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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下午，由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主办的“学习新党章，投身中国梦”
主题演讲比赛在浙农大厦火热开赛。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
平出席活动并讲话。省社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朱如仙，控股集团公司党委
副书记李盛梁、总经理包中海、纪委书记赵剑平、党办主任邵玉英，兴合集团
综合科科长徐斌担任评委。集团各党（总）支部的 20名选手参赛。选手们
激情洋溢的演讲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

一等奖

赵俊超 《红心永远在路上》 金昌汽车党支部

二等奖

章晓玥 《学习新党章 梦想正启航》 明日控股党总支
黄君蕊 《新时代 新力量 新使命》 集团第二党支部
王 洋 《浙农的青年担得起未来》 集团第一党支部

三等奖

聂 松 《服务新农业 投身中国梦》 浙农爱普党支部
杜 雪 《我的中国梦》 明日控股党总支
许 贤 《因为梦想而努力》 外贸党支部
柳汝阳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浙农金泰党支部
谢 亨 《投身中国梦 共筑金昌梦》 金昌汽车党支部
徐文杰 《中国梦·均衡》 华都股份党支部

最佳组织奖

金昌汽车党支部 明日控股党总支

小时候，历史课本告诉我中共
一大于 1921 年在嘉兴红船上召
开，镰刀和锤子组成的红色党旗当
时就吸引了年少的我。中国共产
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
了中国共产党章程，这是一部完整
意义上的党章。成年后，我步入大
学校园，在报纸上看到党的十七大
修改了党章，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
家奋斗目标写入了党章。毕业后，
恰逢党的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写
入党章，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建
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
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
体布局。

在浙江金湖工作后，党的十九
大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确立为指导思想，把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一带一路”、全面从严治党和四个
意识写入党章。

党章是总章程、总规范，我们
全党同志要自觉地学习党章、执行
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更要从本职工作入
手，将党章作为行为准则和工作指
导。作为一名管理层，作为一名内
训师，同样也有“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代表公司最专业的产品知
识、代表公司先进的企业文化方
向、代表公司最广大员工的根本利
益。在新党章的要求下，在销售工
作的要求下，内训师要融入群众，
了解销售实际情况，做前瞻性培
训，更要理论联系实际，用先进思

想指导销售工作，让浙江金湖成为
行业标杆、集团骄傲！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我们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个梦
想。我来到浙江金湖，实现了在杭
州购房、娶妻、生子、升职等人生重
大梦想。我在想，中国梦不就是千
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中国人的梦
吗！当我们每个普通人的梦想都
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梦也
就实现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
力，新的时期我们需要完成更多、
更大的梦想。看，在前行道路上，
红色党旗迎风飘扬，我会怀着一颗
红心，永远在路上！

（金昌汽车党支部 赵俊超）

十九大报告绘制了伟大梦想
新蓝图，新时代来啦！今天我想带
您感受中国共产党先锋战士的品
度，带您了解新时代中共党员不忘
初心、执梦前行的态度，带您感应
新时代奋发图强浙农人的温度。

万水江山不忘来时路，老一辈
中共党员先锋战士的品度激励着
我们，当影视剧《海棠依旧》响起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
而斗争”的歌声，我看见他们坚毅
品格发着圣洁之光，他们用鲜血托
起中国的黎明，他们用坚守践行共
产主义理想。当清华大学老年艺
术团唱响“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献给
你，我的母亲，我的祖国”，我看见
他们的韶光芳华，他们曾在祖国最
贫瘠的土地上绽放了最艳丽的奉
献品格之花。

不惧风雨迎来新纪元，以习近
平总书记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
党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启中华
民族复兴、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崭

新征程。新时代，千千万万中共党
员遵循榜样的力量，共筑同圆中国
梦。作为逐梦的新时代年轻中共
党员，我们激荡着红色如火的奋斗
激情，我们洋溢着绿色如春的前进
动力，我们迈动着棕色如石的坚定
步伐，我们充满着金色如光的美好
期盼。

