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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潘雪玲 摄影报道）
5月7日，农垦工委书记、农垦集团党
委书记、农垦集团董事长甘承会主持
召开农垦工委、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研讨会，围绕自治区党委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
当实干，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讨论实施方案和农垦工委、集团党委

“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
当实干，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
讨论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题词精神，以及对农垦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
鹿心社在全区省级领导和厅级主要负
责同志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精神，以
及鹿心社书记、陈武主席对农垦改革
发展的指示批示精神，要求垦区广大
干部职工顺应大势，找准努力方向；
正视问题，找准病因；对症下药，找
准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借助全区发
展之大势，助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

甘承会指出，此次中心组专题研
讨会，结合农垦实际，紧扣主题，正
视问题，凝聚共识，提出很多合理化
的建议，体现担当实干的精神，在下
一步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
开放、担当实干，推动农垦集团高质
量发展”活动中，垦区广大干部职工
要做到“三个找准”。

一是顺应大势，找准努力方向。
再过两年，广西农垦将彻底去行政
化，正式迈入区直国企行列，这是广
西农垦面临的重大历史转折，我们必
须要借助全区发展之大势，助推农垦
大发展。

二是正视问题，找准病因。与去
年集团的改革攻坚工作相比，在今年
的发展攻坚工作中，少了拼劲，多了
乏力；少了主动，多了被动；少了办

法，多了观望；少了攻坚氛围，多了
看客。原因何在？首先是水土不服。
症结是对转观念、转机制、转市场认
识不到位。其次是全身乏力。症结是
动力不足，没有激情干事。第三是心
虚。症结是能力不足、人才不足，干
事心里没底。第四是体重下降。从经
济发展形势看，今年一季度亏损比去
年一季度亏损有所增加，对亏损加大
心存担忧。第五是恐高症。症结是看
到了压力，不敢担当，不愿作为。这
些病因归根到底，是“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和

“转观念、增活力”不到位。
三是对症下药，找准工作着力点

和突破口。要从增活力入手，形成推
动担当实干的激励机制；要从聘请专
家入手，对集团的产业、企业以及下

一步发展路径进行再施策、再提升、
再形成新的方略；要从破解发展瓶颈
入手，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要从
培养和引进人才入手，解决人才不
足、能力不足的问题；要从重点项目
督察入手，推动发展攻坚大提速；要
从营造发展氛围入手，推动垦区干部
职工顺应全区大势，把发展攻坚氛围
营造起来，借助全区发展大势，争取
农垦发展最大红利。

集团在家领导谭良良、翁科、金
大刚、覃绍生、黄永润、李东、何
军、吴卫南参加会议，围绕自治区党
委提出的“九个如何”和农垦工委、
集团党委提出的“六个如何”，结合个
人学习体会和分管工作实际开展专题
学习和讨论，分别作了发言。大家充
分结合“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

开放、担当实干，推动农垦集团高质
量发展”主题，分别就如何实现思想
再解放、如何破解用地瓶颈问题、如
何加强农垦土地管理问题、如何发展
海外产业、如何及时处理历史遗留问
题、如何下大力气推进产业化建设、
如何建设规范的决策机制、如何改进
企业管理手段、如何深入推进糖料蔗
订单农业的发展、如何防范内部管控
风险、如何加强国企党建工作、如何
通过体制机制深化改革，完善干部人
事制度、劳动用工制度、薪酬分配制
度等制约农垦发展的痛点难点问题畅
谈看法、提出建议。

集团总经理助理、集团总部各部
室有关负责同志，以及“一核三新”
主导产业相关的驻农垦大厦二级企业
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甘承会在农垦工委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研讨会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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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
担当实干，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大
讨论活动中，围绕“六个如何”，找准原因，
明确思路，开创农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这是今年农垦“发展攻坚年”的主题。

5月7日，在农垦工委、农垦集团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
大开放、担当实干，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
发展”专题研讨会上，农垦工委书记、农垦
集团党委书记、农垦集团董事长甘承会站
在农垦发展全局的高度，分析了农垦发展
面临的形势，明确了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
发展要做到“三个找准”，为当前和今后一
段时期的农垦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
循。当前，摆在垦区各单位各部门面前的
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深入学习领会甘承会
书记的讲话精神，学思践悟，知行合一，不
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不断开创农垦集团
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自治区党委部署的以“解放思想，改
革创新、扩大开放、担当实干”为主题的全
区性学习讨论活动，非常有针对性，主题
鲜明，指向明确，确诊了广西的“病根”。
农垦工委、集团党委表示坚决拥护，并且
积极响应。今年农垦的工作部署，以及开
展的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与自治
区党委的决策部署高度吻合、完全一致，
充分体现了自治区党委学习讨论活动的
精神，也体现了农垦工委、集团党委高度
的政治敏感性，更体现了垦区广大干部职
工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当前，关键是我们如何顺应大势，找
准下一步努力方向。“两年之后，即到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广西农垦
建垦70周年，广西农垦行政化要彻底退出
历史舞台，划归自治区国资委监管，真正
转为企业了。在农垦这个重大历史转折
点当中，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有紧迫
感、危机感和责任感，要用好政策，找准农
垦重大历史转折期的发展方位，奋力攻
坚，全力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甘承
会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统揽全局，鼓舞
人心、催人奋进，我们必须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找准努力方向，踏踏实实干好
每一项工作。

