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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生物有机肥第一条生产线投料生产
为更好地变废为宝，更好地利用滤泥
的肥效，去年 8 月，昌菱制糖公司与湖南
豫园生物科技公司合资成立了长兴生物有
机肥有限公司，以糖厂榨糖产生的滤泥废
渣为原材料生产生物有机肥。目前该项目
的厂房建设正有条不紊进行。3 月 18 日，
第一条发酵生产线正式投料生产，预计 30

天后可生产出第一批生物有机肥产品。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可年产 3～6 万
吨生物有机肥，可满足昌菱蔗区 20 多万
亩蔗地的用肥需求，为解决制糖行业的环
境污染问题探寻出一条新途径，对带动整
个制糖行业可持续发展发挥了示范带头作
用。
（戴盈盈 黄一芮）

柳兴制糖多管齐下狠抓原料蔗进厂质量
为了抓好原料蔗进厂质量、降低制糖
生产成本，柳兴制糖公司出台了系列措施，
从“地头—进厂—蔗场”等关键环节抓好原
料蔗进厂质量的检验，使原料蔗进厂质量
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
一是抓地头初检。该公司把原料蔗进
厂质量纳入调蔗员工作考核范围，要求全
体调蔗员做好原料蔗砍蔗质量标准的宣贯
工作，亲自下到蔗地进行现场砍蔗示范。片
区管理员也深入田间地头检查督促原料蔗
砍蔗质量，指导蔗农砍蔗，对不符合要求的
直接在田间地头给予纠正，真正从源头抓

起，不断增强蔗农对砍蔗质量标准的认识；
二是抓进厂质检。该公司制定了严密的原
料蔗进厂质检操作规程，要求质检员严格
按要求对原料蔗进厂质量进行检验，实行
奖优罚劣，对不达标的原料蔗，给予重扣杂
或退回返工，达到要求后才能进厂。三是抓
蔗场抽检。要求每个班在蔗场抽检数量不
少于 5 车甘蔗。抽检发现有伪装、包心的，
一律给予重扣处罚，并对运蔗司机给予运
纪处罚，有效地震慑了弄虚作假行为，维护
了该公司正当利益。
（黄日宏）

各公司多种形式庆祝 “ 三八 ” 妇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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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9 日，西江制糖公司召开
中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学习贯彻
糖业集团榨季后期生产总结会精
神，部署榨季后期生产工作。
该公司董事长曾凡新传达了集
团董事长会议和榨季后期生产总结
会精神，要求各部门加强榨季生产
后期管理，号召全体员工克服各种
不利因素，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
心，鼓足干劲，把压力转变为动
力，时刻保持创先赶超的状态，尽
最大的努力把榨季后期工作做好。
一是要做好原料蔗数量、质量的评
估和平衡收榨工作。要加强与农场
的协调合作，在源头上抓好甘蔗质

星期五

量，想方设法确保每天进厂原料蔗
满足生产，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
做到多榨、抢榨，确保完成榨季后
期任务。二是狠抓车间管理，稳定
工艺指标。各车间、部门、岗位之
间要树立一盘棋意识，解决好存在
的问题，努力完成好各项指标任
务。三是要厉行节约，降低成本，
增强利润意识、成本意识，注重防
止“跑、冒、滴、漏”，坚决杜绝
浪费现象，做到点滴必收。四是要
注重安全，加强设备的巡逻检查，
发现隐患及时解决，把事故隐患消
除于萌芽状态之中。
（杨德健）

随着周边糖厂陆续收榨，良圻制糖
公司的砍、运、榨、种、管压力不断增
大。为确保 2012/2013 年榨季平衡收榨，
该公司科学制定措施，统筹安排各项工
作，想方设法抓好生产存在的薄弱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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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制糖传达集团榨季
后期生产总结会精神

桂垦糖业

管理，细化和分解管理目标，及时做好
收榨预案，加强对设备的巡检，狠抓生
产现场管理，努力降低生产成本和能
耗，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三
是加强劳动纪律管理，充分调动员工的