抓住机遇开启新腾飞，新时代
浙农人牢记使命，强基实干，为乡
村振兴添砖加瓦。当部门经理告
诉我，为了做好经营管理试点工
作，她曾坐着小摩的前往偏远的农
药营业部驻点，跟着业务员跑单、
守着财务员开票、带着司机跑车。
虽然天气闷热、仓库昏暗、气味难
闻，但她乐于其中。她让我知道任
何操作性强、直击管理痛点的有效
方案都来源于第一手业务调研。
年轻农技员甘良每次送科技下乡，
农户都会主动开着电动车去车站
接他，他为了不给农户添麻烦曾几
次好意拒绝。他说自己给予农户

的远远少于农户给予自己的，农户
给予他信任、尊重、成就感，这增加
了他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使命
感。甘良的故事让我知道平凡岗
位也有光辉，只要创新实干，定能
讲好属于自己不平庸的岗位故事。

在浙农，百卉千葩，他们极香尽
艳傲立枝头，他们制定百年浙农发
展大计，他们铺设精益卓越前进大
道。在浙农，铺青叠翠，他们勠力同
心簇拥花旁，他们奔忙田间地头送
科技，他们忙碌车间码头创佳绩。
新时代，我们浙农人将依托新科技、
大数据为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的中国梦扬帆再起航。

我们是新时代浙农人，我们是
萤火虫，发出隐隐弱光，我们的小
梦想融入中国复兴的大梦想。

我们是新时代中共党员，我们
是灯芯火，散发滚滚炙热，我们的
小热量汇入新时代党员的滚滚洪
流。

（集团第二党支部 黄君蕊）

新时代 新力量 新使命

““学习新党章学习新党章，，投身中国梦投身中国梦””
演讲比赛展新时代浙农人风采演讲比赛展新时代浙农人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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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心永远在路上

优秀演讲稿选登

二等奖获得者：章晓玥一等奖获得者：赵俊超

二等奖获得者：王洋二等奖获得者：黄君蕊

什么是中国梦，习总书记把中
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就是近代中华民族最伟大的
梦想，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
梦。它可以由很多不同的梦组成，
从地区来讲，中国梦可以分为浙江
梦、江苏梦、福建梦；从企业来讲，
中国梦可以分为阿里梦、华为梦、
当然还有我们的浙农梦；对军人来
说，保家卫国是他们的梦想；对警
察来说，稳定安宁是他们的梦想；
对医生来说，人民健康是他们的梦
想。

那么对于我，一名新型肥料的
基层推广者来说，我的梦想是什
么？当我看到中国以世界三分之
一的化肥投入只产出四分之一粮
食的时，当我看到我们的农产品因

为品质低劣而卖不上价格的时，当
我看到新闻媒体频频爆出食品安
全问题的时，作为一名农业工作
者，我的中国梦就是在青山碧水
间，为中国的农业默默奉献，让农
民投入最少的化肥，产出最好的果
实，卖上最高的价格，让我们的人
民可以吃上放心、安全、高品质的
农产品。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基层农业
这份工作没有其他行业风光，更谈
不上所谓的高大上，但是我认为行
业没有好坏，工作不分高低。惠农
利民兴业报国本身就是我们企业
的责任。曾经很多人认为，我们是
在从最穷的农民手里赚钱，但是我
想说，赚钱的前提是必须让农民有
钱。因此，我们更多的是在通过自

己的努力改变着中国的农业，增加
农民的收入，农民依然是中国最庞
大的社会群体，只有农民富裕了，
我们的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小康，只
有农业发达了，我们国家才能更好
地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尽快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因此，我
们不仅是在为农业服务，更是在为
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我为自己是一
名农业工作者而倍感自豪。

梦想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
中国梦的实现，任重而道远。但是
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作
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将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在农业的道路上撸起袖子
加油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
懈奋斗。

（浙农爱普党支部 聂松）

服务新农业 投身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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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金莉燕

灵鸡辞旧歌日丽，瑞犬迎新报年
丰。

2 月 7 日，浙农集团 2017 年度表
彰会暨 2018 年新春团拜会在杭州歌
山品悦酒店隆重举行。浙江省供销
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省兴
合集团副总裁赵有国及省供销社相
关处室负责人等领导与公司董监事、
经营班子、离退休老同志和员工代表
共240余人欢聚一堂，喜迎戊戌新春，
共话浙农前程，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
幸福的微笑，享受一年辛劳后的丰收
硕果。邵峰和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分别发表致辞。公
司团拜会由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包
中海主持。

