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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今年的葡萄格外甜
●王保宏

“齐叔，客户的订单我已经通过微信发给你了，你摘完
葡萄，按照要求分装就行了。我一会儿来拿。”8月10日，
十三师红星四场十二连党支部副书记、连管会连长任新全
与该连农户齐学虎在电话里对话道。

虽受疫情影响，葡萄一度滞销，但在农场党委、连队
“两委”的帮助下，短短7天时间，齐学虎的4吨里扎马特葡
萄便销售一空，销售额达2万多元，让他觉得今年的葡萄
格外甜。

齐学虎种植里扎马特葡萄已经有22个年头。进入7
月下旬，看着地里熟透的葡萄，齐学虎的心里就像着火一
样难受。

“齐叔，葡萄卖的咋样了？”任新全给齐学虎打去电话，
关切地问道。

“哎，眼下这个情况，老板进不来，我们也拉不出去。”
齐学虎的语气中充满了绝望。

“叔，你别急，你一会儿到连队办公室来拿证明，先到
农场医院免费做个核酸检测，这样就能去哈密东疆春农产
品批发市场卖葡萄了。”任新全说道。

齐学虎得知能出去卖葡萄，高兴了一夜。
第二天，齐学虎和妻子早早去医院做了核酸检测，拿

上检测结果后，他们到地里采摘葡萄，一直忙到天黑，才摘
了200公斤。

乘着夜色，他们开着卡车驶向东疆春农产品批发市
场，等卖完葡萄，已是凌晨五六时了。这样卖了五六天，才
卖了1吨葡萄，他却吃不消了。

“烂就烂掉吧，实在跑不动了，年纪大了，熬不了夜
了！”50多岁的齐学虎看着满架的葡萄直叹气。

这时，他又接到了任新全的电话。
“齐叔，团场给你联系好了，你下午就开始摘葡萄吧，

我一会儿过去帮你，要摘1吨葡萄呢。”任新全说。
“多少？1吨？”齐学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咋了，嫌多啊？”任新全笑道。
“不多，越多越好！”齐学虎高兴极了。
挂上电话，他和妻子骑着三轮电动车，拉着满满一车

筐子到了地里。
这时正是16时，天气炎热，低矮的葡萄架下，两人弯

着腰向前移动，剪下一串串葡萄，不一会儿，衣服便湿透
了。

“齐叔，你在哪儿？我们来帮你了！”任新全的声音从
地头传来。

“我在这儿！”齐学虎放下手中的葡萄，探出头大声喊。
伴随着沙沙的脚步声，任新全带着连队五六个年轻人

来了。阳光下，他们个个充满朝气，干劲十足。
第二天一大早，任新全便拉着满满一车葡萄出发了。

当天，任新全和齐学虎跑了五六趟，卖了1.2吨葡萄。也是
从那天起，齐学虎的葡萄成了红星四场的抢手货。

为了进一步增加葡萄销量，任新全与红星四场农业发
展服务中心联系，该中心向全场职工群众发出倡议，请大
家帮助齐学虎销售葡萄。这一倡议很快得到全场机关、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的积极响应，大家在该场的各微信群里，
推销齐学虎家的葡萄。一时，该场的微信群里都是订购葡
萄的信息。

红星四场现有葡萄种植面积4400余亩，其中，无核白
4300余亩、蓝宝石10亩、里扎马特35亩、无核紫18亩、黑
提43亩，预计总产量8000吨以上。

红星四场为客商主动提供免费核酸检测、联系冷库和
运输车辆等服务，并从附近团场连队联系到葡萄采摘工人
80余人，缓解葡萄采摘劳动力不足问题。

目前，该场葡萄销售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其中里
扎马特葡萄销售了57吨。

将温暖送到千家万户
●兵团日报常驻记者 李怀生

“大爷，你一个人在家可要多注意，要保持电话畅通，
有啥事就给我打电话。”8月12日上午，一师二团西城社
区昌盛小区4号楼楼栋长苑小静一边给居民量体温，一
边嘱咐道。