良圻制糖严抓管理确保顺利收榨
节，努力确保安全均衡顺利收榨。
一是积极部署后期甘蔗砍运调度工
作，灵活组织管理人员深入蔗区了解各
村点砍运进度，千方百计做好砍、运、
种、管，保证蔗区秩序正常稳定，确保
车间满负荷生产。二是以提高收回为核
心，采取有效措施抓好榨季后期的生产

积极性，努力将各项制度及措施落实到
位，全力以赴投入榨季收尾工作。四是
狠抓安全生产不放松，加大力度对外来
务工人员的安全管理和换岗、顶岗人员
的安全教育，杜绝“三违”及人身事
故、设备事故发生，消除各类事故隐
患。
（韦善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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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垦纸业检修完工顺利开机恢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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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集团
下属各公司开展系列庆祝活动，鼓舞广
大女工发挥“半边天”作用，弘扬创新
奉献的精神，共创广西农垦糖业辉煌的
明天。
◆良圻制糖公司组织了工作人员到退
休困难女工家中慰问，给她们送去油、米
等生活必需品，鼓励她们克服困难，继续
支持公司的发展。同时，为每一位女工发
放了一份纪念礼物，组织开展了投气排
球、抛毽子等多项游园活动。 （莫燕选）

了慰问，并向 400 多名女工发放了节日慰
问品。领到慰问品的女工个个喜笑颜开，
纷纷表示感谢公司对她们的关心，会以更
饱满的热情努力工作，为公司争创更好的
2 月 25 日，随着华垦纸业公司热电 题，制定好设备检修方案，按照先急后
生产成绩。
（覃海源）
车间汽轮机冲转、并网开机成功，标志 缓、先主后辅、再备用的原则，扎实做
◆红河制糖公司开展了表彰活动，授
着该公司设备检修工作完成，顺利开机 好检修工作。在各部门的通力协作下，
予曾巧等 21 名女工“优秀女职工”称号。
恢复生产。
全体员工克服了时间紧、任务重等多重
该公司董事长韦英毅在表彰会上对广大女
该公司为保证安全、优质、高效地 困难，经过 9 天的奋战，提前按质按量完
工如何做好各项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
完成设备检修任务，在春节前就根据上 成了检修任务，为顺利开机恢复生产奠
是要求全体女工巾帼不让须眉，发挥才
年度生产中出现的重点、难点和突出问 定了基础。
（覃海源）
智，认真工作，为企业发展做新贡献；二
是要兼顾好家庭，相夫教子，全力保
证家庭的美满幸福；三是要勤于学
组织两家公司的在职女工代表和退休女工
习，勤于锻炼，保持身体健康，立足
代表 60 多人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三·
岗位建新功，为促进公司“三提高一
八”妇女节。黔江农场党委书记、黔江制
降低”发展目标贡献力量。
糖公司董事长梁胜林在座谈会上代表两家
（林自龙）
公司向广大女工致以节日的问候，勉励大
◆星星制糖公司在“三·八”妇
家充分发挥“半边天”的作用，振奋精
女节期间，为在职的 179 位女工送上
神，在打造“和谐黔糖，同谋发展”中再
了纪念礼物，并为 39 名退休的女工
创辉煌，再立新功。
送上了慰问金，体现了公司对女工的
（刘建斌 李湘婷 毛玉龙）
关心和爱护。
◆防城精制糖公司在“三
·八”妇女
图为柳兴制糖的女工进行齐心协力比赛
（邹 易）
的情景。
的情景
。
（蒋淑娟 摄） 节期间，为广大女工提供了被子、毯子、
◆柳兴制糖公司组织广大女工开
电磁炉等生活必需品，供女工们灵活选
图为良圻制糖公司女工委在慰问退休
现了女工们奋力拼搏、自强不息的风格和
展了庆“三
·
八”妇女节趣味活动。活动
择。女工们纷纷表示要充分发挥好妇女
困难女职工的情景。
困难女职工的情景
。
（莫燕选摄
莫燕选摄）
）
由“齐心协力”、“大丰收”、“板鞋比赛” 魅力，也增强了她们热爱企业、努力工作 “半边天”的作用，为实现防糖的美好明
◆华垦纸业公司在“三·八”妇女节 三个项目组成。女工们在赛场上你追我 的责任感和成就感。
（蒋淑娟） 天兢兢业业工作，为促进防糖的更好发展
期间，对奋战在生产一线的女工代表进行 赶，团结拼搏，比赛场面热闹非凡，既展
◆黔江制糖公司和思源酒业公司联合 做出更大贡献。
（颜训航）

