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等奖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杭州市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瑞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苏州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特等奖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

四川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济宁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事业部

松阳美林置业有限公司

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中心

三等奖
浙江明日和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VC事业部

浦江浙农农副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金东方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业务部

浙江爱普恒祥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营运部

安徽道尔化肥有限公司

诸暨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誉海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雅苒事业部

浙江农资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金华金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至宝二手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市场发展中心

温州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安徽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进出口事业部

嘉兴嘉瑞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宁波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临海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金华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肥料科技有限公司

二等奖
浙江明日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石化有限公司

龙游浙农家居建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龙游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辰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宝湖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杭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桐乡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恒源贸易有限公司

海宁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2017-2018年度
优秀员工

周颖颖、寇 恺、吕晓俊、胡 粤、黄世伟、金 敏、

李海峰、卢伟东、梅 骏、王 丽、王亚超、张 睿、

叶佳林、胡亚贞、吴艳平、孙 青、杨肖俊、蒋魁诚、

虞顺钬、王迎昌、汪文倩、杨国栋、朱 红、许兆英、

甘 良、吴 晨、王顺权、朱 兵、孙建军、钟绍兰、

温汉贤、戴亮亮、吴躜辉、应慧滨、童旭宏、章合凯、

万 青、刘路宁、丁晨恺、王 基、归 佳、朱贤龙、

李 颀、杨 秋、何钰泉、宋苏英、赵俊超、胡立富、

顾 飞、王丰权、施吉南、蔡 靓、陈 岩

汪银娟、毛 博、陈 远、朱 皞、姚元德、邢剑锋、

毛兴将、王 建、倪亚运、王珏莹、王富斌、徐 恺、

蒋狄威、高丽攀、黄 磊、邵见阳、全青玲、刘 萍、

屠 羿、徐 敏、周志慧

2017-2018年度
优秀主管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

天津新启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吉项目部

浙江浙农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共享中心

湖南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郴州分公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财资中心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售后部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部

2017-2018年度
优秀团队

2018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

□金昌汽车 康梅

经过为期半年的筹备，2018
年 12 月 28 日，金昌汽车旗下宜
兴金昌宝顺顺利通过宝马厂家
验收，正式成为BMW的一员。

宜兴金昌宝顺是金昌汽车
入驻江苏后的首个自建项目，将
销售 BMW 全线车型。未来，宜
兴金昌宝顺将秉承金昌汽车集
团专业、专注、专心的工作作风，
贯彻以客为尊的服务理念，通过

细致的人性化服务，为客户提供
宾至如归的完美体验。

据悉，宜兴金昌宝顺是金昌
汽车在江苏继苏州宝华之后第
二家 BMW 授权经销商。今年，
南京金昌至宝也将建成亮相。

宜兴金昌宝顺通过BMW验收
金昌汽车再拓江苏版图

速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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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路平调研安徽道尔

1月15日，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汪路平在调研惠多利下属安徽道
尔化肥有限公司时强调，道尔公司要
持续强化销售网络建设、稳固提升销
售能力，格外重视贴牌业务的拓展，着
眼公司发展的长远利益，通过整合并
购等方式将公司做大做强，同时始终
紧绷安全生产之弦，确保安全零事
故。 （通讯员 王彬竹）

浙农投资
召开2018年度总结表彰会

1月 11日，投资公司 2018年度总
结表彰会议在杭州召开。控股集团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海出席会议并
讲话，他希望 2019年投资公司继续在
认清形势保清醒、稳健经营求生存、攻
坚克难谋转型和加大支持促发展等方
面下功夫，做好各项工作。会议还对
投资公司 2018 年度优秀员工、主管、
高管、团队和最佳创新发展项目进行
了表彰。 （通讯员 余小波）

林昌斌赴
衢州、济宁等地调研

近日，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华都
股份董事长林昌斌先后赴衢州、济宁
调研，慰问一线员工和困难员工。林
昌斌要求各项目团队认清形势、坚定
信心，坚持品质与服务两手抓、质量与
进度同步抓，按期完成运营节点目标，
同时要常抓安全生产不放松，严防各
类事故发生。

（华都股份 吴明仙 龚群涛）

金诚汽车2018年度
经济工作会议在杭召开

1月 13日，金诚汽车 2018年度经
济工作会议在杭召开，控股集团党委
副书记、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出席
会议并要求金诚汽车加强研判，积极
应对经济形势和汽车行业变化，强化
内部管理，加快资本积累，不断提升安
全意识，层层落实防控责任。

（金诚汽车 沈敏华）

浙农股份再获
“AAA级信用企业”评级

近日，经杭州资信评估公司的严
格考核与综合评选，浙农股份被确定
为信用等级AAA级。此外，惠多利农
资有限公司、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亦获评AAA级。 （综合报道）

