开展台风“山竹”灾后生产检查

张怀强一行在甘蔗地头开展灾后生产检查

9 月 19 日，农垦集团农业事业部总经
理张怀强一行 3 人，到红河农场开展台风
“山竹”灾后生产检查工作。
张怀强一行深入红河农场二分场和三
分场等受灾较严重的分场查看灾情，了解
受灾情况和群众生活状况，并对救灾工作
提出要求，鼓励职工克服困难，积极行动
起来，开展灾后自救工作。同时要求农场
做好灾后统计工作，全面掌握灾情，管理
人员要参加到救灾抗灾工作中，对受灾甘
蔗地进行及时排水，对倒伏甘蔗要引导职
工做好扶正培土工作，并有针对性地进行
追肥，力争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据统计，受此次“山竹”台风影响，
红河农场甘蔗倒伏面积 10416 亩，其中严重
倒伏 5208 亩，中度倒伏 3125 亩，轻度倒伏
2083 亩，所幸无人员伤亡和建筑倒塌的情
况发生。灾后，该场领导第一时间深入各
队部查看灾情，采取扶正甘蔗等措施进行
生产自救，恢复甘蔗生产。
（黄敏莹 摄影报道）

红河制糖公司开展
“迎改革 换新貌”主题文体活动
为丰富公司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加强公
司内部沟通，提升企业的凝聚力，激发员工的
工作热情，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投身到农垦改革
大潮中来，近日，红河制糖公司组织开展了以
“迎改革 换新貌”为主题的系列文体活动。
为更好的与社区融合，促进企业发展，红
河制糖公司邀请社区组织开展了一场篮球友谊
赛。新建成的文化活动广场上，系列文体活动
在精彩的篮球邀请赛中拉开序幕。参赛队员个
个生龙活虎，活力四射，奋勇争先；啦啦队的

呐喊助威声让场上的气氛更为热烈，重在参与
的氛围让活动轻松欢乐。气排球赛场上，参赛
队员将配合和体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一个个细
节体现出公司员工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场
上队员激烈地对抗着，场下员工卖力地喝彩，
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广场。五人制足球赛场
上，参赛球队各有攻守，大开大合，场面很是
精彩，在场边助威的观众都被他们的球技深深
吸引着。精彩的球赛中穿插着拔河、无敌风火
轮、众星捧月等趣味竞技活动。精彩的活动轮

翻上演，在紧张刺激的比赛中又充满了欢声笑
语，大家都遵循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原则，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充分展现了公司
员工的良好精神风貌。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在农垦改革发展
的大旗下，红河制糖公司要改出激情，改出活
力。系列文体活动的开展，充分体现了红糖人
团结协作、奋力拼搏、开拓进取的精神，充分
体现了红糖人坚定的改革发展信心。
（罗华）

红河农场采取各种措施做好信访维稳工作
为贯彻落实 《自治区农垦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任组长，全面组织信访维稳工作，上下联动，协调
2018 年下半年垦区信访维稳工作的通知》 要求， 配合，明确具体责任，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在全
确保农场持续和谐稳定，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和自 场范围内宣传信访维稳工作的重要性，牢固树立
治区成立 60 周年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红河农场采 “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要求党员干部要以高度
取有效措施做好信访及维稳工作。
的政治责任感、使命感，严格落实信访维稳工作制
该场成立了信访维稳工作领导小组，由场领导 度。近期，该场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队部，对有集

体上访和个人缠访闹访倾向的突出信访问题，实施
深入细致的重点排查，对倾向性问题及时进行处
理，妥善处置苗头隐患，把各种不和谐因素化解在
萌芽状态，及时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同时明确要
求，遇到紧急重要事项必须立即报告，及时处理，
确保和谐稳定。
（黄敏莹）

红河制糖公司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台风
“山竹”
9 月 16 日，受台风“山竹”影响，红河蔗区
甘蔗大面积倒伏，受灾严重。对此，红河制糖公
司采取应急措施，积极应对。
在台风到来之前，该公司通过发送短信等方
式大力宣传，让蔗农做好防灾抗灾准备，通过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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蔗叶等方式减小甘蔗倒伏几率；在台风到来之
后，第一时间要求各片区蔗管员认真核实甘蔗受
灾情况，并及时反馈上报。针对台风过后蔗地容
易积水、甘蔗倒伏容易引发鼠害虫害等情况，该
公司农务部积极组织人员及时与蔗农沟通，做好

