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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股份 胡大为 王彬竹

3月20日，由浙江省农合联主办，嵊州市委
市政府、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以“服务
现代农业，推进乡村振兴”为主题的全省农合联
春耕生产启动仪式在嵊州举行。当天开展了

“政策、科技、农资、信息、金融”五下乡活动，召
开了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现场会，签
署了涉及为农服务合作、新型庄稼医院建设、订
单农业合作等方面协议，向相关合作社、家庭农
场或种植大户赠送了智慧农资服务包。浙江省
农资流通协会、浙农集团等单位发出了“服务现
代农业，推进乡村振兴”的倡议。省农合联副理
事长、执委会主任、省供销社主任邵峰，绍兴市
政府副市长陈德洪等出席启动仪式。

邵峰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供销社和农合联
将以此次春耕生产启动仪式为契机，引领规范
行业氛围，保障农资市场供应，保证农民合作社
及农民群众买到安全、放心、高质量的农资产
品；建立健全服务体系，积极推动农资供应与技
术服务相结合，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
综合服务，不断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方式，
开展系列化、多元化服务。他号召各级农合联
立即行动，发扬“扎根基层、服务农民”的“泥腿
子”精神，深入开展“五送”惠农服务，在促进我
省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的进程中发挥
更大作用。

全程化为农服务走向深入

启动仪式上，惠多利、浙农茂阳与嵊州市普
惠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签订了农资配供服务
及农产品订单生产收购协议。根据协议，浙农
集团所属企业将为该专业合作社供应优质农资
商品，提供作物生长全程化施肥、用药指导，还
将提供农产品收购服务，以解决农产品销路问
题。普惠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史浙军表示：“通过
订单农业，我们可以按照协议进行种植，避免了
盲目生产和农产品价格波动带来的风险，我们
是手中有订单，种植心不慌”。

农业服务的全程化是现代农业发展趋势。
近年来，浙农集团正利用在资源、渠道、技术上
的优势为现代农业特别是新型农业生产组织提
供从“种子到筷子”的全程化服务。通过传统农
资供应服务与测土配方、统防统治等精准化农
业生产方式的融合，大力推进“肥药双控”，助力

绿色农业发展，同时推进产业链的向下延伸，发
展农产品配送业务，通过订单农业使生产合作
和供销合作融合，形成产业闭环。

据省农资流通协会会长、浙农集团董事长
汪路平介绍，为了进一步推进作物全程解决方
案研究，省农合联、浙农集团计划联合浙江大
学、省农科院等农业科研院共同成立农资应用
技术研究院，整合供销系统涉农产品资源、系统
内外专家团队等人才资源，开展作物栽培技术
解决方案等农业应用技术研究、农业社会化服
务技术研究、新农业投入品开发引进、农资科技
服务人员培训等工作，为全省农合联做好现代
农业综合服务工作，深度对接现代农业发展提
供技术支持。

新型庄稼医院线上线下融合

活动当天，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代表公
司与11个地市供销社签约，合作共建新型网上
庄稼医院。“新型庄稼医院是基于目前农资互联
网趋势及农合联改革等提出的新型为农服务组
织。以乡镇为中心，以特色产业为导向，是一个
集农技服务、农业培训、放心农资供应、测土配
方、惠农贷款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化新型农业
经营服务主体。”中农在线负责人介绍了新型庄
稼医院的特色。

据了解，目前在杭州临安、绍兴嵊州、嘉兴
秀洲等地，省农合联已结合山核桃、黄桃、蔬菜
等特色作物建立了多家新型庄稼医院。新型庄
稼医院隶属于各级农合联，充分整合“智慧农
资”平台上的“网上庄稼医院”的线上技术优势
和实体庄稼医院的线下服务优势，线上线下结
合提升农资供应的精准化和综合化服务水平，
以“开在农民家门口的医院”服务精神，着力于
整合农业产业上下游资源，帮助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提升生产效率。新型庄稼医院建设将建立
农资商品监管、农技服务监管、农产品质量监管
三大监管体系，整合政府相关涉农部门、金融机
构、农资企业等多方资源，并依托农合联大平
台，针对性地为特色产业种植户提供农技服务、
科学生产、人才培养、农产品上行、惠农金融、农
资供应、植保飞防、会员管理等服务。

