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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杨建中

4月 28日，浙农控股集团 2018年
度股东会暨二届四次董事会、二届四
次监事会在杭州召开。省供销社党
委书记、理事会主任、省兴合集团董
事长邵峰出席会议时指出，公司在新
的一年里要注重防范各类重大风险，
稳妥推进以主业为中心的多元化建
设，规范有序推进上市进程。省兴合
集团副总裁赵有国出席会议并讲
话。公司董事长汪路平主持股东会
和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李滨炳主
持监事会会议。公司总经理包中海
作年度工作报告。公司股东（代表）、
董事、监事出席会议，经营班子成员、
各职能部门和子公司负责人列席会
议。

邵峰充分肯定了公司过去一年
里在为农服务和经营管理上取得的
成绩，对全体浙农人的辛勤付出表示
感谢。邵峰指出，2018年公司实现逆
势高速增长，经营规模和经营利润均
创历史新高，为兴合集团在千亿平台

上向前迈进作出了突出贡献。
邵峰指出，新的一年，公司要坚

持底线思维，坚定三农情怀，继续扛
好为农服务大旗，融入供销社改革实
践，打造新时代标杆企业。对公司后
期重点工作，邵峰指出，要规范有序
推进上市工作，对上市进程中可能遇
到的各类事项进行提前布局，逐项研
究，积极预判应对。要稳妥推进以主
业为中心的多元化拓展，围绕主业创
新性地拓展业务模式，探索产业链延
伸，丰富服务内容。要有序发展供应
链金融业务，研究“自金融”服务模
式，探索与公司内部企业的嵌入式合
作。邵峰强调，要时刻防范化解各类
风险，高度重视资金链、担保链的平
衡，把资产负债率控制在合理水平。
要促使企业管理体制的优化，减少管
理层级，统筹发挥作用，把各类潜在
风险消灭在萌芽阶段。

赵有国对公司 2018 年度经营规
模和经营效益双双超预期等各项工
作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公司发展提出
要求：一是积极应对趋势变化，加大

行情研判，确保全年目标任务的完
成。二是深化商贸体制改革，促使企
业经营服务模式向纵深化发展。三
是加快数字化升级转型，扩大数据化
应用范围，让数据转化为资产。四是
做到业务、信息、资源和治理主体等
各方面的协同发展。五是领跑改革
创新，在保持既有优势的基础上，继
续大踏步走在改革发展的前列。六
是强化问题导向，做好资金平衡保
障，积极对接资本市场，使上市进程
稳妥规范向前推进。

汪路平表示，浙农集团在推进供
销社综合改革和社有企业改革、参与
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等方面有着
天然的责任与担当。新的一年，要更
加坚定发展信心，抓住有利时机，边
发展边提升边总结，使企业工作跃升
到一个新的台阶。希望公司上下增
强根基意识，扎实做好业务经营；增
强政治意识，坚持党对企业领导；增
强大局意识，完成上市攻坚任务；增
强宗旨意识，做好为农服务工作；增
强传承意识，搞好各项庆祝活动。

会议审议通过了包中海代表经
营班子作的《关于2018年工作总结和
2019年工作思路的报告》。2019年公
司将以“稳规模、调结构、谋长远”为
工作主线，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规范
优化内控管理，进一步强化业务顶层
设计，以工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和城乡
居民生活服务产业为基础，以产融协
作与供应链金融创新为纽带，适度延
伸探索相关产业，形成融合城乡发

展，支援工农业生产，服务居民吃、
住、行、医等领域的全新供应链融合
发展模式，打造新时代的新浙农。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
度主要财务指标执行情况和 2019 年
度主要财务指标意见的报告》、《关于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等 11项议案，
通报了房地产和浙农科创园等项目
进展情况。

□办公室 陈戈

4 月 22 日下午，从浙江农资大
厦 3楼会议室中不时传出阵阵热烈
的掌声。推门进场，原来是“浙农大
讲堂”首讲活动暨浙农青干班第九
次集中教学正在这里进行。现场气
氛热烈，台下座无虚席，而站在台上
声情并茂演讲的正是我省著名“三
农”专家——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
事会主任邵峰。