灾后防治工作，及时将受灾情况报给保险公司，
积极配合保险公司做好理赔工作，减少蔗农损
失。经初步统计，该公司蔗区甘蔗受灾面积达 15
万亩，其中重度倒伏 2 万亩，中度倒伏 7 万亩，轻
度倒伏 6 万亩，受淹面积 1000 亩。
（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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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莹 摄）

9 月 10 日，红河制糖
公司组织中层副职以上管
理人员召开专题会议，传
达学习农垦领导干部会议
精神，通报了农垦改革、
广西糖业集团组建情况，
要求全体管理人员务必提高思想认识，深刻
领会会议精神，团结协作推进公司各项工作
有序开展。
会议强调，改革事关农垦发展大局和职
工切身利益，全体员工要深刻认识领会农垦
改革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凝心聚力，做
农垦改革的参与者与拥护者。要结合公司的
实际情况，扎实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农垦糖

红河制糖公司传达学习
农垦领导干部会议精神
业集团平稳过渡到广西糖业集团，以组建广
西糖业集团为契机，进一步创新改革发展理
念，以现代化企业制度为要求，建章立制，
规范管理，准确定位，深挖潜力，认真谋
划，将公司打造成广西糖业企业的标杆。要
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和政治核心作用，在
改革发展中严明纪律，严守规矩，把广大干
部员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农垦改革发展大
局上来。
（罗华）

农垦改革第五督导组到来宾市协调
推进红河农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9 月 10 日，农垦改革第五督导组到来宾
市，与来宾市和兴宾区国土资源局有关负
责人召开会议，协调推进红河农场 1295.672
亩未发证土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督导组肯定了前期 1612.032 亩土地的发
证经验和成绩，对推进红河农场剩余
1295.672 亩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存在的困
难和问题进行协调，要求以“尊重历史、面
对现实、互利互让”为原则，处理好农场与
农村的关系。国土资源局相关部门表示将积

极与红河农场协作配合，认真梳理土地权属
来源资料，对边界清晰的土地及时予以确权
登记发证；对边界不清晰的区域积极进行协
商，妥善处理，推进确权发证。
垦地双方表示，将加大红河农场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力度，确保按照 《全区
农垦国有农场办社会职能移交和土地确权
登记发证工作责任书 （来宾市）》 的相关
要求，在 10 月 20 日前完成红河农场剩余土
地的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黄敏莹）

红河农场293亩土地完成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近日，红河农场从来宾市不动产登记
局领到 5 本 《不动产权证书》，共计 293.048
亩土地获确权登记发证。
2018 年，该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是 1588.72 亩 。 为 完 成 农 垦 改 革 “ 两 个 三

年”重点工作中的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
作，该场积极与来宾市和兴宾区国土部门
沟通，开展土地权籍调查和测绘工作，确
保按时按质完成土地确权登记发证任务。
（黄敏莹）

红河管区 3 家单位与兴宾区政府
签订办社会职能移交协议
9 月 14 日 和
17 日，来宾市兴
宾区政府与红河
农场、红河制糖
公司和华垦纸业
公司举行办社会
职能移交协议签
订仪式，包括计
划生育、车渡船
管理、离休老干
部管理等 17 项企
业办社会职能顺
利移交地方政
府，标志着红河
管区企业办社会
职能移交工作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
来宾市兴宾区副区长韦壮在仪式上要
求，各职能部门要精诚合作，积极配合，
多与红河管区企业对接，采取各种措施推
进办社会职能移交工作。协议的签订是一
个良好的开端，下阶段更要密切联系，积
极探讨，采取有力措施把社会职能移交工

移交协议签订仪式现场
作落到实处，确保企业办社会职能移交工
作平稳过渡，并加强后续工作的衔接，强
化服务，全面推进各项移交工作，圆满完
成中央下达的“硬任务”。
兴宾区人社局、总工会等相关部门负
责人及农垦红河管区 3 家企业领导参加签订
仪式。
（黄敏莹 罗华 摄影报道）

来宾市国资委召开国有企业
“三供一业”分离移交推进会
近日，来宾市国资委国有企业“三供
一业”分离移交工作汇报暨工作推进会在
来宾市召开。红河农场就“三供一业”分
离移交进展情况和工作推进难点进行了汇
报。市财政局、人社局、国土局和水利局
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驻来宾市央企、

区直企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听取了各单位关于“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推进情况的汇报，要求各部门各
单位要积极沟通，精诚合作，破解难题，
确保按时完成来宾市国有企业“三供一
业”分离移交工作。
（黄敏莹）

勠力同心 背水一战 坚决完成
“两个三年”
重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