在农垦发展攻坚的重要节点上，我们
要找准努力方向，归集到一个点，就是借
全区“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扩大开放、担
当实干”的大势，再盘点、再透视、再审视、
再把脉，努力形成“人人为农垦做贡献”的
共识，凝聚干事创业的发展合力。垦区各
单位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如何立足新
方位、找准新坐标、展现新作为，这是摆在
大家面前的一道新课题。农垦的发展不
是哪一个人的事情，而是垦区全体干部职
工的事情。每一个农垦人因农垦发展而
自豪，同时又要以农垦的发展为己任。难
题上下同解，困难齐心面对，共同发力打
好打赢“发展攻坚战”。

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只要
垦区上下在顺应大势中找准努力方向，团
结一心，奋发拼搏，砥砺前行，克服困难，
就一定能够完成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为建设壮美农垦、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

顺应大势 找准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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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珺 报道） 4月29
日，广西农垦召开2019年信访维稳工
作会议，总结2018年垦区信访维稳工
作，贯彻落实全区信访维稳工作会议
精神和广西农垦集团2019年工作会议
精神，部署 2019 年垦区信访维稳工
作。农垦集团党委副书记翁科出席会
议并讲话。农垦集团副总经理、广糖

集团董事长吴卫南出席会议。
会议要求，垦区各单位各部门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创建信访服务“人民
满意窗口”， 打好信访矛盾化解攻坚
战，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做好重
大活动和敏感节点期间信访维稳工
作，进一步强化企业的法律意识和维

权意识。各单位党政“一把手”要对
信访维稳工作负总责，分管领导要具
体抓，领导班子成员要协力管，把精
力集中到抓落实上，把各项工作抓到
位、见成效。

会议强调，垦区各单位各部门要
在农垦工委、集团党委的直接领导
下，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责

任担当，以过硬的本领，全面落实好
信访维稳工作，为农垦集团高质量发
展保驾护航，以优异成绩向建国70周
年献礼，为建设壮美广西、共圆复兴
梦作出应有的贡献。

广职院领导班子成员，二级公司
相关负责人以及农垦集团总部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广西农垦信访维稳工作会议召开

本报讯（通讯员 黄日宏 报道）为
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政府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加快糖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
部署，4 月 17 日，广糖集团在良圻制
糖公司召开订单农业工作推进会，农
垦集团副总经理杨伟林出席会议并作
讲话。

杨伟林对广糖集团前阶段糖料蔗
订单工作取得成绩给予肯定，强调要
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自治区党委、政府及农垦
工委、集团党委和董事会有关部署和
要求上来，强化政治担当，按照“标
杆、示范、龙头”要求，大力发展订
单农业，在蔗区改革中抢占先机，稳
住“底盘”。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
切实抓好糖料蔗订单合同的签订工
作，加大对基地农场的扶持，处理好
与农场的关系，完善糖企与农场、蔗
农的利益联结机制，落实好糖蔗价格

联动、二次分配等甘蔗收购政策，同
时与开展甘蔗灾害保险相结合，共同
将这一核心产业搞好。要适应形势、
主动作为，积极摸索适应原料蔗购销
体制改革后的新型甘蔗种植、经营管
理和蔗区发展、服务模式，以实施订
单农业为契机，改变蔗区扶持思路和
方式，提升蔗区服务质量；大力培育
专业种蔗的家庭农场，提升蔗农种蔗
的忠诚度，打造核心种蔗群体。

广糖集团有关负责人就集团下一
步如何推进糖料蔗订单农业工作进行
了部署。良圻制糖、北部湾农场公
司、种植大户代表分别发言，介绍订
单农业工作进展，表明了坚决推进糖
料蔗订单农业改革部署落实的坚定决
心。会议还举行了广糖集团各制糖公
司与农垦管区基地农场公司糖料蔗订
单合同签约仪式。

广糖集团召开订单农业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通讯员 宋海锋 报道） 4
月 17 日，农垦集团召开 2019 年第一
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
会议，传达学习自治区有关会议精神
和通知要求，分析研判农垦经营风险
和廉政风险问题，推动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向纵深发展。农垦集团
纪委书记覃绍生主持会议并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
会议指出，农垦集团召开党风廉

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议，既是
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的重大政
治责任，也是农垦集团落实“两个责
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准确把握全面
从严治党新形势，整合监督资源、形

成监督合力，构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工作协同体系，持续推动全面从
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对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极端重要性的
认识，准确把握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形势判断、工作部
署，做到惩治腐败力度不减弱、零容

