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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优秀企业报

□办公室 陈江

11月 24日，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袁家军在
考察浙江省第二十届农业博览会时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高水平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冯飞，副省
长彭佳学等领导参加考察。

袁家军等省领导仔细参观了我省数字农
业、现代农机、名优特新农产品和特色小吃展
示，与 11 个市及东西部扶贫协作展位上的农业
龙头企业负责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农创客
代表交流，了解生产销售、科技创新等情况。袁
家军强调，“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
性问题。我们要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突出科技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积极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创意农业、品牌

农业、互联网+农业，加快实现农业由增产导向
转向提质导向。

期间，袁家军等省领导专门莅临浙江省供销
社、浙江农合联展馆，参观了供销社发展历史、本
级单位为农服务成果等主题展示，听取了省供销
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邵峰关于推进“三位一
体”改革、提升为农服务能力的汇报，对供销社系
统为农服务工作做法和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
定，同时嘱咐供销合作社系统要坚持姓农、为农、
务农的宗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我省农业农
村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

据了解，本届农博会自 11月 23日至 27日在
杭州举办。浙江省供销社首次携旗下主要涉农
单位布展供销馆。其中，浙农控股集团作为全国
最大的省级农资综合服务商，突出展示了农资商
品供应、农产品配送、农用无人机、“智慧农资”平
台等农业服务内容，获得了各界人士及广大客商
的关注与好评。

袁家军省长到省农博会供销馆考察时要求
牢记合作经济使命 提高为农服务水平
浙农控股集团亮相供销馆 农资供应和农产品配送等受关注

□浙农股份 陈迈 甘良

11月18日，浙江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
换届暨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在瓶
窑镇浙农现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召开。浙江省
供销社主任邵峰，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杨华，浙
江省供销社副主任张建、副巡视员徐钢军，浙江
省农科院科技推广与产业处处长游兆彤和集团
领导汪路平、林昌斌等出席大会。第七届农资商
品应用技术顾问团专家、各涉农成员企业负责
人、农技部门负责人、省内区域公司负责人、省农
资流通协会会员代表等60余人参加会议。

会议对第六届浙江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
问团工作作了简要回顾和肯定，并宣布聘请我省
农业农村厅、浙江大学、省农科院、中科院茶科所
等单位 22位专家为第七届浙江省农资商品应用
技术顾问团顾问，邵峰、张建、汪路平、林昌斌等
为顾问团专家颁发聘书。

在随后举行的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成

立大会上，浙农股份与省农科院签订了共建浙农
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的战略合作协议，邵峰、杨
华共同为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揭牌。

邵峰强调，发展新农服要抓好现代农业专用
人才的培养，加强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的研
发，并整合各类涉农资源，依托各地系统建设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打造符合现代农业发展的
新农服体系。

杨华对第七届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及浙
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的成立表示祝贺并指出，
省农科院将大力支持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建
设，充分发挥省农科院与浙农集团在科研与流通
方面的优势，积极推进浙江省现代农业的发展。

汪路平对第六届顾问团支持浙江省农资流
通协会、浙农集团的为农服务工作表示感谢。他
向与会人员介绍了浙农集团正在打造的农业生
产服务平台、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农业金融服
务平台、农业创新企业孵化平台、新农村综合服
务平台等五大为农服务平台的规划，希望研究院

和顾问团进一步参与、支持集团涉农业务资源的
整合配置，共同提升为农服务能力水平。

林昌斌在会上指出，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
院应完善组织架构设置，做好规章制度、工作流
程制订；确定研究方向，提供项目研究服务；积极
对外开展合作，共同开展项目研究，提升技术研
究水平；各成员企业应主动参与研究院的工作，
共同探讨提升农化技术水平。

□通讯员 吴继军

近日，2018年
BMW&MINI 中
国售后服务精英
总决赛在西安举
行。金昌汽车参
赛团队在这场历
经 百 天 、八 大 岗
位、千人竞争的售
后服务精英大赛
中，凭借专业的服
务技能与创新务
实的服务精神，在
众多精英中脱颖
而出，斩获多项大
奖。更值得一提
的是，全国十六席
冠军，金昌汽车占
了四席。此外，金
昌汽车参赛团队
还有多人获得优
胜奖。

据 了 解 ，
BMW&MINI 中
国售后服务精英
大赛旨在提高宝
马售后服务人员
的专业技能和客
户满意度，并以此
推动整个汽车行
业售后服务水平
的提升，是宝马中
国在储备和培养
经销商售后服务
人才方面最高级别的赛事。

获奖名单：
浙江金湖售后经理刘萍荣获售

后经理赛冠军
上虞宝顺售后经理王基荣获任

务闯关赛冠军
杭州辰宝杨秋荣获钣金技师车

身结构维修项目冠军
浙江宝湖丁晨恺荣获机电技师

疑难故障诊断项目冠军
浙江金湖售后团队荣获最佳精

英管理团队赛亚军
浙江宝湖程月华、杜猛荣获机

电技师双人快保项目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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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20家单位获评“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
5人被誉“‘懂爱’的人”