春耕礼包送到农民心坎上

当天，省供销社农合联在现场送给农业大

户的是 10份智慧农资服务包，每份包括价值 1
万多元的化肥、20 万元的农资供应链金融授
信、作物种植技术解决方案及全年一对一的专
家服务。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大礼包”针对农
业生产融资难、技术欠缺等痛点而设计，就像当
天一位收到“礼包”的合作社负责人所说：“真是
送到了农民的心坎上”。

此外，包括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供销
社所属农资经营企业也在现场设置了农资优惠
供应点，为农民提供农资及农机展示、优质农资
商品推介等服务，辅以工作人员发放农业技术、
农资商品真假辨别、应用技术等宣传资料，并进
行现场指导，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的推
广；来自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省农科院
的专家及庄稼医院医生现场为农户问诊把脉、
答疑解惑，传授了高效生态农业生产方式，并现
场赠送了高产质优作物种子，受到了广大农户
的欢迎；农村金融服务展示区工作人员向农户
热情介绍了最新的农业普惠金融政策，化解农
业生产融资难题……据介绍，全省11个市级农
合联、84个县级农合联、961个乡级农合联组织
也将结合“走亲连心”活动，陆续推进开展“政
策、科技、农资、信息、金融”五下乡并举全系统
之力实现惠农活动的服务常态化和区域全覆
盖。

服务现代农业 推进乡村振兴
——浙江省农合联春耕生产服务活动在嵊州启动

□投资发展 余小波

3 月 19 日，省供销社副
主任、省农合联执委会副主
任童日晖调研浙江农资集团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听取了
浙农控股集团副总经理、浙
农投资董事长李文华关于公
司发展情况的汇报，并就对
接农合联开展综合金融服务
工作提出希望。省供销社合
作指导处处长夏晓峰等参加
调研。

童日晖充分肯定了投资
公司近年来的发展成果。他
指出，农合联作为浙江省农
业服务的牵头组织，响应新
农村建设及乡村振兴战略号
召，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
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各
类为农服务组织联合起来，
提供生产、供销、信用“三位
一体”综合服务。他希望浙
农投资积极把握新的发展机
遇，借助农合联系统优势，主
动参与农合联建设，精心布
局，合理谋划，寻找双方契合
的切入点，为全省农合联会
员提供综合金融服务，为农
合联会员在农业生产发展、
农业服务设施建设等问题上
提供更便捷、更优惠的解决
方案，履行社有企业为农服
务责任，助力农合联发展，同
时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探索新
方向，寻找新的盈利模式，提升企业社会
价值。

据悉，浙农投资发展公司作为控股集
团公司所属专业化、市场化运营的金融投
资公司，主要从事短期理财（固定收益）、
权益类投资、PE股权投资、小额贷款、基金
管理、以供应链金融业务为代表的互联网
金融服务及不良资产处置等金融业务。
2017 年，浙农投资管理资产规模约 30 亿
元。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深耕于金融市
场，致力于开拓金融业务模式，打造类金
融业务板块，力争形成资金募集、资金投
放、资产管理和资产处置全链条的金融服
务体系。近年来，浙农投资积极参与农业
投资领域，正筹备设立一支涉农主题投资
基金。公司还将积极对接农合联，发挥双
方资源优势，拓展“三农”金融服务，培育
农村新型主体行业客户资源，提升企业社
会影响力，增强为农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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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陈江 浙农股份 王彬竹

3月28日，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省兴合集团
总裁施建强先后赴海盐、海宁两地调研浙农实
业湖畔首府房地产项目，海宁新奥、嘉兴宝华汽
车 4S店及浙北惠多利海宁分公司。施建强在
调研中指出，各个项目公司要把握市场行情、抓
住发展机遇，防范经营风险、合理规划资金，结
合企业实际以全局观念统筹发展思路，实现企
业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施建强在调研浙农实业湖畔首府项目时，
先后来到售楼处和项目工地，详细了解项目周
边环境、整体施工进度、工程质量管理和后续开
发安排等情况，对项目班子在开发定位、销售模
式和去化速度等方面的成绩给予肯定。他在与
项目经营团队座谈时指出，当前房地产行业形
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生态更加复杂，考验更
加艰巨。湖畔首府项目要在已有工作成绩的基

础上，把握区位优势，抓住杭州湾大湾区和对接
上海示范区建设的有利时机，千方百计加快物
业去化和资金回笼。要充分吸收行业创新成
果，在扁平化机构设置、专业化营销外包和高效
化认签转化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新的经营机
制和经营成果。他最后强调，要十分重视施工
质量、风险防范和安全管理工作，对后续项目进
行前瞻性布局，真正把工程做成精品、把项目做
成典型、把团队做成生力军。

