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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机院西南分院正式揭牌 全国政协委员、九三
学社中央委员、搜狗
公司CEO王小川一
行访问中国农机院

（通讯员  刘铎）10月23日，全国政协委

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搜狗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CEO王小川，九三学社黑龙江省秘

书长葛文杰一行访问中国农机院。中国农机

院副院长方宪法等热情接待了王小川委员一

行，双方就恢复草原生态，保护与改善草原

生态环境等问题进行了座谈交流。

方宪法介绍了中国农机院的历史沿革、

业务构成、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情况，重点

介绍了中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在

牧草生产全程机械化方面具备的技术与产业

优势，并阐述了牧草装备在草原生态修复和

生产力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

葛文杰对九三学社中央倡导的草原生态

恢复示范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了介绍，她表示

九三学社中央非常重视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多年来持续关注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

王小川简要介绍了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的基本情况和参与草原生态恢复示范项目

的想法，

（本报讯）10月30日上午，中国

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西南分院成立

揭牌活动在重庆市举行，重庆市人民

政府副市长李明清，国机集团党委常

委、副总经理曾祥东共同为“中国农

机院西南分院”揭牌。西南分院的揭

牌标志着中国农机院立足重庆、辐射

西南的新型创新主体正式成立。重庆

市潼南区区委书记曾箐华，副书记、

区长王志杰，区政协主席张彬、副区

长柳成文，中国农机院党委书记、院

长王博，副院长方宪法，重庆市农委

副主任秦大春，市科技局党委委员雷

虹，市农科院副院长刘科，市农科院

农机所所长庞有伦等出席活动。

在重庆市和国机集团的高度关注

与大力支持下，中国农机院与潼南区

政府紧密合作，联合建立了“中国农

机院西南分院”。分院的成立是全面

落实《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与中国

农机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深化合

作空间的重要举措。按照规划，西南

分院将充分利用重庆地区的独特地缘

优势，全面开展西南地区农业机械与

工程技术开发以及转化应用，助力西

南丘陵山地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和乡

村全面振兴。

王志杰在致辞中表示，潼南区地

处重庆、成都两座国家中心城市1小

时经济圈交汇点，区位独特、资源富

集，是成渝两地的“菜篮子”“米袋

子”和“后花园”。长期以来，潼南

区正致力于做大做强做绿现代农业、

发展智慧农业，现已开发建立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国家现代农业（柠檬）

产业园、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

园。中国农机院西南分院落户潼南是

潼南赋能经济发展、提升科技水平、

提高农业品质的重要举措。未来，潼

南区将着力推动“政产学研资用”开

放式协同创新，全力支持中国农机院

西南分院在特色农业实用技术、丘陵

地区实用农机研发等方面开展科技攻

关，切实提升潼南乃至西南地区现

代农业机械化水平，为丘陵山区建

设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

经营体系，推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

实施，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提供有力

支撑。

王博表示，西南分院是在重庆政

府和国机集团共同关心支持下成立的

新型创新主体，是中国农机院完善科

研布局的重要战略措施，西南分院将

立足当前农业急需、农民急用特色农

机产品开发，加大薄弱环节农机化技

术装备研发支持，示范带动丘陵山区

新技术新机具应用，带动农业产业全

面提质增效。希望西南分院以授牌为

起点，在重庆市政府及国机集团的大

力支持下，充分发挥新型科研创新主

体的体制机制优势，抓住机遇、开拓

创新、务实合作，为推动重庆乃至西

南地区农业产业兴旺与乡村振兴做出

积极贡献。

活动结束后，双方立即就分院未

来发展举行专题座谈，详细交流了分

院的组织搭建、科研立项等工作。

国机集团装备制造事业部业务经

理孙玉峰，中国农机院科技与产业发

展部部长李树伟、总工程师杨炳南，

中机十院副总经理侯健以及重庆市潼

南区相关委办、区农投集团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参加上述活动。 下转2版

中国农机院与中国电子商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0月24日，中国农业机械

化科学研究院与中国电子商会在

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

议，未来双方将充分发挥各自领

域的平台和技术优势，共建农业

装备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并以

此为基础，不断完善双方合作机

制与具体措施，拓展合作领域，

建立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农机院副院

长李韵涛、中国电子商会会长王

宁出席签约仪式。

会上，双方就农业装备行业

二维码标准的建立和完善进行了

深入交流探讨。近年来，中国电

子商会组织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

中心在二维码产业研究、服务体

系建设、注册认证服务、标准建

设、示范试点等方面取得显著

成果，二维码注册认证机制走

在国际前列，在崇礼冬奥会、

交通运输、精准扶贫、信息通

信、家电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实

践应用。

王宁表示，与中国农机院达

成战略合作，将全面推动二维码

在农业装备领域的标准化与产业

化发展，组建农业装备领域二维

码注册认证体系建设及服务管理

机构，构建对农业装备领域全面

质量管控及责任追溯的监察管控

服务体系。

李韵涛指出，应用二维码构

建农业装备全程追溯管理，对行

业的进一步规范发展具有重要作

用。本次双方达成战略合作，能

够快速推进农业装备领域二维码

标准规范普及，助力农业装备领

域建立起一套标准规范、全程可

追溯的诚信服务体系。

中国农机院科技与产业发展

部部长李树伟、行业技术服务中

心主任赵庆亮，中国二维码注

册认证中心执行主任张超、副

主任张义、迟建平等参加上述

活动。

链接：

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

（CNRT）是由中国电子商会和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联合发起成立

的第三方二维码公共服务机构，

旨在推进“自主、安全、规范、

可控”的二维码产业生态发展。

中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主导搭

建的二维码注册认证公共服务平

台是中国二维码产业促进工程的

核心组成部分，是我国二维码产

业规范健康发展的枢纽，对我国

二维码产业发展发挥着基础支撑

作用，对支撑社会诚信体系的建

设，促进信息化建设与“互联网

+”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科技与产业发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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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机建工顺利交付北京东四
胡同博物馆修缮工程 

