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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顺利召开
□党办 郭靖

6月 2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浙
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
大会在浙江农资大厦顺利召开。
会议选举产生新一届中共浙农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和中共浙
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律检查委
员会，表决通过中共浙农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第一届委员会和中共浙
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届纪律
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定。

大会号召，浙农集团各级党组
织、广大党员和干部职工要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周围，在新一届党委的领导下，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切实抓好本次大会精神的贯
彻落实，不忘为农初心、牢记服务
使命，秉持红船精神、浙江精神和
供销合作精神，坚持员工创业体制
不动摇，以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为引领，深刻领会新发展理
念，全面深化企业改革发展，为乡
村振兴战略、农合联体系建设、社
有企业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为高
水平建设百年浙农事业而不懈奋
斗。

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
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悦出席
会议并讲话。控股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汪路平代表第一届党委作
题为《坚持党的领导，全面深化改
革，为高水平建设百年浙农事业而
不懈奋斗》的工作报告。省供销社
直属机关党委有关负责同志列席
会议。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盛
梁主持大会。

在经过全体代表讨论、审议两
委报告及有关决议（草案）之后，大
会以差额选举的办法和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选举产生了中共浙农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届委员会和
中共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二
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包中海、李文
华、汪路平、陈达会、林昌斌、袁炳

荣、曹勇奇、韩新伟、戴红联（以姓氏
笔画为序排列）当选为新一届党委
委员。叶郁亭、曹勇奇、蒋铭伟（以
姓氏笔画为序排列）当选为新一届
纪委委员。在随后举行的新一届
党委第一次会议上，汪路平当选为
新一届党委书记，包中海、林昌斌、
曹勇奇当选为新一届党委副书
记。在新一届纪委第一次会议上，
曹勇奇当选为新一届纪委书记。

张悦代表省供销社党委，向大
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充分肯
定了集团在为农服务、社有企业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和作出的巨大贡献。她指出，
浙农集团在公司党委的统一领导
下，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经营规模
和效益连创新高；农资供应主渠道
地位不断夯实，企业为农服务能力
显著提升；多元主业格局进一步充
实，全国供销社系统企业龙头地位
巩固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
战斗力不断加强，群团事业亮点纷
呈，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氛围。

她强调，新一届党委要进一步
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切实履行好
公司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要求，加强
企业党组织的规范化建设，做到守
土有责、守土尽责；抓好巡视和审
计整改工作，根据整改要求，做到
立整立改，加快建章立制，严格执
行落实，确保公司规范化经营；高
起点谋划新时代浙农发展蓝图，在
贯彻落实大会精神的前提下，着重
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让农民获
得实惠、让企业获得效益、让政府
获得民心。

汪路平在报告中指出，过去四
年，浙农集团在省社党委和省社直
属机关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
完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员工创业
精神，狠抓业务板块转型升级，为
农服务能力不断增强，主要经济指
标连创新高，高质量圆满完成公司

“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开创了党

的建设新局面。对新一届党委主
要工作，汪路平强调，要以政治建
设为统领，切实增强党在企业改革
发展中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作
用；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核心，聚焦
农合联体系建设，加大农业全产业
链和五大平台投资建设力度，扎实
推动员工创业体制改革完善，再次
实现企业跨越式发展；以制度建设
为抓手，研究建立纪监审联动机
制，形成企业内部“大监督”体系，
推动管控模式再优化；以文化建设
为依托，推动浙农特色党建品牌新
发展，坚持党建带群建，不断丰富
员工创业精神内涵，增强企业发展
活力。

在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和任务
后，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中顺利
闭幕。

□浙农股份 胡大为

5月30日，浙江省副省长彭佳学在浙江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
委书记毛溪浩，杭州市副市长王宏、省农业厅副厅长王建跃、省供销社副主任张建等陪同下赴余杭瓶窑调
研浙农集团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期间，彭佳学听取了集团公司董事长汪路平关于服务中心为农服务
工作的介绍，详细询问了服务中心技术规范、设施运营等有关情况，对浙农服务现代农业发展，不断提升
农技水平，丰富为农服务内涵等工作表示肯定。图为彭佳学（右二）参观物联网控制中心。