邵峰代表省供销社、省兴合集团
向浙农集团 2017 年取得丰硕成果表
示热烈祝贺，并向浙农全体员工和家
属及离退休老同志致以新春的问

候。他指出，过去这一年，省供销社
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三位一
体”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农业、商贸、
信用、环境四大为农服务体系建设扎
实推进，社有经济转型发展迈出新步
伐。浙农集团作为省社本级经济的
大半壁江山，在这过去的一年中，主
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同时在为
农服务发展、涉农业务转型、新型业
态打造、经营领域拓展等方面的工作
也卓有成效。公司已由传统农资经
销企业转变为现代涉农产业集团，成
为我省供销社服务三农、联通城乡的
大龙头，全国同行的佼佼者。

邵峰提到，在不久前汪路平董事
长参加的全国供销社改革发展座谈
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
理汪洋同志高度赞扬了浙农集团在
为农服务上的奋发有为、开拓创新及
取得的骄人成绩。这是党中央、国务
院对浙江省供销社改革发展的高度
肯定，也是对浙农集团的殷切期望。

邵峰希望浙农集团在 2018 年深
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切实把握我
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
发展阶段的大势，加快转型发展，优
化板块配置，创新经营方式，拓展服
务领域，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
益的发展。要积极投身乡村振兴和
农合联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浙农
股份上市工作，要深入推进企业党建
工作，要切实抓好巡视整改工作。他
表示，省社党委和兴合集团将进一步
改进和加强对浙农集团改革发展的
支持服务。

汪路平向省社、省兴合集团领导
和关心公司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并向全体员工拜年。他指出，
2017 年，全集团汇总销售规模超 560
亿元、利润总额超 10亿元，提前两年

达成“十三五”规划设定的主要经济
目标，为浙农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奠
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打开了局
面。这一年，我们加快融入农合联改
革，稳步提升经营服务水平；推动非
农业务加快转型，持续提高主业经营
质量；大力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进
一步规范内控体系。

汪路平指出，新的一年我们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一
是要不忘为农初心、牢记服务使命，
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领头羊；二是
要坚持员工创业，提升创新能力，做
新时代流通企业转型的实践者；三是
保持改革定力，激发体制活力，做供
销社企业文化创建的新标杆。

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包中海、

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分别宣读了
浙农控股集团《关于表彰 2017 年度
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的决定》和浙
农股份《关于表彰 2017 年度创利贡
献奖获奖单位的决定》，省社、省兴
合集团和公司领导为获奖单位代表
颁奖，勉励他们再接再厉，新年再创
佳绩。

“此时此刻，大潮激我们斗志，艳
阳暖我们心情，春风伴我们前行。让
我们辞别2017年峥嵘岁月，迎接2018
年美好未来！为了浙农、为了梦想、
为了新时代，奋力再启新篇章。”最
后，汪路平将一段激情洋溢、振奋人
心的新年祝辞赠予全场，将现场气氛
推向了高潮。

（2017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
名单详见三版）

□本报综合报道

1 月 25-26 日，省供
销社副主任张建赴宁波、
嵊州调研石原金牛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宁波凯迪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和浙农茂阳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

在宁波，张建分别听
取了宁波石原金牛负责
人关于公司产品销售、安
全投入等情况的汇报和
宁波凯迪公司负责人关
于 2017 年车辆销售及维
修情况的汇报。张建对
两家公司各项工作给予
了充分肯定，他特别强调
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要性，全面落实各
项安全生产措施,进一步
提高认识、优化措施、落
实责任,做到安全工作人
人参与。

在嵊州，张建对浙农
茂阳发展智能厨房机器
人项目，将服务终端从

“食堂门口”前移到“食堂
窗口”的创新之举给予肯
定。他指出，机器人项目
发展前景广阔，能为浙农
茂阳探索转型提供新路

径，公司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理念，加强核
心技术研发；要科学谋划市场推广思路，做
好项目展示和试点工作，为公司发展贡献
新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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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2017年度表彰会暨2018年新春团拜会隆重举行