集团新增浙赣两省
共10万吨淡储任务

2018 年 12 月 29 日，浙农集团同
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贸易司、财政部
经济建设司签署《2018/2019年度新增
化肥淡季商业储备承储协议书》，承担
浙江、江西各 5 万吨淡储任务。截至
目前，集团共承担了 20 万吨 2018/
2019年度国家淡储任务，其中浙江 10
万吨，江苏5万吨，江西5万吨。

（惠多利 杨美葆）

浙农茂阳连中两标
进入湖州市场

1 月 4 日和 11 日，浙农茂阳分别
中标湖州市吴兴区教育局的学校食堂
食品原材料统一供应配送项目和湖州
市南浔区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学
校食堂食品原材料统一供应配送项
目，迎来2019年区域开拓的开门红。

（通讯员 戴斯维）

浙农再获“非常雇主”称号

2018 年 12 月 28 日，浙农控股集
团在由中国知名企业社交网站大街网
主办的“非常雇主”评选活动中，再次
荣获华东区域“非常雇主”称号。

（通讯员 高烨）

浙农爱普荣获
国投罗钾“最佳品牌营销奖”

1月9日，国投新疆罗布泊钾盐有
限责任公司“2018年终核心客户座谈
会”在广西南宁召开。会上，浙江浙农
爱普贸易有限公司荣获“最佳品牌营
销奖”。 （浙农爱普 黄展林）

金泰贸易喜获
先正达多项大奖

近日，金泰贸易及下属宁波金
惠利、嘉兴金惠利、苍南永丰在先正
达 2018 年南区年会上收获多个奖
项。其中金泰贸易获优秀平台合作
奖 及 30 年 精 诚 合 作 奖 ，嘉 兴 金 惠
利、宁波金惠利获阿米妙收杰出贡
献奖，苍南永丰、宁波金惠利、嘉兴
金惠利获 20 年精诚合作奖。

（通讯员 丁丹丹）

明日控股
成为大商所产融培育基地

近日，明日控股获批成为大连商
品交易所产融培育基地。明日控股将
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融入行业发展趋
势，以全新产业链视角，加深产业认
知，推广基差贸易、含权贸易等新型贸
易模式，更好服务产业链上下游合作
伙伴，同时，还将进一步总结利用期货
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开展含权贸易的
经验，提出产融培育基地的工作计划，
并积极探索产融结合在塑化产业链的
创新模式。

（明日控股 王君）

济宁华都销售回笼双双突破
10亿大关

2018年12月，济宁华都金色兰庭
（香堤）项目实现签约销售10.02亿元、
资金回笼 10.05 亿元，双双突破 10 亿
元大关，创下济宁华都史上最好业绩。

（通讯员 龚群涛）

美林·南城壹号
首开2小时热销1.2亿

2018 年 12 月 30 日，松阳浙农美
林·南城壹号开盘。在房地产市场整
体低迷和竞品楼盘竞争激烈的局面
下，美林·南城壹号仍取得了首开2小
时热销1.2亿、去化过半的成绩。

（实业投资 姜娇艳 哈皓文）

浙农茂阳荣膺2018年度
中国团餐百强企业

1 月 11 日，在第四届中国团餐产
业发展大会上，浙农茂阳被评为 2018
年度中国团餐百强企业。

(通讯员 戴斯维)

中央电视台《聚焦三农》栏目
走进浙农茂阳

近期，中央电视台七套《聚焦三
农》栏目走进浙农茂阳，向观众介绍了
浙农茂阳科学高效的运营方式，完备
的配送信息系统，严格的食品安全管
控体系及先进的硬件设施及机器设
备，传播了浙农茂阳“用一颗善心，做
一件膳事”的企业理念。

（通讯员 戴斯维）

□办公室 陈戈

2018 年 12 月 29 日，浙农控股
集团办公室工作座谈会在浙农大厦
2502 会议室召开。控股集团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包中海在会议上指
出，办公室作为综合性最强的职能
部门，要承担好上传下达、沟通左
右、协调各方的中枢神经作用，充当
好保障企业正常高效运作的传感
器、稳压器和处理器，为公司凝心聚
力、稳健运行和创新发展发挥作
用。控股集团总经理助理叶郁亭出
席会议并对办公室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控股集团及成员企业办公室、
信息管理部门相关人员共 30 余人
参加座谈。