2018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在宁波召开

□本报综合报道

11月 9日，以“为农有道，信用先行”为主题，
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指导，中国农业生产资
料流通协会、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中华合作时报
社、中国商务信用联盟共同主办，浙农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单位战略协办的 2018中国农资经销商
年会暨首届中国信用农资高峰会议在浙江省宁波
市举行。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理事
会副主任、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会长
杨建平，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
司长助理郭爱迪，浙江省供销合作社党委书
记、理事会主任邵峰出席会议并致辞。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农业生产资料与棉麻局副巡视员、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秘书长符纯华主持
了本次会议。来自全国各地的重点农资生产、
流通企业负责人，第三方信用评价机构负责
人，“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代表，业内

专家学者，行业协会代表、全国各级供销合作
社分管农资业务负责人等近 200 名代表参加了
本次会议。

会上，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发布了《中国农资流
通行业信用体系建设指导意见（2018-2022）》和

《中国信用农资 2018》蓝皮书，并向农资行业发起
“中国信用农资联盟”的倡议，同时向参与“企业信
用等级评价”的农资企业进行授牌。浙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获评企业信用
等级评价AAA级（最高级）。

在随后举行的2017-2018全国百佳（优秀）农
资经销商暨“懂爱”的人颁奖典礼上，浙农股份下
属 20家单位获得“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
称号，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金轶、浙江
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马海芹、宁波金惠利
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范永达、浙江农资集团浙
北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裘建中、湖州市惠多利农
资连锁有限公司方寅等5人获得“‘懂爱’的人”称
号。

邵峰出席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时强调

培养人才 创新技术 整合资源 推动新农服体系建设

□通讯员 戴斯维

日前，浙江省名牌战略
推进委员会公布了 2018年
浙江名牌产品名单，浙江浙
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
司餐饮配送服务在众多申
报品牌中脱颖而出，成功入
选“浙江名牌产品”，成为诸
暨市新增的 4 个浙江名牌
产品中唯一一个服务类产
品。

据悉，浙江名牌产品每
年评选一次，复评周期为三
年。根据《浙江名牌产品认
定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浙江名牌产品的评选是
在企业自愿申报及各地审
核推荐的基础上，由浙江名
牌战略推进委员会组织专
家和相关部门根据申报条
件、指标体系和评分细则对
申报产品（企业）进行评审

并综合打分后，再经行业部门征求意见、省质
监局确定推荐建议名单、社会公示、省名推委
全体会议表决，最终形成浙江名牌产品推荐
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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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家军等省领导参观浙江供销展馆袁家军等省领导参观浙江供销展馆。。

邵峰、杨华共同为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揭牌。

攀
高 峰

□文/办公室 陈栋 摄/华都股份 张文萃

——金秋登山为本届文化节画上圆满句号

11月17日，第十三届浙农金秋
文化节登山活动在九溪路上的五云
山脚拉开帷幕。本次登山活动设置
了长途和短途两条路线，短途全程
约6公里，长途全程约16公里。

当天气温较低，气象预报预计
有雨，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大家登山
的热情。一大早，400 多名浙农员
工就陆续抵达了起点，开始攀登五
云山。

一路上，大家怀着愉悦
的心情，呼吸着雨后的清
新空气，穿过茶园，迈上
台阶，欢声笑语，好不
悠闲。就算是难度较
大的长途线路，也有近
60位员工轻松抵达。

随着登山活动的结束，
第十三届浙农金秋文化节系列
活动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文 苑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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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下午，第十三届
浙农金秋文化节“浙农杯”篮
球赛在滨江区滨和小学室内
篮球馆上演终极对决——爱
普国际联队和华都股份队经

过 多 轮 淘 汰 赛“ 会 师 ”总 决
赛。最终，爱普国际联队斩获
本次“浙农杯”篮球赛冠军，华
都股份队获得亚军，金昌汽车
队获得季军，“最佳组织奖”由

爱普国际联队获得，其中来自
爱普国际联队的徐柳嘉和爱
普科技的西班牙农艺师 Pep 共
同 获 得 今 年 的“ 最 有 价 值 球
员”称号。

10月 31日，第十三届金秋文化
节“歌声飞扬”歌唱比赛决赛如约而
至。

初赛中，节目组收到了 40多份
歌曲作品，其中包含了流行歌曲、戏
曲等多种形式的作品。经过前期的
精心选拔，初赛评委从中选拔出了
18位选手进入决赛，并另行评选出
12名潜力奖选手。

决赛现场，选手们全情投入，以
动听的歌声展现改革开放40年间的
繁荣发展，唱响时代的旋律，唱出时
代的变迁。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
路平，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海，
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浙农股份总
经理林昌斌，控股集团总经理助理