图 片 新 闻

□浙农股份 胡大为

6 月 13-14 日，浙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股东大会
在海盐召开。省供销社党委书
记、理事会主任、省兴合集团公
司董事长邵峰出席会议并要求
公司积极服务乡村振兴，坚定不
移推进上市，着力完善管理机
制，推动公司发展一年更比一年
好。省兴合集团副总裁赵有国
出席会议并讲话。公司法人股
东（代表）、员工持股平台股东代
表、全体自然人股东参加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高管成员、总
助、职能部门负责人、子公司主
要负责人及中介机构人员列席
会议。

邵峰指出，过去一年，浙农
股份经营业绩快速增长，股改工
作顺利完成，为农服务持续发
展，管理机制逐步形成，各方面
工作成效明显。对公司下一步
发展，邵峰要求公司积极作为、
奋力创新，推动服务内容系列
化、服务组织体系化、服务质量
精准化、服务模式全程化、服务
发展合作化，努力成为全省乡村
振兴和现代农业的服务龙头。

邵峰强调，要开动脑筋、加
强沟通、坚定不移推进上市。
他指出，上市工作要求高，要静
下心、沉住气、不打退堂鼓，细
致梳理上市问题，不断完善解
决思路。要依靠省供销社和省
兴合集团协调，也要加强与中
介机构联系沟通，共同努力解
决股权等重大问题。要深刻认
识推动上市的紧迫性和必要
性，也要注意推动上市的规范
性和纪律性，既要按照程序行
事，同时也要兼顾社有资本的
保值增值。

邵峰指出，要理顺关系、增
进团结、着力完善管理机制和治
理机制。要理顺公司与控股股
东关系，明确母子公司架构，科
学设置管理权限，增强上市主体
与非上市主体之间的凝聚力。
要强化党建，尽快地完成股份公
司党组织的组建，形成党的领导
与公司治理相结合的新的治理
结构，让党建促进企业发展，以

党建促进文化弘扬。
赵有国对公司过去一年在

为农服务、经营质量、创新发展
等方面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要求。第一要以稳字
当头，在当前中美经济关系存在
不确定性，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
峻，金融监管趋严，资金面趋紧
等情况下，更要坚持稳中求进的
总基调，实现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第二要以“品牌+服务”提高
发展质量，增强盈利的可持续
性，使盈利增长与规模增长相匹
配，通过人性化、专业化服务促
进品牌增值；第三要创新手段破
解上市难题，处理好上市与业务
的关系，梳理上市中存在的问
题，按照难易程度分工落实，以
散发性、创新性思维来解决问
题；第四要提高资金效率，改变
当前资金分布旱涝不均，资金运
作模式单一的情况，加强对提高
资金效率的研究，更好提升财务
水平；第五要规范运行，保持活
力，妥善应对拟上市和类国企的
双重规范，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的
检查，完善流程、设置权限、优化
架构，使企业运行既保持规范又
保持效率、独立，不断提升企业
运营质量。

汪路平在会上作了《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总结了
公司 2017年度经营成果及主要
工作、股改上市工作完成情况，
分析了公司面临的形势及存在
问题，提出了 2018年工作重点：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
融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乡村振
兴战略和农合联体系建设，认准
上市运作和持续发展两大核心
目标不动摇，坚持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盈利模式转型和创新
发展驱动为抓手，着力巩固提升
农资综合服务和汽车商贸服务
主业市场竞争力，为对接资本市
场夯实发展基础。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公 司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公司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公司 2017 年度财务决算
及 2018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等
议案，通报了公司 2017 年股东
会、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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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新一届党委委员和纪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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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 金莉燕

6月20日下午，浙农大厦一楼大厅人声鼎沸，这里正在
进行集团工会和团委联合组织的“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庆

“七一”爱心献血活动。200多名浙农人从杭城的四面八方
汇聚到这里奉献爱心，殷红的鲜血承载着浙农人的爱心，缓
缓流入储血袋，流向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地方。最终198人成
功献血47060ml，再一次刷新了集团献血记录。

公司在献血现场设立了营养补给站，准备了葡萄糖、蛋
糕、牛奶等补给品。由于献血人数众多，采血处一度排起了
长队，在团委工作人员的指引下，签到、体检、采血、登记，一
系列献血流程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有人对一位前来献血的姑娘说：“你个子那么小，献
200ml够了。”姑娘腼腆一笑，“我本来准备献 400ml，那就献
300ml吧！”面对采血针，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小伙子别过头
去，“不敢看不敢看，那么粗的针！”打趣归打趣，然而一翻他
的献血记录，却已经是连续第三年献血了。一位姑娘在针
头扎进静脉的一瞬间疼得流下了眼泪，但是她一抹眼泪，依
然坚定地完成了献血。一些由于身体原因不能成功献血的