二团有东城社区和西城社区两个社区。两个社区通
过户户建档、细化网格、楼栋自治等方式，进一步健全和
完善基层治理体系，全力推进“无疫社区”创建。

为独居老人送口罩、量体温，了解老人的需求，协助
社区“两委”为居民配送生活物资，疏导居民情绪等是苑
小静等社区志愿者每天的工作。

“我是党员，关键时刻，党员不上让谁上？我们有责
任、有义务为居民做好服务。”苑小静说道。苑小静是二
团机关干部，疫情期间，她响应团场党委号召，第一时间
到社区报到，担任楼栋长。

二团两个社区共有10个小区，3400多户8700多
人。社区“两委”积极发动居民，从志愿者中选出楼栋长
和单元长。

“福和家园小区，78岁的老人程传发偏瘫多年，长期
卧床，行动不便，请帮助，谢谢了！”8月11日，一则求助信
息发到了西城社区党员疫情防控临时工作群。

二团社会管理服务中心下沉干部韩杰看到这条求助
信息后，随即和求助者联系，了解到程传发老人急需生活
用品和药品后，及时为老人送去生活用品和药品。

“楼栋长把居民需求发给我们社区‘两委’，只要能做
的我们都会做，社区解决不了的，会逐级上报，力争解
决。”西城社区党支部书记任从海说。

“我们社区通过每天一个暖心电话、每天一次关心问
候、每天代购一次生活用品、每天一次摸排等形式，对每
位居民给予关心关爱，将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有力推
进了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东城社区党支部书记韩江琪
说。

在志愿者的协助下，二团两个社区很快完成了居民
信息排查工作，建立“一户一档、一人一表”居民信息管理
机制，为更好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团两个社区在辖区各小区门口实施24小时值班
制；筛查包保到人，社区书记、下沉干部、楼栋长和单元长
四级包保，全方位提供服务。

截至目前，二团两个社区未发生人员聚集及外来车
辆和人员漏管失控情况。两个社区党支部带领广大党员
干部及志愿者，用实际行动为居民的生命安全搭建起了
坚固堡垒。

眼下，正是瓜果成熟的季节，在六师一○
五团的千亩桃园里，新疆科创水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社员刘新礼正在采摘桃子。

“我已经种了6年桃子，通过合作社，我
把桃子卖到了国外，去年纯收入8万多元。”
刘新礼说。

新疆科创水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主
要种植优质水蜜桃、油桃、樱桃、猕猴桃等特
色鲜食水果，水果远销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等地，部分桃子远销迪拜。

抱团增收，携手致富。目前，六师五家渠
市共有合作社441家，其中国家级示范社6
家、兵团级示范社35家，涉及蔬菜花卉种植、
畜牧水产养殖、农机服务、食用菌培育、民族
刺绣、休闲观光等多个领域，共有社员6210
人，带动1.4万余名职工群众参与到产业化经
营中。

党建引领 激发源动力

“这段时间，大家把采棉机检修一遍，为
采收棉花做好准备。”7月28日，作为五家渠
市恒联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六师新
湖农场三十二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
刘豫鲁给社员安排近期工作。

2019年年初，在三十二连党支部牵头
下，21名职工成立了五家渠市恒联农业种植
专业合作社。该合作社投资1400万元购买
了3台集采棉、打包于一体的新型采棉机和
配套服务车，解决了连队职工棉花采收难题。

说起成立合作社的初衷，刘豫鲁告诉笔
者，三十二连棉花种植面积有2.63万亩，在
该场36个连队中面积最大。每到棉花采收
季，就会出现采棉机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耽
误了采收。现在，有合作社的采棉机作保障，
再加上从外面联系的采棉机，确保了连队职
工的棉花能及时采摘。

新湖农场富乐源合作社社员李金平看
着地里结满花蕾的棉花喜不自禁：“我的棉花
长这么好，得感谢王吉忠，我用的是他推荐的
棉种，而且化肥、滴灌带等农资都是合作社统
一采购的，低于市场价。平时王吉忠还对我
进行技术指导，我去年种的100亩棉花单产
达到465公斤，亩收入1000元，今年也不会
低。”

李金平提到的王吉忠是新湖农场一连
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同时还是新湖农
场富乐源合作社理事长。富乐源合作社的社
员全部是一连种植棉花的职工。