“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加工和食
品工程培训班”顺利闭幕

全 国 风 力 机 械 标 委 会 召 开 国 际 标 准 “ I E C 
61400-5风力发电机组 风轮叶片”宣贯及研讨会

院领导赴新疆调研“中农机”
采棉机市场应用情况

中国农机院举办2018年度第十期
领导干部业务培训学习

（本报讯）10月21-24日,中

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党委书

记、院长王博，副院长屈大伟、

雷雨春带队赴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乌苏、沙雅两县，深入田间地

头与当地农机公司代表、农机与

种棉大户和采棉机驾驶员等进行

了面对面的交流，详细了解了

植棉户的经营规模、生产资料投

入、生产管理措施、生产效率和

生产成本等方面的详细情况，重

点考察了“中农机”采棉机的

使用状况、存在的不足、发展

期望和建议。  

23日上午，王博院长一行就

进一步推进在疆农业机械化合作

与沙雅县长夏帕克提·吾守尔、

县政协主席刘同军、县农机局局

长王伟东等座谈，针对棉花产业

全程机械化、特色水果产业机械

化、畜禽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

农业机械信息管理、特色农机产

业发展等深入交换意见，并达成

诸多共识。

按照院“十三五”规划，

在院集中统一领导下，近两年

来，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打造标志性高端农机装备

为目标，根据新疆棉花产业发

展状况，瞄准棉花生产全程机

械化薄弱环节，针对农户现实

采棉需求，在近年技术研究和

产品试验开发基础上，集成研

制并推出三行自走式采棉机。

该产品提高了采棉的生产效率

和棉花生产的综合经济效益，适

合农户生产规模和经营方式，结

合调研情况，中国农机院和现代

农装将对该产品做出进一步优化

和提升。

现代农装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张永建、副总经

理崔刚等一同参加调研。

10月24日，王博院长利用在

疆调研机会，拜会了乌鲁木齐政

府副秘书长刘亚东，就推进中收

农机股份有限公司政策性破产及

加强双方农业机械化合作召开专

题会，乌鲁木齐市国资委、财政

局、国土局、人社局、高新区、

中级法院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

议。副院长雷雨春、院长助理柯

长松、新疆中收总经理赵俊明等

参加会议。

10月31日下午，中国农机院

举行第十期领导干部业务培训学

习，本次学习活动，特别邀请国

机集团首席专家、国家农业机械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饲养机械分中

心主任、博士生导师吴德胜研究

员，以“禽畜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工艺装备发展现状”为题与参训

人员进行了交流。

吴德胜详细讲解了有机肥

加工工艺与配套设备技术，解读

了行业产业政策、分析了行业市

场前景，介绍了行业技术与工程

热点，同时，并就该领域市场开

拓相关问题与参会人员做了现场

交流。

王博院长在总结中要求，

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领导干部要

进一步培养市场意识、强化营

销思维，增强业务发展的紧迫

感，主动适应形势变化和客户

要求。在此基础上，不断加强

院内协同，依照市场规律开展

技术与产业合作，努力形成共

同推进改革发展的良好氛围，

助推中国农机院各项事业健康

发展。

院领导、职能部门部长，中

机十院、中机华丰的班子成员及

部分技术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人力资源部）

（通讯员  刘璐）10月30日

上午，由中国科技部主办、中国

农机院承办的“发展中国家农产

品加工和食品工程培训班”顺利

闭幕。本次培训班共有来自8个

发展中国家的20名农业相关人员

参加。

中国农机院副院长雷雨春

出席闭幕式并致辞，对本次培

训项目的主办方——中国科技

部的大力支持，对各位学员在

培训中的友好合作表示感谢。

他表示中国农机院也愿意到学

员所在国举办境外培训班，希

望用中国农机院的成熟技术帮

助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升产能、