三个半小时的讲座，邵峰主任
充满激情地为大家带来了一场既有
高度又接地气、既有理论又讲实操
的精彩演讲——《面向农业现代化
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创新》。

邵峰主任以时间为脉络、以重
点事件为节点，系统阐述了农村基
本经营制度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由
来和变迁，同时，又聚焦浙江，结合
自身从事为农服务工作的所见所
得、所思所想，详细讲述了农业双层
经营主体的互动过程和农村基本经
营制度不断创新的过程，深入浅出
地为在场的浙农人深化了为农服务

专业知识。
浙江是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

试点省之一，推进“三位一体”农合
联体系建设也成为了当前全省供销
社系统和以浙农集团为代表的社有
企业共同担负的重要使命。作为

“三位一体”改革工作的重要谋划
者、参与者和实践者，邵峰主任在此
次演讲中就“三位一体”改革及农合
联组织功能建设做了重点介绍，并
且通过丰富的案例分析，强调了农
合联在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型升级中
起到的助推作用，重点对社有企业
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开展农业社
会化服务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为社有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融
入“三位一体”改革指明了方向、清
晰了路径、明确了目标。

邵峰指出，面对农业现代化，
作为社有企业的核心成员，浙农集
团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直接关
系着浙江省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水
平，所有浙农人担负的责任重大。
他鼓励浙农集团广大中青年干部
员工要主动了解“三农”政策，积极

投身为农服务，践行社有企业重要
使命，在深化为农服务工作中实现
茁壮成长。

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汪路平对邵峰主任能在百忙之中
抽出时间为干部员工演讲表达了诚
挚的感谢。他表示，浙农集团要融
入乡村振兴战略，在“三位一体”农
合联体系建设中，坚持社有企业宗
旨，总结经验，把握机遇，主动出击，
不断优化工作模式，努力讲好为农
服务和城乡融合的“浙农故事”。

邵峰主任的讲座拉开了今年集
团举办的名人进名企“浙农大讲堂”
活动序幕，标志着浙农集团为纪念
建国 70 周年和公司整体改制 20 周
年而举办的系列活动正式开启，同
时也是浙农青干班的第九次集中授
课。未来一段时间，公司将陆续邀
请政府领导、高校专家、行业精英和
改革榜样等各方面高层次人员，组
织若干场专题讲座和高端交流活
动，进一步增长公司员工的见识、拓
展员工视野，助力浙农新一轮高质
量发展。

稳规模 调结构 谋长远
浙农控股集团2018年度“三会”在杭召开

纪念浙农改制20周年 “浙农大讲堂”正式开讲

邵峰主任畅谈农业社会化服务改革创新
□金昌汽车 康梅

3月26日，浙农集团在江苏的第二
家宝马 4S店——宜兴金昌宝顺隆重开
业。宜兴当地有关领导，BMW东区销
售总监吕静，浙农控股集团副董事长、
金昌汽车集团董事长朱振东等出席开
业仪式。

吕静表示，宜兴金昌宝顺是金昌汽
车在江苏第二家BMW授权经销商，相
信宜兴金昌宝顺会继续深化 BMW 与
客户之间紧密的情感连接，向江苏地区
的客户提供更贴心的服务、更纯粹的驾

驶乐趣和更优质的交通出行体验。
据悉，宜兴金昌宝顺遵循 BMW

“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以新颖的分区
和场景式布局强化了 BMW 各系列车
型的定位，并引入基于WIFI定位的“近
享服务”和 VR（虚拟现实）等数字科
技，把数字化的消费体验带进展厅，给
客户带去全新感受。