在海宁新奥和嘉兴宝华4S店，施建强先后
参观了汽车展厅、维修车间等，听取了金昌汽车
有关负责人关于汽车业务发展情况的工作汇
报。施建强肯定了金昌汽车的发展成果和经营
团队的创业精神，要求金昌汽车把握行业发展趋
势，做大做强宝马品牌，并关注新能源、互联网等
对汽车行业的影响，及时调整经营策略，适时合
理开拓市场；充分考虑资金统筹、精细管理、土地
储备等问题，及早做好谋划，积蓄企业发展后劲。

在浙北惠多利海宁分公司，施建强参观了
农资仓库与办公场所，深入了解了当地种植结构
和农资配供市场现状，听取了惠多利公司及经营
网点相关负责人的工作汇报。施建强指出，浙农
集团作为省内农资供应龙头企业，要持续深化为
农服务理念，推进农资配供模式转型升级，并加
大力度对接农合联及专业合作社，全面提升农业
社会化服务水平。他同时希望浙农集团各农资
经营单位准确把握市场行情、加强内部管理，确
保资金安全，提升运营效率与经营质量；积极参
与政府为农项目，树立企业形象，努力打造一批
集仓储配供、测土配方、统防统治、农民培训、线
上线下庄稼医院为一体的典型示范项目，不断提
高市场占有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重视人才培
养与激励，为企业的长久、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省兴合集团综合部部长林上华、浙农控股
集团总经理包中海、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等
参加调研。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喜获
省供销社信息工作先进单位和省兴合集团信息工作一等奖

施建强赴海盐海宁考察浙农项目

邵峰邵峰（（左三左三））在汪路平等集团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浙农爱普农资商品展台在汪路平等集团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参观浙农爱普农资商品展台

岳西——毛香粑

我的家乡岳西是安徽省西南
边陲的一个小县城，地处大别山
腹地，境内群峰逶迤、林壑幽深、
四 季 见 景 ，是 一 座 天 然“ 大 花
园”。山里生物资源极其丰富，其
中有一种野蒿，初春时节发出嫩
嫩的绿芽，毛茸茸的墨绿色叶片
闻起来有一股浓郁的香味，因此
得名——毛香。

嫩毛香可以用来做成一道春
季时令美食，当地人称之为毛香
粑。

毛香粑的做法和包子差不
多，将捣碎的嫩毛香加上适量的
米粉和水，用手揉和至软硬适中,
包上预先调制好的馅，然后在锅
里放入少量的油，用文火煎制，那
种特有的香味，让人谗涎欲滴！

毛香粑由来已久。传说在远
古时候，阴阳两界的灵魂可以跨
界“旅游”。每年三月三，阴间街
市张灯结彩，繁华非人间可比。
生人的灵魂经不住诱惑，纷纷前
去游玩，流连忘返，留在了阴间，
给人间带来了不小的灾难。因此
观音托梦给一位老奶奶，赠了一

株仙草，教她和米粉做粑吃下去，
可在三月三保人间无恙。老奶奶
一觉醒来，发现手里拿的仙草和
地里的毛香一样，此事一传开，大
家纷纷尝试用毛香做粑，果然都
平安了。之后的每年三月，妇女
们就成群结队的到山间采摘毛香
做粑。由此毛香粑又得名——
巴魂粑！

离家十余载，城市的生活节
奏太快，吃多了快餐，常常感到惶
然。又到初春，急切想回到那片
大山，吃一块“巴魂粑”，无论漂泊
到哪里，愿灵魂永远被“巴”在那
片净土！

（浙农爱普 黄沣）

文 苑04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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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 ”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萎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山野嫩蔬、江河海鲜，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一大波时令美食正在赶来的路上。对于吃货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幸福的季节，一口“鲜”，一口

“嫩”，把美丽的春天吃进肚子里！

“中国小龙虾看湖北，湖北小
龙虾看潜江”，2010年 5月，我的家
乡湖北省潜江市被评为“中国小龙
虾之乡”。

在这个季节，没有什么比小龙
虾更能满足我的味蕾。小时候，小
龙虾远不像现在那么贵，如果兴趣
来了，还可约上朋友自己钓，准是
一钓一箩筐。美食寄托着乡情，从
小到大，我最中意的就是油焖龙
虾。印象里妈妈做的油焖龙虾，随
着滴滴红油和鲜辣的香气，总是让
我欲罢不能。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做

