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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第十二届金秋文化节之“浙农杯”篮球赛决赛在滨
江区江南体育中心篮球馆点燃“战火”。决赛在爱普联队和金昌汽
车队之间展开，双方势均力敌，比赛现场精彩纷呈。赛场上，双方
队员奋力拼抢，分秒必争。抢球、断球、防守、进攻，默契的配合为
球队争得一分又一分。最终，金昌汽车队勇夺冠军，爱普联队获得
亚军，惠多利队获得季军。

在5个比赛日的12场赛事中，各支队伍均表现出精湛的球技、
良好的竞技状态和拼搏的精神。单手过人、空中接力、篮下妙传、
三分远投，尽显浙农运动健儿矫健英姿。 （办公室 陈晓芳）

金秋文化节金秋文化节

球场角逐
精彩纷呈

“好球！加油！”10月21日，第十二届金秋文化节
之乒乓球赛在江南体育中心乒乓球馆举行，球台上选
手们正激烈扣杀，球台下观众们不时发出阵阵加油声、
欢呼声。本次比赛设团体循环赛和男、女单打淘汰赛，
来自集团本级和子公司的9支队伍共48名队员参赛。

参赛队员们将直拍横打、横拍拧拉、暴力扣球、逆
旋转球、高调弧圈球等技术都一一施展出来，引来观众
频频鼓掌、声声叫好。经过激烈角逐，明日控股队勇夺
团体冠军，浙农集团本级队获得亚军，惠多利队取得季
军。男单比赛中，倪亚运摘得桂冠，明日控股陈方一获
亚军，金泰中农联队选手寿永取得季军。女单比赛中，
明日控股吴琳娜凭借强劲的实力夺得冠军，亚军为控
股集团本级选手周金金，季军为惠多利选手周晶。

（团委 倪亚运）

激情旋转
勇“乓”高峰

10月22日，第十二届金秋文化节之“乐金秋”游园活
动在浙农大厦五楼火热开展。来自集团本级与各个子公
司的三十余支单人、亲子、亲友队伍参加本次活动，现场欢
声笑语不断、掌声此起彼伏。

“乐金秋”游园活动设图说诗语、猜灯谜、乐拼图、乐得
二十四点、兜兜乐、相辅相成、乒乓杯上飘、神投手、巨画涂
鸦九个子项目。过程中，各个组合默契配合，敢于挑战、勇
于突破。单人组在双人项目中现场组队、丰收友谊；亲友
组在各项环节中均和实力、争创最优；亲子组在协作与鼓
励中幸福开怀、温暖默契。

在气球、玩偶作伴的现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活动在
大家一起合作巨画涂鸦《乐金秋》中落下帷幕。

（明日控股 李藤也）

金秋时节好
游园欢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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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陈江

10月18-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
上作的报告总结和阐述了五年来党和国家事
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精
辟概括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
了当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深刻回答了事关
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思想观点、重大
判断、重大举措，指明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前进方
向。“十九大”的召开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大里程碑，是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重要一步，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式进
入了新时代。

“十九大”开幕后，收听收看“十九大”报
道、学习领会“十九大”报告、贯彻践行“十九
大”精神，成为浙农集团广大党员干部和全体
员工的一致自觉行动。公司党委统一部署了

“十九大”期间的学习工作，要求各单位党组织
协调保障在岗党员同步观看“十九大”开幕会、
全程关注大会盛况、及时组织学习传达。各单

位积极响应党委决定，周密落实场地、落实时
间、落实人员、落实设备，确保了18日上午除值
班岗位外，全部观看了开幕会直播。随后，党
委有关部门及时跟进，利用集团内网、微信群
平台、企业微信等现代化传播工具，及时转发

“十九大”报告全文，收集党员学习“十九大”精
神心得，在公司内部迅速掀起了学习“十九大”
精神的高潮。

在习近平同志曾经视察过的惠多利公司，
公司党员干部在收看完“十九大”开幕会后异
常振奋。他们说虽然与北京远隔千里，但心中
永远记得总书记在身旁的情形。看到“十九
大”的召开和总书记作报告的身影，他们如沐
春风、深受感染、倍感自豪。浙农爱普、浙农金
泰、石原金牛、浙农茂阳、中农在线、浙农农科
等涉农产业公司的党员职工也纷纷表示，要按
照总书记的要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姓
农、为农、务农，以“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
略为历史契机，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为
配合我省农合联改革和现代高效生态农业发
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金昌汽车、金诚汽车、华都股份、实业投
资、金鸿进出口等直接服务于城乡人民生活领