作为入驻江苏后的首个自建项目，
宜兴金昌宝顺的开业进步一扩大了金
昌汽车在江苏省的经营网络及影响力，
对金昌汽车拓展销售版图、深耕江苏市
场起到重要作用。

汽车出省又一程

金昌宝马再拓江苏版图

□通讯员 戴斯维

4月3日，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
有限公司与金华农产品展示销售有限公
司、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共同出
资组建的金华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
公司注册成立。金华公司的成立对浙农
茂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品牌知名
度、成为行业领军者具有重要意义。

金华公司成立前，浙农茂阳对金华
食材配送市场的容量、成熟度，主要竞
争对手及自身优劣势等情况作了调研
分析，并就项目方案、阶段规划、可行性
研究等内容充分沟通、反复论证后，向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交了关于“新

网工程”专项资金的申请报告和项目可
行性研究报告。2018 年 12 月，浙农茂
阳与金华农产品展示销售有限公司、中
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签署三方投
资协议，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
5000万元“新网工程”资金投资茂阳金
华农产品配送项目。

据悉，“新网工程”即新农村现代流
通网络工程，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为健全农村市场体系、发展适应现代农
业要求的流通产业而提出的。“新网工
程”旨在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现代经
营服务网络、农副产品市场购销网络、
日用消费品现代经营网络和再生资源
回收利用网络。

金华项目落地 浙农茂阳迎来新机遇

□浙农创投 孙雪珍

4月18日，浙江浙农创投科技有限公
司成功中标舟山市岱山县岱西镇火箭盐
场区域集中垦造耕地（现代农业观光园
区）项目土壤改良工程，中标面积2500亩。

浙农创投于 2018 年 3月获得岱山
土壤改良项目中试标资格，为8家入围
单位之一。最终，5家单位中试项目成
果合格，3 家单位淘汰，浙农创投中试

成果综合排名第一。在本次评标过程
中，浙农创投凭借可操作性强的技术方
案、合理的报价、完善的服务体系及高
质量的投标文件赢得了评标专家和招
标方的肯定，最终成功中标。

据悉，此项目是浙江省乃至东南沿海
首个大面积盐碱地改良项目，具有重要的
示范推广意义和代表性。此次中标，意味
着浙农集团正式迈入土壤改良行业的大
门，也是集团在涉农领域的新突破。

浙农创投中标2500亩岱山县土壤改良工程

□通讯员 甘良

4月19日，萨尔瓦多共和国第
一副议长何塞·塞拉芬·奥兰特斯
携夫人米尔纳·莱迪希亚·萨尔达
尼亚及相关议员一行 8 人在全国
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外事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凤翔，全国人大
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处长白丹丹
的陪同下考察浙农现代农业综合
服务中心。在参观了浙农绿色农
资展厅、飞防展厅、浙农现代农业
技术研究院、新型庄稼医院和现代
农业科技示范园等区域后奥兰特
斯表示，浙农集团利用物联网、云
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

技术在农业现代化方面取得了卓
越成绩，浙农在主动顺应全球农业
发展新形势、大胆探索现代农业发
展新路径、大力推进绿色农业新步

伐、夯实为农服务根基等方面作出
的工作也令人赞赏。图为奥兰特
斯（右三）正在参观智能化育苗工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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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充满希望的季节……令人充满希望的季节……

““绿上柳枝头绿上柳枝头””、、““新燕啄春泥新燕啄春泥””、、““乱花迷人眼乱花迷人眼””、、““江水绿如蓝江水绿如蓝””……这些古人诗词中所描绘的秀美春景也许就在你我的身边……这些古人诗词中所描绘的秀美春景也许就在你我的身边。。

踏春时节踏春时节，，我们赏春色我们赏春色、、品春味品春味、、闻春声闻春声、、感春悟……用镜头记录身边那些美好的感春悟……用镜头记录身边那些美好的““春影春影””，，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春天发现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春天！！

冬的萧瑟还未退尽，春的喜悦却早有
些迫不及待。经历了寒冬之后的檫木静静
地伫立着，河边的杨柳已抽出新芽，一阵春
风吹来，随风舞动，别有一番韵味。湖面倒
映着重重叠叠的山峦，氤氲着万千绿意，无
限清辉，散发着无尽的蓬勃生机和大自然
生命的奇光异彩。 （华都股份 庄文杰）