叶郁亭等嘉宾也
到场为选手加油
助阵。

比赛邀请兴合
集团党群工作部部长陈
观贵，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
纪委书记、工会主席曹勇奇，集团
党群工作部副主任徐赟，集团第四
党支部书记、浙农股份人力资源部
经理钟尧君，华都股份工会主席、
办公室主任吕立强等 5人担任专业
评审，并由 50位现场观众担任大众
评审。

百余名观众到场为自己喜爱的
歌手打 call，不少人还在微信群里为
无法亲临现场目睹赛况的小伙伴进
行“实况转播”。

“歌声飞扬”歌唱比赛结果如下：
一等奖：明日控股王安丽
二等奖：明日控股朱军

金昌汽车王松炎
金诚汽车周健

三等奖：投资发展朱怡君
实业投资刘俊超
华都股份赵海朋
金诚汽车柯亚欣
浙农股份周俊杰

乐
飞 扬

□文/办公室 金莉燕 摄/党群工作部 郭靖

——歌唱比赛唱响改革故事 □办公室 徐玥琪

为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近
期集团举办了“身边40年”征文比
赛和“印象浙农”书画比赛。

本次征文和书画比赛得到了
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征
文比赛共收到作品 98 篇，书画比
赛收到来自员工及员工子女的作
品共 119 幅。大家用生花妙笔书
写出改革开放带来的身边巨变、

诉说自己的所感所悟，用笔墨丹
青展现浙农发展的辉煌成就、展
示浙农人的才华风貌。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
都市快报社社长莫士安，农村信
息报社社长、总编杨辉，浙江日报
经济新闻部副主任刘刚，浙报新
干线副总经理贾中星，都市快报
编委陈军雄，浙江省企业报协会
常务副会长刘和平等嘉宾担任本
次征文及书画比赛评委。

奖项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作品名称

空缺

《我们的婚礼故事》

《致妈妈》

《秋收40年：从镰到智慧云》

《我家这40年》

《礼仪兴邦》

《时代变了，我的毛衣也变了》

《越走越近的回家路》

《妈妈的旧相册》

《找寻那个地方》

《“背篓精神”的新时代演绎》

《话说通讯》

作者

侯跃星

付英歌

陈 迈

侯乐佳

陈新锐

丁丹丹

方 晓

胡义娟

苏 伟

黄君蕊

金国明

单位（部门）

华都股份

金泰贸易

浙农股份

华都股份

集团办公室

金泰贸易

金鸿公司

投资发展

明日控股

浙农股份

惠多利

员工组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员工子女7-11周岁组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员工子女3-6周岁组

奖项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作品名称

《出塞》

《溪山会友图》

《唐诗一首》

《童年记忆》

《鸟》

《秋思》

作品名称

《月光》

《我眼中的浙农》

《吃货》

《桌》

《年年有余》

《人物》

作品名称

《远古壁画》

《向往的生活》

《文化》

《以梦为马》

《秋天》

《爱心——家》

作者

张玉峰（退休员工）

蒋志诚（退休员工）

王 嘉

洪子富（退休员工）

郑晓枫

孙亚琛

作者

侯依炫 8岁

施宇哲 7岁

陈彦然 10岁

万姝含 11岁

刘欣珊 8岁

张奕楠 11岁

作者

陈思伊 3岁

李子萌 6岁

朱紫菡 5岁

陈诺涵 4岁

李纯铄 6岁

金 翎 6岁

单位

惠多利

浙农控股

明日控股

浙农控股

惠多利

金昌汽车

父/母

华都股份吴寿丹

集团办公室周金金

明日控股屠彩琴

华都股份项凌红

金诚汽车罗菊

华都股份张俊峰

父/母

华都股份陈亮

华都股份李清腾

惠多利殷雪娟

浙农爱普周孙蓉

金泰贸易王娜娜

明日控股陈宁

“印象浙农”书画比赛评选结果

“身边40年”征文比赛评选结果

——征文书画比赛展现绚烂篇章

——爱普国际联队斩获篮球赛冠军
战
球 场

□文/党群工作部 郭靖 摄/办公室 徐玥琪

沿
江 行

□文/华都股份 谢波 摄/办公室 徐玥琪

——走出浙农人的精气神

11 月 2 日下午，第十三届浙农
金秋文化节沿江健走活动如期举
行。

本次沿江健走活动在保留往年
6 公里路线的前提下，增设 15 公里

长途路线。下午两点，集团500余名
员工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先后从
浙农大厦结伴出发，沿着钱塘江边
向复兴大桥方向行进。

大家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听着

阵阵波涛声、闻着淡淡桂花香，携手
并肩，疾步前行，一边感受秋天的气
息，一边体验运动带来的舒畅。浩
浩荡荡的队伍为钱塘江畔增添了一
道美丽的风景线。

笔
生 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