“以前我们种的品种杂乱，今年我们引导
社员种植2个至3个优质高抗的棉花品种，
优质的棉花售价高。合作社集体大批量购买
种子等农资，价格低于市场价，降低了成本。”
王吉忠说。

在奇台农场，糜必华是远近闻名的养殖
大户。2013年5月，在连队党支部的引导
下，糜必华牵头成立了硕鑫生猪养殖合作
社。合作社先后整合了养殖户、当地龙头养
殖公司等资源，建成了年销3.2万头生猪的养
殖基地，年产值2000多万元。

合作社建到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
服务就跟进到哪里。六师五家渠市各团场连
队积极探索“连队党支部+农业合作社+职
工”的模式，党组织已成为带动农工专业合

作社和产业发展的有力引擎。

规模引领 提升竞争力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一连上湖养殖专业
合作社，蓝顶彩钢养殖圈舍整齐地排列着，有
着20多年养羊经验的一连职工马文贵在给
羊群添加青贮饲料。

扩大养殖规模一直是马文贵的心愿。
去年8月，在得知连队选址建设养殖专业合
作社后，马文贵当机立断，投入21万元用于
圈舍基础设施建设，他的460只羊顺利加入
上湖养殖专业合作社。

“之前圈舍地方很小，今年农场大力发展
养殖业，我的羊才‘住上’这么好的圈舍。”马
文贵说。

六运湖农场积极转型发展，建设规模养
殖小区，引进养殖合作社，让有养殖意愿的职
工纷纷发上“羊财”。上湖养殖专业合作社占
地面积38亩，共规划建设11个养殖圈舍，目
前已建了9个，每个圈舍1850平方米。

“2018年以前，六运湖农场每年羊的出
栏量只有7000多只，现在不一样了，今年在
3个养殖区和合作社的带动下，以点带面发
展，羊的年出栏量将达到2万只以上。”该场
二连党支部书记、连管会指导员王永庆说。

走进六师芳草湖农场小红孩葡萄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只见晶莹剔透的葡萄挂满
枝头。

位于芳草湖农场三十三连的小红孩葡
萄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了20多个品种
的葡萄，目前种植面积700余亩。每年合作
社用工人数达3000余人次，这些用工都来自
本连及周边连队。

“我家的地主要由丈夫打理，我在合作社
打工，一年有2万元的收入。”种植土地和务
工两项收入，让三十三连职工黄彦珍一家的
日子越过越美。

芳草湖农场十八连金蕾水果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紧靠甘莫公路。“我们主要种植
黄桃、水蜜桃、蟠桃等十几种水果。因为在路
边，今年来采摘游玩的顾客就有1000余人。”
该合作社理事长王登攀说，合作社共有105
座大棚，每到水果成熟的季节，樱桃树、桑葚
树等果树排列成行，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目前，芳草湖农场有各类合作社152家，
沐浴着改革的春风，合作社发展势头强劲，成
为带动广大职工群众增收的有力平台。

品牌引领 注入新活力

“金皇后”甜瓜、“天山健客”杂粮、“绿糖
心”冬枣、“天山”大雪桃……一批特色农副产
品先后打入市场，成为备受疆内外客商青睐
的产品。这些品牌为该师市农工专业合作社
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7月25日，六师一○三团十二连党支部
书记、连管会指导员刘星通过网络平
台，帮助职工销售甜瓜。

2018年，刘星和其他连队
“两委”成员牵头成立了五家
渠蔡家湖新渠城种植农民
专业合作社。合作社依托

“金皇后”甜瓜这块金字招
牌，采用线上加线下的营销
方式，将产品销往全国各
地。

“我们合作社开了自己的
网店，通过微信推广产品。我们
还准备和各大电商平台合作，通过专
业的网络直播，把甜瓜的品牌打得更响，让社
员增加收入。”刘星说。

借助“金皇后”甜瓜的品牌优势，一○三
团采取“党支部+合作社+职工+龙头企
业”模式，大力发展甜瓜种植，并获
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去
年，甜瓜种植户亩均收
入近2000元。

随着人们养生保健意识的增强，餐桌上
少不了杂粮的“身影”，奇台农场硕之辰农业
产业化专业合作社的杂粮加工厂应运而生。
合作社注册了“天山健客”商标，生产石磨全
麦粉、石磨黑麦粉、藜麦米、鹰嘴豆粉和各种
蜂产品，产品远销北京、上海、深圳等地。