同事自发在现场做起了志愿者，帮助维护秩序、引导人员。
十多年来，浙农集团一直保持着“七一”献热血的良好

传统，每年组织员工参加无偿献血，献血人数和献血数量更
是连年创新高。浙农人用火热的鲜血践行着不忘初心的使
命，散播着无私奉献的大爱，传递着舍己为人的正能量。

□团委 金莉燕

5月26-27日，浙农控股集团团委联
合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团委在宁波象山
开展了以“青春新时代，奋斗新征程”为
主题的拓展活动，并邀请省国安厅、银监
局、工商银行等单位的团员青年参加。
百余名青年员工凝心聚力完成了每一项
挑战，在团队协作中拉近了距离，增进了
友谊。

伴着徐徐海风，在专业教练的带领
下，大家踏上了毅行“中国第一崖滩长
廊”的征程。毅行过程中，宽狭不一、高
低起伏的礁石增加了前行的难度，但大
家依旧热情高涨，相互扶持。历时近两
个小时，全员徒步走完了长约2.5公里的
五彩礁石滩。傍晚时分，沙滩浪漫挑战
交友活动拉开帷幕，精心设置的小游戏
给予了单身青年们认识彼此、沟通互动
的机会。

在第二天的团建活动中，所有人被
分成六组，并按照活动要求，创建了富有
特色的队名、队形、LOGO 等团队文化
要素。团队成型后，队员们喊着响亮的
口号开始团队PK活动。穿越魔方、人力
水车、人体毛毛虫……大家在一个个考
验团队协作能力的活动中开启了一场体
力和智力的较量。在最后的重头戏——

“巨舰”建造活动中，大家明确分工，统筹
布局，充分发挥团队合作的力量，利用
KT 板建造了一艘长达 10 米的“大船”。
这艘“大船”承载着百余名青年员工的友
谊，更意味着大家将以“红船精神”为引
领，乘风破浪，奋勇向前，驶向更加光明
的未来。

此次拓展活动让广大青年员工们收
获了友谊与爱情，更好地理解了责任与
担当，同时充分展现了浙农青年拼搏奋
斗、健康向上的精神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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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2月，全国570多万考生走进了关闭10余年的高考考场；2018年，第一批00后、975万考生走进高考考场。40多年来，高考在不断改革，但是对于高考的记忆却
始终那么鲜明而深刻。那时的你，虽然有点焦躁有点累，挣扎到一半想逃离，但在考卷的王国里，从天文物理、人文地理，到几何曲线、英语古文……你博古通今，无所不
知。今天，你回忆里的高考是什么样的？

【那年今日】

早上打开微信被高考刷屏了，有祝福
学子的话语，也有调侃自己高考的段子，无
不体现着高考的被重视程度。回想起来，
距离自己参加高考已有 25年，心中不禁泛
起无尽感想。

我的家乡在山东济宁一个偏远的山
村。那时，考上大学几乎是我离开农村的唯
一机会。1993年，参加高考的前一天晚上，
我平生第一次失眠，翻来覆去睡不着，一方

面怀揣着强烈的走出农村的渴望，另一方面
又害怕第二天发挥不好。好不容易在迷糊
中睡去，4点一过就被爸妈叫醒起床。吃过
早饭后，爸妈帮我把蚊帐、被单、凉席打包成
一个小小的包袱绑在自行车后座上，蹒跚着
送我到村口。我就这样在父母期盼的目光
中，揣着几十块钱，骑着老旧的自行车，在晨
曦中向 50 公里外的考场行去。行到半途
时，自行车不争气，关键时刻掉链子，我急得

满头大汗，赶紧下车修，弄的满手满脸都是
油污。那时候，真不觉着苦和累，一边修车
还一边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给自己打气。

好在车很快就修好了，两个小时后终
于到达考点，吊好蚊帐铺好床铺后，我就在
忐忑中走上了高考考场。3天的高考顺利
结束，回到家正是农忙季节，我又马上跟着
爸妈下田劳作了……（华都股份 李金波）