域的成员企业，对“十九大”报告关于中国社会
主要矛盾的判断等内容理解深刻，认为报告指
明了社会发展方向，也指明了企业转型目标，
对公司更加紧密准确地拥抱时代潮流、规划经
营战略、实现跨越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各单位党组织表示将自觉提升服务水平，把业
务活动和信念实践结合起来，力争为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出更大贡献。

刚刚完成换届工作的明日控股党总支委员
会成员在集体学习“十九大”精神时共同体会
到，“十九大”报告中再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对于明日控股科学判断宏观经济走向、加快
塑化贸易经营转型至关重要。公司将以学习贯
彻“十九大”精神为契机，以业态重构为主线，配
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的时间窗口，加
快转型升级，并推进在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
探索，构建塑化供应链服务模式，形成全新大宗
贸易动能，全面提升企业发展质量。

浙农投资、浙农物业、浙农物流、金海湾、
金东方等成员企业党组织也陆续组织党员干
部学习“十九大”精神，切实把贯彻会议精神与
提升企业战略、加快业务转型、加强党的建设
等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与增强班子改革创新本

领，保持锐意进取风貌以及贯彻新发展理念结
合起来，力争通过学习指导实践，不断开创各
项工作新局面。

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在率领班子
成员学习“十九大”报告后指出，“十九大”报告
高屋建瓴、雄厚浑重、荡气回肠，提出了治国基
本方略、制定了新的战略目标，作出了新的战
略部署，绘就了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路线图。特别是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必将有力
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为浙农集团的党员
干部，我们必须牢记习近平同志2006年12月
视察公司时的谆谆教导，坚定不移地维护习近
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
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自觉维护浙农集团
员工创业的成果，维护团结一致的局面，讲政
治、守规矩、树正气，坚持为农服务、以商哺农、
产业兴农，把个人追求与企业目标、社会规范
乃至国家、民族的命运前途结合起来，为实现

“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继续努力奋斗。

□华都股份 徐俊

9 月 25 日，浙江省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赴
湖州吴兴区调研浙农集团所属华都织里房产项
目。兴合集团综合部部长林上华、经济发展部
部长陈锡锋，华都股份董事长林昌斌等陪同调
研。

施建强实地查看了织里项目地块，听取了项

目整体规划和前期工作情况的汇报。施建强强
调，要结合当地市场发展趋势，抓好项目规划定
位，打造新理念、注入新元素、营造新卖点，形成华
都品牌示范引领效应。他指出，抓好商业销售是
确保项目运作成功的关键，一定要以市场为导向，
深入开展市场调研，全力做好设计优化，创新商业
模式，让产品更加贴近市场；要规范内部管理，控
制造价成本，加强税务筹划；要加快运营节奏，确

保项目早开工、早开盘、早交付；要注重工程质量，
确保安全生产。

针对华都股份发展思路，施建强提出要加大
优质地区土地储备力度，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打
通外部融资渠道，敢于创新尝试；重视后备人才梯
队建设，强化内部管理，提升专业能力；加强体制
机制建设，完善现代企业激励政策，调动员工创业
热情，助力华都更好发展。

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调研华都织里项目

□办公室 陈江

10月12日，浙农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汪路平率队赴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公司
考察学习，受到中农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王全，
中农集团党委副书记李宪宾等的热情接待。双
方交流了企业经营情况和发展思路，并就供销社
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母子公司管控模式和企业
党建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双方一致认为，在
新形势下要进一步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加强
和完善党对社有企业的领导，全面提升经营管理
水平。

王全对浙农客人专程进京交流表示热烈欢
迎，并详细介绍了中农集团及中农控股的基本架
构和业务情况。王全指出，长期以来中农集团与
浙农集团之间人员走动频繁、工作交流密切、业
务协作良好，已经形成了稳固的同行情谊和全方
位的司际关系。王全详细介绍了中农集团在对
接资本市场方面的工作以及规范法人治理结构
等方面的实践经验，并表示愿为浙农相关工作提
供进一步的借鉴和帮助。李宪宾着重介绍了中
农集团党组织设置、党委领导方式和党群工作机