创 造 经 济 效 益 ， 同 时 进 一 步

推进落实中国农机院与广大发

展 中 国 家 的 国 际 商 贸 和 产 能

合作。

学员代表在发言中对中国

政府和中国农机院提供的宝贵

培训机会表示了衷心的感谢，对

本次培训班的课程安排和各项组

织工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

示会努力将此次培训收获的新技

术、新知识应用到促进本国农业

发展的进程中，希望今后能够与

中国农机院交流合作。

本次培训班的成功举办，

搭建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

精诚合作的平台，为增进中国

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谊做出

了新贡献。

10月31日，全国风力机械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挂靠在中

国农机院呼和浩特分院有限公

司）在呼和浩特组织召开了国

际标准“IEC 61400-5风力发

电机组 风轮叶片”宣贯及研讨

会。来自风力发电机组厂家、叶

片厂家、材料厂家、行业内各研

究院、认证中心等30多家单位的

70余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标 委 会 秘 书 长 、 “ I E C 

61400-5风力发电机组 风轮叶

片”项目召集人王建平对该项

国际标准从立项到编制以及经

IEC/TC 88国际投票已通过CDV

版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宣贯研讨会上，参会专家

对“基于IEC 61400-5的叶片设

计流程及气动设计要求”“基

于IEC 61400-5的叶片原材料

技术要求与规范”“基于IEC 

6 1 4 0 0 - 5 的 叶 片 结 构 设 计 要

求”“基于IEC 61400-5的叶片

制造要求与规范”和“基于IEC 

61400-5的认证技术要求”进行

了深入交流。

通过本次国际标准宣贯和

研讨为国际标准转化为国家标准

奠定了基础。 

（呼和浩特分院  任君）

（通讯员  孙晶）10月18日

上午10时，北京东四胡同博物馆

在东城区政府、首创集团等参

建单位和东四街道居民的共同

见证下正式开馆。中机建工承

接了博物馆的部分修缮工作。

在几个月的修缮过程中，

中机建工项目部全体员工以保护

修缮为核心，按照修旧如旧的改

造思路，恢复院落格局和建筑风

貌，实施完成了博物馆内精装

修、展陈设施、多媒体设备、

雕塑、钢结构、玻璃幕墙及软

装等多种复杂工艺的工作。经

过日夜奋战、不懈努力，终于

交出了一份靓丽的答卷，打造

出一个充满活力的中国北方胡

同新地标。让传统文化与现代

生活更好对接，探索用文物讲

好中国故事。

以此项目为契机，中机建

工向古建修缮领域不懈探索，石

家庄分公司积极跟进的西柏坡柏

里水乡项目，已经取得了实质性

进展。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中机

建工将乘势而为，搭建更多领域

的创新平台，加快建设创新型

企业，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

在企业特色上下功夫，不断增

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注入时代

要义，赋予新的内涵，焕发出

时代风华。 

链接：东四胡同博物馆位

于北京东四四条77号院，占地面

积1023平米，为典型的三进四合

院，建筑群落保留了传统四合院

的完整结构。东四胡同博物馆是

“东四三至八条历史文化保护街

区环境综合治理项目”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首个公开亮相

的示范项目。该项目自开工以

来，受到北京市政府和各级单

位的大力支持，市、区各级领

导多次到项目现场考察，关注

工程进展。

表达了与中国农机院建立战略

合作关系、共同推进项目实施

的意愿。

随后，双方还就具体合作

内容、合作模式等进行了深入探

讨与交流。

中国农机院科技与产业发

展部部长李树伟、副部长曹建

斌，中机华丰董事长吴德胜，呼

和浩特分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

贵林、总经理王振华、副总经理