□办公室 金莉燕 陈新锐

数九寒天，连日的低温寒潮让整个浙江
都进入了冰冻模式，浙农茂阳员工阮菊珍家
中却洋溢着暖暖的温情。2月1日，浙农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踏着未消的冰
雪从杭州赶到诸暨看望她和两个孩子，为他
们送上了 1万元浙农爱心帮扶金和新年的祝
福。

今年 44 岁的阮菊珍是浙农茂阳配送部
的一名夜班分拣员，工作中，她吃苦耐劳，认
真负责，在领导和同事中口碑极佳。而生活
中，她很不幸是个单亲妈妈，独自拉扯着一双
上小学的儿女，借住在也并不富裕的姐姐家，
生活的困苦自不必言。屋漏偏逢连夜雨，去

年 11 月底，下班回家的她发生车祸，至今已
自付医药费 2万余元。这笔钱对这个本就困
难的家庭无异于雪上加霜。万般无奈之下，
坚强的她只好求助于公司。得知阮菊珍的情
况后，公司立刻启动了爱心帮扶程序，助她渡
过难关。

在阮菊珍家，汪路平与她亲切交谈，关切
地询问了她的伤势和生活现状，嘱咐她安心
养伤，并告诉她，浙农和茂阳都是她的家，是
她坚实的后盾，所有浙农人都是她的家人，公
司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家人。汪路平的到来让
阮菊珍万分激动，她不停抹着眼泪说着谢
谢。她说：“我真的没想到董事长会跑那么远
来看望我这么一个最基层的员工，我伤好以
后，一定会在茂阳好好工作，报答公司和各位

领导。”临走时，汪
路平还自掏腰包，
给阮菊珍的两个
孩子包了 1000 元
红包，并鼓励他们
好好学习，将来成
为国家和社会的
栋梁。

随后，汪路平
又赶到诸暨宝顺
维修车间，慰问正
在工作的汽修工
骆洪炳。2016 年
冬，骆洪炳的父亲
被查出患有恶性
骨髓瘤，需长期化
疗，每月花费医疗
费 1万多元，他母

亲为了照顾父亲也辞去了工作，只能打打零
工，26 岁的他成了这个三口之家的顶梁柱。
2017年 12月底，他父亲病情加重，至今仍在
ICU 接受治疗，目前已花费 20多万元医疗
费。骆洪炳的主管介绍说，小伙子 2013年一
毕业就进入金昌工作，一直以来踏实勤恳，原
本生活平淡喜乐，却不想遭遇了这飞来横
祸。为了帮助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汪路平将
1.5万元浙农爱心帮扶金交到他手中，勉励他
积极乐观对待生活，并祝愿他父亲早日康复。

在诸暨期间，汪路平还将近万元的困难
补助金交到茂阳相关负责人手中，嘱托他们
将补助金转交给 4位困难员工，并转达他对
所有员工的关切慰问和新春祝福。

春节前，汪路平和控股集团公司总经理
包中海、控股集团及浙农股份分管领导还分
别前去看望了洪子富、郑军、樊传誉、瞿香菊、
蒋志诚等公司离退休老同志和其他困难员
工，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
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并代表集团
感谢老同志为集团业绩高速增长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也期望老同志们能继续关心和支持
集团的发展进步。

在戊戌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集团陆
续向所有离退休老同志和部分家庭困难员
工发放了慰问金、慰问品。据统计，春节前
共向 102 人发放慰问金和困难补助金总计
58.52 万元。其中，通过浙农阳光爱心帮扶
基金向遭遇重大疾病和突发困难的员工发
放爱心帮扶金 25.2 万元。在这个寒冷的冬
天里，来自浙农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为这些
身处困难中的浙农人燃起一盏明灯，照亮
生活的路途。

冰雪未融 温情已至

公司领导慰问离退休老同志和困难员工

颁奖领导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颁奖领导与获奖单位代表合影。。浙农股份浙农股份 胡大为胡大为 摄摄

邵峰主任与老同志亲切握手邵峰主任与老同志亲切握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