小龙虾要准备的工具可不少。一
双厚实的厨房手套可以避免被龙
虾钳子夹伤，一把废旧的干净牙
刷用来清洗虾身，一把锋利的剪
刀剪龙虾头去除污垢。处理好小
龙虾，这道菜等于成功了七成，也
就是传说中的准备两小时，爆炒
几分钟。

烹饪时先在锅里加油，然后加
入适量的辣椒、花椒、姜蒜、香叶和
底料一起炒香。随后放入洗干净
的龙虾，爆炒至红色，感觉虾头被
剪的部分开始滋滋冒油时，即可加
入开水至快要漫过龙虾，同时加料

酒、老抽、调味料和盐，大火焖至水
快干的时候，收汁起锅。摆盘时可
放上两颗洗干净的香菜，撒上一把
芝麻，一眼望去，真是红得热闹，绿
得青翠，让人食欲大增，至此，色香
味俱全的油焖小龙虾就好了。

（明日控股 刘诗梦）

潜江——油焖小龙虾

在北方的乡下，几乎处处可见
槐树，四月时节，槐花如雪，一朵
朵，一串串，一簇簇，掩映在嫩绿
中，阵阵清香沁人心脾。我最喜欢

槐花，不单因为它好看，更是因为
好吃。槐花味道清香甘甜，富含维
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同时还具有清
热解毒、凉血润肺、降血压、预防中
风的功效。

槐花可以用来做汤、拌菜、焖
饭，亦可做槐花饼。小时候，槐花
做成的美食真是应季的加餐美
味。而在槐花做成的诸多美食中，
我最爱香煎槐花饼，因吃起来香
软，还带着槐花特有的清香味。

香煎槐花饼制作简单，先把新
鲜槐花洗净控干，开水焯半分钟，
过凉水，然后将槐花、面粉、鸡蛋和
水混合，加盐、味精、少许胡椒粉，
均匀搅拌成糊状，让每朵槐花都裹
住面糊。平底锅热油，用木铲将面
糊均匀摊在锅中，中小火煎，偶尔
晃动面饼以免粘锅，定型后翻转煎
另一面，相同的时间再翻转煎一
次，两分钟后色香味俱全的槐花饼
就出锅了。 （华都股份 张文萃）

蓬莱——香煎槐花饼

古 语 有 云 ：“清 明 螺 ，肥 似
鹅”。过去，买不起鹅的人家，会
在春季下水塘摸螺蛳，一尝这河
道的鲜物。现如今，螺蛳早已成
为家常小菜，深受人们的喜爱。

螺蛳烹调方法很多，煎、炒、
炸、煮，不一而足。在家乡湖州，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爆炒。清明
前后，人们挽起衣袖，卷起裤腿，
提着竹筐，来到河道旁，在水中

细细摸索。约摸一两小时，就能
收获满满一筐的螺蛳。随后，将
螺蛳用清水养一天，使其吐尽泥
沙。洗净，去尾，起油锅，放进姜
粒、蒜粒、干辣椒丝炒出香味，哗
啦，倒入螺蛳，翻炒几下倒入料
酒，放入一点儿白糖调味，一些
生抽调色，螺蛳口叶片掉开了，
撒葱花，起锅，一碗香喷喷的螺
蛳就上了桌。

小朋友搬着小板凳儿，大人
搬着矮桌儿，端着菜，来到院子
里。摆好桌椅，码好菜。迎着春
风、晚霞，筷子一起一落间，啧啧
有声。饭后，小朋友学着老人们
将螺蛳壳扔到屋顶，以盼来年蚕
桑丰收。

清明节，嗦螺蛳，承载着的是
家的回忆。

（明日控股 陆巨伟）

南浔——爆炒螺蛳

阳春三月，大地焕然一新，正
值艾草、清明菜成熟的季节。全
国各地都有食用艾草的风俗，在
江浙地区尤为普遍。用艾草做成
的食物叫法不一，有称“青果”、

“青团”、也有称“艾糍”。我的家
乡诸暨，吃的比较多的是“清明
馃”。

制作清明馃所需的面团通常
由艾草、清明菜的嫩苗煮熟后揉
入糯米粉中做成。喜欢吃糯一点
的就多加点糯米粉，而我家里人
则不喜欢太糯的口感，因为一上
屉蒸，会糊得比较厉害，不方便整
只取食。清明馃的馅一般分为
咸、甜两种。我家里做的一般是
咸菜豆腐肉馅，一口咬下去，香气
四溢，嘴角还有油汁淌下，那种鲜
味不是一碗单纯的咸菜豆腐炒肉
可以相比的。甜的，一般是豆沙