贺刚等参加上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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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10月26-28日，

以“乡村振兴与全面、全程农业

机械化”为主题的2018中国国际

农业机械展览会（以下简称“展

会”）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隆重

举办。中国农机院围绕“农业装

备创新支撑乡村振兴”主题，集

中展出自主研发的11款高端农业

装备，并隆重举行了“好收成”

合作社管理云平台暨APP（以下

简称“好收成”）和农业装备二

维码注册认证中心（以下简称

“中心”）两场发布会。 

 26日上午11时，中国农机院

展台中央座无虚席，来自政府管

理部门、行业组织、国内外知名

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单位的嘉宾

以及现场观众共同见证了两场重

磅发布会。

为响应农业农村部提出的

“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提档升级

建设”的要求，中国农机院和北

京数博智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合开发“好收成”正式发布。

“好收成”是面向农机合作社管

理开发的云服务平台，能够实现

机手、农户、农机社和管理部门

的互联互通，大幅提高农机合作

社的管理效率、经营收益，同时

降低人员成本，实现了国内农机

合作社农机发展从机械化向智能

化的跨越。

为顺应大数据发展的趋势，

中国农机院、中国电子商会、中

国二维码注册认证中心联合发起

的农业装备二维码注册认证中

心举行成立揭牌仪式，中国农

机工业协会会长陈志、中国农

机院副院长雷雨春为中心揭牌。

中心是农业装备二维码注册认证

的第三方服务机构，是ISO/IEC 

15459系列国际标准IDcode编码

体系农业装备领域代码（IAC）

“MA”发行机构。中心将致力

于为我国农业装备领域提供统

一、标准、互联互通的二维码

标识注册服务，开展农业装备

农业装备创新支撑乡村振兴
中国农机院参加2018国际农机展

领域二维码标识代码发行、标

准制定、体系与信用认证建立

等工作。

两场发布会的成功举行引得

嘉宾与观众的阵阵掌声，一个具

有60余年历史积淀的农业机械化

领军企业始终不忘“推动中国农

业机械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的

初心，不断为行业带来新的管理

模式、引领行业新走向。

新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

把握乡村振兴战略契机，中国农

机院作为中国现代农业机械化事

业的开创者，将统筹研发、制

造、咨询、勘察、设计、施工、

总承包等综合业务，提供以信息

化引领的现代农业智能生产全程

解决方案，打造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三园三区、田园综合体

和特色小镇等规划建设服务，谱

写新时代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

篇章。

展会期间，由中国农机工业

协会、中国农机化协会、中国农

机流通协会共同举办的2018中国

农机行业年度大奖颁出，中国农

机院斩获多项大奖，自走式饲料

收获机、方捆压捆机荣获产品金

奖，马铃薯联合收获机、自走式

灌木联合收获机和圆草捆打捆机

荣获产品创新奖，“美诺”品牌

荣获最具影响力品牌奖，中机美

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制造企

业年度新锐奖。

9265A型自走式饲料收获机 9YFSZ-2.2型三道绳双刀轴秸秆切割揉碎方
捆压捆机

9YGJ-2.2型圆草捆卷捆机

2ZG630C型水稻高速插秧机 4LZ-5.0ZA型全喂入联合收割机

9YFQ-2.2型跨行式方草捆捡拾压捆机

1240B型马铃薯种植机

1600型马铃薯收获机

3880型喷雾机 3WZG-750型高地隙自走式喷杆喷雾机3WZG-3000A型高地隙自走式喷
杆喷雾机



4 党建

新疆中收开展廉政教育
学习活动

行业中心党支部召开全体党员
主题学习会

中机十院党委联合嵩县马驹岭
村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卓众出版开展2018年度党务
培训工作