柳兴 良圻制糖三到位贯彻落实
中央“八项规定”推动各项工作

“八项规定”，求真务实地
转变作风，促进各项工作
又好又快地完成。一是领
导高度重视，及时制定措
施，组织各部门学习和领
◆柳兴制糖公司创新举措贯彻落实中央“八项 会“八项规定”精神实质，要求各部门把开展自查
规定”，以实际行动改进工作作风。一是专门召开中 自纠、学习先进、岗位竞赛等作风整顿活动与贯彻
层以上管理人员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厉 “八项规定”等精神结合起来，严格要求管理人员坚
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求 定清正廉洁的立场，自觉抵制不良作风和行为，真
全体党员及管理人员自学自查，领会好、贯彻好 抓实干做好各项工作。二是为确保活动取得实效，
“八项规定”。二是落实责任，要求各部门提高执行 该公司将“八项规定”要求与生产管理考核结合起
力，把生产经营目标细化、层层分解落实到各部 来，严格控制生产成本，减少非生产性开支，降低
门、班组和岗位，着力抓好劳动、工艺纪律整治工 管理成本。各类经费使用凡是超出核定额范围的，
作，开展好“七个一”活动，要求别人做的艰苦、 超支部分在下年度额定费用中扣减，杜绝铺张浪费
脏累工作自己要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损人利己的 等行为。三是狠抓监督，将贯彻落实“八项规定”
事情自己坚决不做，工作和生活厉行勤俭节约，确 列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重要内容，采取定期和不
保公司布置的每项工作得到切实推进、跟踪、落实 定期相结合的方式对各部门贯彻落实 “八项规定”
和完成，确保全体员工集中精神、全身心投入工作 进行检查考评，加大对违反“八项规定”典型案例
中。三是严格控制各种会议和费用支出，真正做到 的查处力度，对不认真执行、不严格落实“八项规
非重要会议、非必须支出经费和非发文的文件等能 定”的立即查处，并将检查结果和处罚予以通报，
压缩必须压缩，一切从简办理，真正将“八项规 以提振精神，推动公司各项业务的健康发展。
定”落到实处。
（廖春翠）
（韦善育）
◆良圻制糖公司采取三项措施贯彻落实中央

近日，柳兴制糖公司按照
中央“八项规定”及自治区党
委、农垦工委的相关要求，印
发和实施了 《柳兴制糖有限公
司党总支关于贯彻落实中央八
项规定，改进作风、厉行节约
的 实 施 意 见 》（ 简 称 《 意

要简约，一般会议原则上不
张贴、悬挂欢迎横幅标语，
不安排迎送，不摆放花草、
果盘。召开会议要务实高
效，开短会、讲短话，力戒
空话、套话。在公务用车方
面，各部门公务用车由办公

柳兴制糖公务接待从简从俭
“光盘行动
光盘行动”
”成新风尚
见》），精简公务接待，力戒
铺张浪费。
《意见》 规定，该公司各
部门要严格遵守业务招待费
定额控制制度，严控费用支
出，一般性接待尽量安排在
公司饭堂吃工作餐或选择邻
近公司且消费不高的餐饮点
就餐，不用高档烟酒、名贵
菜肴。会务方面，会场布置

室主管领导和小车班长统筹
派车，严禁公车私用，车辆
使用完毕后统一入库停放。
《意见》 实施后，该公司
会风变得更加简朴清新，铺
张浪费之风得以杜绝。招待
客人多就近在公司饭堂和附
近农家饭馆进行，点菜以吃
饱为准，“光盘行动”成为了
新风尚。
（秦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