制等情况。
汪路平介绍了浙

农集团的经营情况及
在推动对接资本市场
和加强企业党建等方
面 的 情 况 。 汪 路 平
说，中农集团作为农
资行业的领军央企，
率先构建起了符合供
销社企业特征和本行
业实际情况的内部管
理架构和党建工作机
制，对全行业具有示
范意义。浙农将以此
次拜访学习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与中农集团的沟
通交流，主动借鉴，加强企业党建工作，加大规范
管理力度，加快转型创业步伐，为在新平台和更
高水平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在京期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
部部长刘进喜、农资局原局长李占海等领导会见
了汪路平一行，对浙农与中农加强沟通交流表示
赞赏，并指出两家公司都是行业排头兵，都面临

着管理提升和业务转型的艰巨任务，希望双方通
过专题交流增进了解、拓宽思路、启迪智慧，为行
业的改革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中农集团领导刘尧、曲道伟、蔺益，浙江省供
销社机关党委副调研员徐旭，浙农控股集团总经
理包中海，浙江农资集团总经理林昌斌以及中
农、浙农综合管理和党群工作有关负责人等一同
参加了座谈交流。

提升管理水平 探讨行业发展
汪路平率队赴中农集团考察学习

□本报综合报道

9月25日，浙农控股
集团董事长汪路平率队
赴杭州市金融投资集团
交流，就进一步开展类金
融业务协作、加强产融对
接联动等议题与杭州金
投董事长张锦铭举行座
谈交流。双方一致认为，
要更好地发挥各自在金
融投资和产业经营方面
的优势，找准业务和项目
切入口，构建更加紧密的
合作关系。浙农控股集
团副总经理李文华和双
方有关职能部门、业务单
位负责人等参加了座谈。

汪路平祝贺杭州金
投成立五年来所取得的
优秀业绩，并向张锦铭介
绍了浙农集团近年来在
传统业务转型升级特别
是金融投资、地产开发等
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汪
路平表示，杭州金投作为
区域性行业龙头企业，在
金融创新、风险管控和运
营模式等方面的先进经
验值得浙农集团学习。
他希望杭州金投能够以
参与浙农资产管理相关
业务为契机，与浙农集团
一道深入发掘双方在大
宗贸易、地产开发、类金
融等多元主业的合作机
会，进一步密切双方高层
之间的交往与联系，不断拓宽合作领
域，努力构建高层次的互信、互惠、互
利合作关系。

张锦铭对浙农集团在体制机制
创新、多元主业发展和金融地产投资
等方面的成就表示赞赏，并介绍了杭
州金投的业务结构、经营数据和发展
思路。张锦铭表示，作为杭州市政府
创办的大型国有金融产业平台，杭州
金投在投资、资管和金融服务等领域
具有较强的优势，并对浙农集团的企
业商誉高度认可。他希望双方共同
探索介入相关产业链条，在投融资和
金融创新等业务方面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
良性互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开创浙农事业新局面
——浙农集团迅速掀起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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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报道

9月27日，以“走遍天下，家在丽水”为主题的
首届世界丽水人大会在丽水大剧院隆重举行，丽
水市党政军领导和丽水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港
澳台海外代表等参加大会。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
汪路平作为丽水市重大项目签约代表应邀参加大

会，并与丽水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小荣签订了建
设丽水山耕小城项目合作意向书。

据了解，丽水山耕小城项目总投资超过30亿
元，是丽水市政府打响山耕文化品牌、发展农旅融
合产业、加快建设生态中心城市的重要抓手。经
多次协商，浙农控股集团将携手丽水市供销社，依
靠在为农服务领域的丰富经验和良好资源，共同

开发一个涵盖农产品交易批发、仓储、保税仓库、
物流、冷链、电商及特色商业市场等业态的涉农综
合服务产业基地。

期间，汪路平还应邀出席了大会招待晚宴暨
迎中秋家宴，向丽水市委市政府领导汇报了浙农
集团开发山耕小城项目的思路，得到了有关领导
的认可与支持。

丽水山耕小城项目达成意向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