为扎实推进党建工作质量

提升，提高公司党务工作者的业

务能力，落实院党委贯彻落实集

团党委党建工作考核评价暂行办

法等党内制度宣讲会精神，10月

17日下午，卓众出版开展了2018

年度党务培训工作。会上，公司

党委办公室相关同志结合各支部

《基层党组织党内生活记录本》

记录情况，讲解了开好“三会一

课”的注意事项及发展党员工作

的具体流程。

卓众出版党委书记肖军在

总结发言中强调，要不断提升

党建工作质量，提高党建工作对

中心工作的推动作用。要求各支

部支委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党务工

作，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制

度，认真做好会议记录，并通过

持续学习强化党务工作能力，提

高公司党建整体水平。

（卓众出版）

为推动扶贫攻坚工作的开

展，10月10日，中机十院与对口

帮扶的嵩县纸房镇马驹岭村党支

部开展主题党日交流活动。

党员们集体参观了八路军

驻洛阳办事处，随后，在中机十

院洛阳分公司，马驹岭村党支部

党员对中机十院的发展历史、资

质及业务特点、业绩成果和党建

工作成就进行了了解。

中机十院规划院党支部书

记姚莹从扶贫工作概况、村庄特

点分析、发展思路、产业规划和

村庄规划设计五个方面全面介绍

了为马驹岭村制定的发展规划。

姚莹在讲解中提出，要抓住国家

战略经济转型的时机，在乡村振

兴战略的背景下，依托马驹岭良

好的区位优势、生态优势，发展

以艾草等中草药药材种植及相关

系列产业，最终把马驹岭村打造

成以休闲、康养、体验、教育为

主的共享村落。

通 过 本 次 主 题 党 日 的 交

流，提升了马驹岭村广大党员对

自身优势的认识，提振了早日脱

贫的信心。

（中机十院  陶建凤）

（通讯员  赵丽伟）为深入

学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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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加强支部党员的纪

律教育，10月22日上午，行业

技术服务中心党支部围绕“纪

律”主题组织召开全体党员学

习会议。

会上，全体党员共同学习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

国资委党委书记郝鹏在中央企业

警示教育大会上的讲话全文。领

会了《条例》的精神内涵，明确

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任务和要

求。随后，全体党员观看了教育

警示片《永远在路上》第五集

《把纪律挺在前面》。

会议强调，全体党员要时

刻把纪律挺在前面，守住纪律

底线，用党的纪律严格要求自

己，自觉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同时，要求会后各位党员要继

续深入学习《条例》，结合工

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做到学以

致用，强化责任担当，纵深推进

党风廉政建设。

（通讯员  张淑芳）10月19

日，新疆中收纪委组织党员干部

和廉洁风险点重点岗位的员工

40余人前往乌鲁木齐市经开区

廉政教育基地参观学习。

在教育基地，同志们集中

学习了中央纪委监察委历史发

展沿革，历任国家领导人廉洁语

录，《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条

例》等内容以及近年来党中央和

自治区惩治腐败的典型重大案

件，观看了反腐警示教育片。

通过参观学习，加深了同

志们对党建工作以及全面从严治

党的认识和理解，促使同志们坚

定理想信念、持续改进作风，将

化廉于心和践廉于行真正落到实

处，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推向深

入，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

良好环境，为公司发展提供有力

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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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宪法副院长赴呼和浩特分院
调研并讲党课