包中海边听边记，不时与大家
沟通交流，对 2018年办公室工作表

示肯定。他结合自身经历对办公室
工作提出要求，强调办公室工作人
员要牢固树立责任意识，将责任感
的强弱作为检验办公室工作称职与
否的重要标准；牢固树立大局意识，
不断提高站位、拓宽视野，从企业全
局去思考解决问题；牢固树立服务
意识，把服务贯穿整个工作中，以真
诚为准则待人接物，以需求为导向
思考问题，以高效为目标解决问
题。他同时希望办公室人员提升参
谋能力，充分发挥好“参谋部”的作
用，多为领导出金点子、提好建议。
要提升综合能力，加强锻炼学习本
领，能够在干中学、在学中干；锻炼
谋划本领，凡事早作准备，平时注意
积累，不打没准备的仗；锻炼专业本
领，学会思考善于总结，提炼自身逻
辑观点，多写多练多推敲。要提升

协调能力，注重协调方式与沟通态
度，发挥好“润滑剂”、“粘合剂”的作
用。

叶郁亭指出，办公室工作特别
能提升综合协调能力，特别能培养
宏观战略思维，特别能提高解决问
题的本领，特别能磨炼坚强的意
志。他希望办公室工作人员能正确
面对挑战，把握磨炼机会，促进自身
快速成长。

与会人员分析总结了过去两年
办公室工作情况和新时期办公室工
作面临的形势、挑战与困难，探讨了
如何围绕公司发展进一步发挥好办
公室作用，就如何做好材料撰写、综
合协调、会务组织、新闻宣传特别是
做好新园区展厅资料收采工作等作
了重点交流探讨，畅谈了对于办公
室工作的思考与认识。

□办公室 金莉燕

1 月 24 日，共青团浙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浙农
大厦召开。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曹
勇奇、省社团工委副书记孟汪亮出
席会议。集团党群工作部相关负责
同志、第一届团委会委员及各团支
部代表共58人参加会议。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第一届团委
书记金莉燕代表共青团浙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第一届委员会所作的工
作报告。随后，通过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差额选举产生了由王剑军、王
嘉、方烨华、申琪婧、陈新锐、敖之
卉、樊孙漪（按姓氏笔画排序）等 7
人组成的新一届共青团浙农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委员会。在随后举行的
新一届团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樊孙
漪当选为新一届团委书记。

孟汪亮首先代表省供销社团工
委对新一届团委委员的顺利当选表
示祝贺，并表示省社团工委将一如
既往地关心和支持浙农控股集团团
委的工作。他同时对新一届团委委
员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一是希望
委员们坚定理想信念，提高政治站
位，做忠诚于党、政治坚定的表率；
二是希望大家珍惜机遇，振奋精神，
不断提升工作本领；三是希望委员
们不做青年官、要做青年友，成为党
和青年的桥梁纽带。

曹勇奇代表公司党委充分肯定
了上一届团委在团结青年员工、提
高组织战斗力、弘扬企业文化等方
面所作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他
表示，青年员工是公司未来的中坚
力量，青年活力的充分激发、群团事
业的亮点纷呈，为企业的发展营造
了良好氛围。

曹勇奇表示，公司党委一直以
来非常重视群团工作的开展，他对
广大团员青年和新一届团委提出
了具体要求：一是希望团员青年在
新一届团委的带领下，继续积极参
与群团工作，通过形式多样的活
动丰富员工生活，充分激发青年
的聪明才智；二是希望团员青年
成为爱岗敬业、建功立业的示范
者，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立足
业务岗位、管理岗位，不断磨炼和
提高自身能力；三是希望广大团
员青年成为公司改革发展的谏言
者，通过公司提供的宽广平台，充
分参与到公司的经济建设中来；四
是希望团员青年成为公司文化的
传承者，深刻体会“容”和“融”的企
业哲学，继承公司创业创新的优良
传统，为百年浙农梦的实现贡献自
己的力量。

浙农集团第二次团代会在杭召开

□投资发展 胡义娟

近日，中贷协下发《关于“全国优
秀小贷公司推介活动（2018）”的情况
通报》，浙农小贷荣获“全国优秀小贷
公司”称号，这是浙农小贷连续第二

次获得国内小贷行业最高荣誉。
本次推介活动通过对各小贷公

司贷款用途、贷款对象、贷款质量、
年利率等 33项指标综合评分，并经
专家委员的评审后确定获奖名单。
据了解，浙农小贷是杭州市主城区

唯一一家获此荣誉的小贷公司。
2018年，在国内严峻的金融市

场形势中，浙农小贷仍实现了 3000
万元考核利润，保持利润同比增长，
并连续第三年获得控股集团年度创
利贡献一等奖。

包中海在集团办公室工作座谈会上要求
顾全大局强责任 服务中心办实事

浙农小贷再获“全国优秀小贷公司”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