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一条龙”的产
业链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增强了抵御市场
风险的能力，保证了合作社获得最大的经济
效益。

奇台农场硕之辰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
社与九圣禾种业、科赛德薯业、新疆御农果
业、天山面粉集团等大型企业合作，建立了马
铃薯、鹰嘴豆、小麦种植基地，购进杂粮加工
设备14套，建成1万平方米的库房，建设了
杂粮加工厂，开发出15种深加工产品。该合
作社先后荣获“六师农工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兵团农工专业合作社示范社”“全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等称号。

“合作社将继续延伸产业链，做精做强做
优‘天山健客’系列产品，走产业化、规模化、
品牌化发展之路。”对未来，奇台农场硕之辰
农业产业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生伟满怀期
待。

如何充分发挥品牌效应，扩大市场影响
力？五○团夏河镇绿糖心冬枣合作社做了有
益尝试。

去年年底，五○团夏河镇绿糖心冬枣合
作社将冬枣品牌店开到了成都的宽窄巷子，
实现了“走出去”发展战略。

该合作社社长刘勇介绍，合作社与顺丰
速运公司签订协议，开通全程冷链运输，把新
鲜的冬枣从五○团直接运到成都。

目前，五○团19个连队共有1万余亩冬
枣地，年产8000余吨冬枣。该合作社打造冬
枣全产业链，积极“走出去”，在北京、上海、广
州等5个内地城市设立分装销售网点，利用
线上线下同步销售模式开拓内地市场。截至
目前，该合作社加工销售冬枣4000余吨，实
现销售收入7200万元。

产品要叫响市场，保证品质和打造品牌
同等重要。农工专业合作社的建立，为推行
标准化生产和打造统一品牌提供了便利条

件，成为六师五家渠市发展规模农业、
品牌农业、绿色农业和效益农业的
主导力量。

抱团聚合力抱团聚合力 携手奔小康携手奔小康
———六师五家渠市推进农工专业合作社发展记事—六师五家渠市推进农工专业合作社发展记事

●●徐英徐英

在六师六运湖农场天山喜羊羊生态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里，社员在修剪羊毛（资料图
片）。 朱小丽 摄

十师一八八团九连农户耿红琴没想
到，自家的2000根甜玉米短短两小时就
销售一空。

“今年，我种植了10亩甜玉米，眼下
正是陆续成熟的时候，不赶紧卖出去，甜
玉米的口感就会下降，更不好卖了。在
团场农业生产协调组、农业发展服务中
心和连队‘两委’的帮助下，我家的甜玉
米以每根1元的价格销售到北屯市各小
区，一下解除了我的心病。”耿红琴说道。

8月以来，一八八团在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的同时，多方联系客商，畅通农
产品销售渠道。

二连农户徐学利今年种植了40亩
蔬菜，眼下蔬菜都已成熟。怎么将蔬菜
运出去、售出去，让他一筹莫展。

为帮助徐学利等农户打开销路，一
八八团成立农业生产协调组，建立农产

品销售微信群。该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和各连“两委”通过农产品销售
微信群等渠道，收集整理全团各连队农
产品供求明细表，组织各单位职工进行
农产品团购，并与北屯市各小区农产品
销售点联系，搭建农产品供销合作平台，
还利用微信公众号、抖音、微信朋友圈等
平台推销农产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
施，执行外运农产品人员报备制度，保证
农产品销售井然有序。

这几天，看着一车一车被拉出去销
售的农产品，徐学利的眉头舒展了。

“下一步，我们将结合疫情防控工作
实际，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对接协调工作，
为农产品销售开辟‘绿色通道’，确保农
产品运输畅通，解决农户和客商的后顾
之忧。”一八八团农业生产协调组组长王
勇军说道。

8月10日，十师一八八团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和社区志愿者，将九连农户耿红琴种
植的玉米运来后，打包送往小区居民家中。

后顾之忧解除了
●谭燕 文/图

在五○团夏河
镇绿糖心冬枣合作
社内，工作人员在
加工枣片（资料图
片）。 多明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