雷雨春副院长到天顺长城调研
并讲党课

徐绅副书记到新疆中收调研并讲党课

（通讯员  毕静）10月24-25

日，中国农机院副院长、呼和浩

特分院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宪法调

研呼和浩特分院经营工作情况并

讲授专题党课。

24日，方宪法以“坚持以

推进事业发展为核心导向，着力

建设高素质党员队伍，增强党员

干部、基层党组织在新时期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为主题讲授了党

课，宣贯了国资委下发的《落实风

险管控机制与措施》文件精神。

方宪法要求，国有企业要

坚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党建工

作质量，不断促进业务升级。一

是要全面抓好国企党建，坚持从

严治党，着力解决国有企业党的

建设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

等问题。二是严格贯彻落实国机

集团、中国农机院党委工作要

求，立查立改，切实抓好党建工

作。三是发挥党对企业生产经营

的统一领导，实现党建工作与业

务工作的有效融合。四是结合呼

和浩特分院发展实际，提升干部

队伍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健全

制度机制，推动业务工作有序开

展。五是注重头雁效应，发挥党

员骨干先锋带头作用。六是深度

考核监督，形成党建与业务融合

的长效机制，从多方面解决党建

工作的重点、要点和难点。 

25日，方宪法又深入职工群

众了解情况，听取意见，随后

与呼和浩特分院党政班子召开

了战略规划工作专题会议。方

宪法强调，制定战略规划更多

的要考虑可执行性，以确保战

略落地。

通过此次会议，呼和浩特

分院领导团队对公司的发展目

标、发展方向和战略规划有了清

醒的认识并达成共识。呼和浩特

分院将根据会议成果，尽快完成

战略规划的制定以及各业务板块

战略落地的实施计划，确保战略

规划的有效落实和战略目标的如

期实现。 

10月下旬，中国农机院副院

长雷雨春到天顺长城调研工作并

讲授党课。

雷雨春同志听取了天顺长

城党建工作开展及整改落实情况

汇报，并以《新时代党支部建

设》为题，从党支部的定义、组

织建设、党员队伍建设、支部制

度建设，思想政治建设几个方

面，对新时期党支部的工作进

行了介绍与讲解。结合公司经

营与党建工作情况，对公司领

导班子和支委全体委员提出了

具体要求，希望天顺长城党支

部建设更加完善，支部学习培

训进一步制度化，学习记录进

一步规范化。与会人员结合本

次学习主题，交流了各自的学习

体会。

天顺长城党支部书记、副

总经理杨安表示将按照雷雨春同

志提出的要求完善党建工作，

并强调了岗位廉洁风险排查工

作的重要性，并具体部署相关

部门组织开展岗位廉洁风险点

排查工作。

培训学习后，公司总经理

段京云、副总经理杨安陪同雷雨

春深入公司车间一线调研考察。

（天顺长城）

10月24-26日，中国农机院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绅一行

赴新疆中收农牧机械有限公司调

研。听取了新疆中收党委书记、

总经理赵俊明对公司党建和经营

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国农机院院

长助理、新疆中收董事长柯长松

作补充汇报。

调研期间，徐绅一行通过

参加职工代表座谈会，分别与公

司领导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各

党支部书记进行了谈心谈话，从

各个不同角度了解了公司存在的

问题和困难，并实地了解了公司

房产经营情况。

徐绅就了解的情况和问题

向公司领导班子进行了反馈，与

班子成员进行了细致深入的交流

和分析，就产业发展、职工思想

动态、重组破产工作、员工队伍

建设等方面与班子成员交换了意

见；就企业党建工作、“两金”

压降、“三供一业”剥离、解决

企业跑冒滴漏和完成全年经营目

标等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徐绅

强调，公司党委要认真梳理全

年工作，加强员工思想教育，

注重提升员工信心。柯长松对

公司下一步的经营工作作出具

体要求和详细安排。

赵俊明代表公司领导班子

表示，对本次调研反馈情况要

积极整改落实，凝心聚力，力

争完成全年经营目标和各项专

项工作。       

调研期间徐绅以《坚定不

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为企

业改革发展保驾护航》为主题讲

授党课，她提出，落实两个“责

任”是贯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

要求，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一

项重要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要提高思想认识，审视各项

工作是否到位，扎实开展党建和

党风廉政建设，为企业经营发展

保驾护航。

（新疆中收  桑文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