忍态度不改变，持续深化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要准确把握农垦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存在的突出问
题，客观对待制度建设和执行中存在的
壁垒，从制度治理的源头加强防范。要
从体制机制的角度出发，分析问题根
源，制定改进措施，完善相应制度体
系，推进制度有效执行。

农垦集团召开第一季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联席会议

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黄 赟 报
道）5月6日，农垦工委副书记、农
垦集团党委副书记、农垦集团总经
理谭良良受邀参加广西电视台大型
政策解读电视公开课《讲政策》节
目的现场录制。

节目录制现场，谭良良以“全
面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农垦改革
政策持续有力推动广西农垦高质量
发展”为题，从垦区基本概况、垦
区经济发展瓶颈，以及推动农垦改
革发展所采取的措施和所取得的成

效等角度，向观众们讲解了过去两
年广西农垦风雨兼程的改革发展历
程，并现场回答了“在改革发展的
问题上，如何统一思想、形成共识、
落实行动？”“面对农垦这么大的一盘
棋，改革应该从哪里入手？”“除了垦
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和企业优
化重组外，广西农垦还抓了哪些改革
方面的工作？”等观众所关切的问
题，再现了广西农垦如何通过破瓶
颈、补短板、强弱项，持续有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改革发展过程。

据悉，广西卫视精心打造推出
的大型电视访谈品牌节目 《讲政
策》，旨在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
委、政府关于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部署。广西农
垦因在近两年的改革中取得了良好
的改革成效、形成了宝贵的改革经
验，被特邀参与该节目的录制，以
便进一步将广西农垦改革发展过程
中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所取得的新
成效展示于社会各界。

谭良良受邀参加广西电视台《讲政策》节目现场录制

本报讯 （记者 潘雪玲
报道） 5 月 8 日，由农垦工
委、集团党委举办的“解放
思想我先行 担当实干促发
展”演讲比赛圆满落幕。经
过激烈角逐，广糖集团乔永
利荣获一等奖，农垦集团总
部陈坚坚、通润公司李文明
荣获二等奖，广职院张馨
月、明阳生化集团李颖、源
头农场公司梁义兰、外经公
司陆艳秋、良丰农场公司黄
妮香荣获三等奖，剑麻集团
邓金宁等7名选手荣获优秀
奖。集团党委副书记翁科、
集团纪委书记覃绍生出席活
动并分别为获奖选手颁奖。

此次演讲比赛，以“解
放思想我先行 担当实干促
发展”为主题，秉承和弘扬

“五四”精神，“艰苦奋斗、
勇于开拓”的农垦精神，聚
焦农垦圆满完成“两个三
年”重点工作的攻坚成果，
挖掘大讨论活动突破发展瓶
颈、激发企业发展活力的喜
人成效，描绘农垦日新月异
的发展蓝图，抒发齐心协力
推动农垦集团高质量发展实
现农垦全面振兴的豪迈激
情，唱响“改革永远在路
上”和“担当实干促发展”
的时代主旋律。

在比赛中，各位选手紧

紧围绕解放思想大讨论主
题，结合各自岗位和生活中
的亲身经历，谈认识、说体
会、讲举措、亮承诺，抒发
出垦区青年勇立潮头的铿锵
誓言。演讲舞台上，参赛选
手的激情演讲，是思想火花
的碰撞，是改革探索的比
拼，是豪情梦想的盛宴，是
农垦精神的延伸，让人感受
到血脉贲张的力量，激励着
大家为建设壮美农垦而不懈
奋斗。

农垦集团总部各部室干
部职工、驻邕二级公司干部
职工代表、演讲单位部分观
众代表到场观看。

“解放思想我先行 担当实干促发展”
演讲比赛圆满落幕

翁科翁科、、覃绍生等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合影覃绍生等为获奖选手颁奖并合影 （（黄春景黄春景 摄摄））

本报讯 （通讯员 毛玉龙 周永燕 报
道） 4 月 24 日，农垦集团副总经理何军
一行3人，分别到新兴农场公司、西江农
场公司就工业园区移交地方政府管理工
作推进情况进行调研，并指导移交工作。

在新兴农场公司，何军要求把移交
工作作为工作重中之重来抓，确保按
时、按质完成任务。要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来推进该项工
作。要讲究工作方法，统筹推进，重点
突破，务必抓紧抓实基础工作。要抓好
安全生产工作，在园区相关社会职能尚

未完全移交柳江区之前，安全生产工作
一刻也不能放松，坚持预防为主，切实
为企业的生产经营保驾护航。在西江农
场公司，何军希望能够按时间节点继续
推进工作，按要求在 6 月 30 日前完成园
区移交工作。要加强与地方政府的沟通
联系，通过协调会议等形式，倾听意
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进一步细
化、补充、完善移交协议，为移交协议
书的签订打下良好基础。何军一行还深
入西江房地产公司项目基地了解悦桂公
司项目推进情况。

何军到垦区企业指导园区移交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