1993年：骑着自行车去高考

时光荏苒，又到六月，又是一年高考
季。每一年，试题在变，考生在换，不变的
是万千学子十年寒窗为今朝。依稀记得曾
经的高考，考场外没有翘首以盼的家长大
军，考场内也没有风扇、空调，听到的只是
考场外焦躁的蝉鸣。

我所经历的高考没有令人惊艳的超常
发挥，有的只是做不完的习题，用不够的笔

芯，喝不完的咖啡，练不完的模考。距离高
考已经过去 17年，若要说上一件记忆深刻
的事，那便是我们那一年奇高无比的分数
线了。山东省历来是参考人数多、考题难、
分数线高的几个省份之一,而我参加的
2001年高考更是如此。那一年，山东省第
一次摒弃标准分，使用原始分，总分750，全
省本科线 580 分，比很多外省重点线都要

高，可见竞争之激烈。
高考，是漫漫人生路上的第一次转折，

三年的废寝忘食，旰食宵衣，梦想实现时的
意气风发，无一不彰显着付出与回报、努力
与成功的铮铮铁律。为了高考，漫长的高
中三年让我学会坚持，学会努力，学会付
出，学会全力以赴。高考是这样，人生亦如
此。 （华都股份 王德廷）

2001年：超越分数线

六月的夏天，是一年中最热血张扬的日子，在这样
特殊的日子里，似懂非懂的莘莘学子将步入人生第一
个关键时期——高考。高考于我而言，已经过去5年之
久，最近我反复问自己“假若再经历一次高考，那又会
是怎样的场景？”

考前24小时，由于前一晚的失眠，我带着红肿的双
眼走进最后一天的高中课堂。那天，每位任课老师依
然坚守在黑板前为学生讲解考点，他们总希望自己的
学生能在考场上多得一分。在下课铃声响起后，每位
老师都不舍地说出“这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堂课了，
以后你们的学习生涯我无法再参与了”。我眯着眼，看
着老师汗流浃背的身体，莫名地有想哭的冲动。

考前 18小时，看着周围的同学们都紧张地手持做
过的错题本，嘴里时不时念叨几句，希望利用最后的时
间能多记一点知识点、多背几句古诗文、多熟悉几个公
式。我看着教室白色的墙壁，听着窗外知了的叫唤，蓦
然觉得时间于我如流水，忽然而已。

考前 12小时，马上就要放学了，而明天就是高考，
看着这个熟悉的教室，感慨颇深。三年，这个熟悉的教
室里，有过我们的欢声笑语，有过我们的失败哭泣，有
过我们的勇往直前。

考前 9小时，回到家中，妈妈早就给我准备好可口
的饭菜，她轻声细语地跟我说：“明天的考试别紧张，相
信自己平时的努力，晚上早点休息，养足精神才能考出
好的成绩。睡前喝杯热牛奶，放松放松。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仔细审题，慢慢做题，不要粗心大意，女儿，加
油。”

考前1小时，在语文科目开考前，气氛十分紧张，这
时班主任站在讲台上大声说：“同学们，马上就要考试
了，大家再检查下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黑色水笔、2B
铅笔，最后祝大家考试顺利，考取心仪大学。”

考前0小时，高考开始，既是句号，亦是新的开始。
（明日控股 俞烨敏）

2013年：考前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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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青春，但高考必定
会是多数人青春记忆里重叠的部分，或繁重
不堪，或意义非凡。今年6月，是我高考后
的第9个夏天，像往常一样关注高考热点新
闻，与高中同窗在微信群里感慨再三。

为高考奋战的高三教室里，厚重的课
本摞的老高，室内弥漫着浓浓的书香和笔

墨味道。上课时，同学们眼睛瞪得老大，不
放过任何知识点；下课后集体卧倒十分钟，
为下节课养精蓄锐。那时的我们早晨五点
半准时起床，晚上十一点宿舍熄灯后依旧
挑灯夜读，有在宿舍楼的走廊里踱步朗读
英语课文的，也有在厕所里背政治题的，大
家仿佛都不知疲倦。

高考后，虽没能如愿考上心仪的学府，但
也得到了全面提升和历练。回想起来，那段
我曾经感觉最受束缚、最辛劳、最单调无趣、
压力最大的高中三年却是让我至今最难以忘
怀、最想回去的时光。事实上，让人怀念的不
是高考备战的生活，而是逝去的青春岁月。再
回首，韶华不为少年留。 （华都股份 赵哪）

2009年：再回首，韶华不为少年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