馅，饺子形状的清明馃皮薄馅儿
多，饱满的甜味瞬间让人幸福感
爆棚。记得小时候，我总想吃清
明馃，因为那是为数不多能让我
吃到满足的甜食。现在生活质量
提高了，基本全年都可以吃到清
明馃，但童年时因吃一口清明馃
就满溢的幸福感仍一直在我心中
延续。

（浙农金泰 蔡羡）

诸暨——清明馃

故乡三门是一个靠海又靠山
的小县城。县内风浪小，海水污染
少，饵料丰富，海鲜甚多。每逢春
天，正值吃小白虾、蛏子、海螺丝等

小海鲜的季节，当中我最爱吃的是
清烧小白虾。

清水沸腾后，加入少许盐、葱、
姜、蒜后放入小白虾，待小白虾熟
后，捞出配点小醋即可食用。入口
时，细腻的虾肉里夹着浓浓的海鲜
味，仿佛能看到小虾们在美丽的滩
涂里蹦跃的身影。

清明祭祖时，在三门经常做的
美食还有“麦焦”，典型的台州小
吃。麦焦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

面皮，一部分是陷料，可以理解为是
放大版的春卷。麦焦的馅料至少需
要八样菜，常用的是卤肉、猪肝、虾
皮、豆面、芹菜、豆芽、豆腐、鸡蛋丝、
海带等，根据个人口味把适量的馅
料均匀放在面皮上，然后将面皮卷
起，一口咬下，幸福感油然生起！

春天里的鲜味，那是满满的家
乡味，是儿时的记忆，是家人的牵
挂，更是心头的思念。

（浙农金泰 丁丹丹）

三门——清烧小白虾和麦焦

每年开春，东阳人都会煮童子
蛋。据煮蛋的阿姨介绍，煮这个蛋
最难的是收集童子尿。童子尿需
要 4-8岁小男孩的尿，岁数小了或
大了都不行，所以每到这个时候幼
儿园里都是排队接童子尿的。

煮蛋的尿不能超过24小时，煮
一锅蛋还需要不少的尿量，少了还
煮不成，且不能加水。煮蛋过程也
有讲究，一般不在自家灶里烧，而是
在院子里搭个临时的小灶台。灶上

放一个大铁锅，煮蛋时先将鸡蛋放
入收集好的尿中，不放其它调料，用
大火煮开，然后取出鸡蛋，将蛋壳敲
裂放入锅中继续煮，煮一定时间还
需将蛋上下换位，让蛋入味更均匀
些。就这样用小火慢煮一天一夜，
这童子蛋就算完成了。

煮好的童子蛋一般不会直接
吃，因为尿骚味很重，通常是隔天
放进火堆里烤过后再食用。以前
家里有土灶，就会趁烧饭的时候放

进灶内烤。现在没有灶了，就会生
个小火炉放进去烤，烤好以后就能
消除尿骚味，只留下清香的烤蛋
味。 （明日控股 贾金鑫）

东阳——童子蛋

春天的时令菜不胜枚举，腌笃
鲜就是将其中的佼佼者——春笋
完美地与腌肉、鲜肉相融合。我更
是贪心地包了荠菜馄饨，用腌笃鲜
来做汤底，一口气将这两种只属于
春天的舌尖美味揽入口中。

腌笃鲜对于我这个土生土长
的杭州姑娘来说，有一种特别的情
愫与魅力，那是属于母亲的味道、
家乡的味道，仿佛只要听到炉子上
煨得咕嘟嘟直响的腌笃鲜声音，浑

身就能活力四射起来。
做腌笃鲜时，要先将咸肉入沸

水泡 5分钟后洗净表面盐渍，将鲜
肉切块状，春笋切块焯水，然后将
所有食材和姜片、葱段一起投入砂
锅，加绍酒调味，放入鸡汤或开水，
大火煮沸后改小火慢煨一小时左
右，煨的过程中需不停地去除浮
油，保证汤色清透。以笋煮透为
准，等到汤色奶白，鲜香弥漫即可。

纯白浓郁的汤底，鲜美咸鲜的

春笋，再配上清香美味的荠菜馄
饨，一碗腌笃鲜配荠菜馄饨定会叫
你赞不绝口，再贪一口春天的鲜
嫩。 （明日控股 樊孙漪）

杭州——腌笃鲜配荠菜馄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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