春日里，最忙碌的当属人间小精灵
——蜜蜂了，走到春意满满的花园里，能看
到它们在花团锦簇中穿梭，在枝头柳絮里
飞舞。难怪诗人道：穿花度柳飞如箭，粘絮
寻香似落星。小小微躯能负重，器器薄翅
会乘风。

（华都股份 陈莹璐）

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我和妻子带着4
个多月的儿子到湘湖踏青赏花。儿子很
乖，被我抱在胸前，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世
界。他的小手抓住一束油菜花，可能这就
是他对春天的第一印象。我想对儿子说：
你是爱，是我们捧在手心的恩赐；你是暖，
如和煦的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小家；你是希
望，如春天的树丫上抽出的新芽，生机盎
然。人间的四月天，花开正当时，希望你不
负春光，健康成长。

（浙农爱普 木灵勇）

经历了一整个冬天的积蓄，每年清明前后，谷雨时节，茶
园处处生机昂扬，茶树翠绿斗艳，棵棵吐露新芽。你看那三五
茶农，晨起忙于采茶、炒茶，采撷春生，茶客乐于寻茶、品茶，问
道寰宇，正是春日繁景。明前新采龙井泡制后，平和清馥，叶
瓣平平，在杯中温软舒卷，满杯都是春光春色，滋味萦绕唇齿，
有如诗云“玉髓晨烹谷雨前，春茶此品最新鲜。”

（实业投资 哈皓文）

他们都说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嫩芽在蠢蠢欲动，枝头
正含苞待放，纷飞的柳絮和徐徐洒落的樱花，孜孜不倦地书写
春的序章。而对于我来说，春天是鲜甜的，是多汁的，是有独特

“春味”的。最美人间 4月天，奶奶家的的豌豆和樱桃都熟了。
咬住豌豆的底部，从上往下一拉到底，包裹不住的鲜嫩满溢整
个口腔，仿佛一口吃掉了一整个春天。而樱桃又是清甜的，坐
在廊下，抱着一篮樱桃，思绪飘向儿时的青石板路、弄堂里摇尾
巴的柴犬和坐在台阶上卷着裤管儿抽烟的邻居老爷爷。我想，
这个就是春天的仪式感吧…… （投资发展 丁姣）

春笋，在地下积攒能量许久，就是为
了破土而出的那一天，不屈地向上长，它
知道它使命就是顶风冒雨，或长成一棵
粗壮的竹子，直耸云天；或成为一盘美味
的佳肴，令人回味……

（浙农爱普 童旭宏）

淡粉、纯白，似人间白雪。清丽、柔软，
如江南绸缎。徜徉于同济大学的樱花大道，
仿佛置身于一片粉白的海洋上。斑驳的树
影映照在游客脸上，温柔的风吹起飘零的花
瓣，落在肩头，落在栈道，像极了影视剧中的
一场樱吹雪。 （投资发展 蔡梦洁）

“乍暖还寒二月天，酿红配绿斗新鲜。”杭州
四月天乍暖还寒犹未定，而花期却如约而至。
桃花妍丽灼灼，樱花粉黛绰约，玉兰婷婷俏立枝
头，人间四月芳菲，身在其中，眼力所及，处处欣
然，映入眼底，印在心里，仿佛关了一隆冬的窗门

“嘎吱”推开来，敞亮鲜活扑面而来。微风携着丝
丝缕缕花香吹入，也吹来了阳光的气息。

窗台上的蟹爪兰，小迷糊一般，被天气轻
易哄骗，翠绿的节茎顶端冒出个小花骨朵，两
天没注意，竟已热烈绽放，火红的花儿精致妩
媚。那如凤展翅般的张扬姿态仿佛在说虽然
花期已过，可我这小小的内心依旧青春火热，
积蓄着能量，每一个此刻都是最美的时节。

（金泰贸易 付英歌）

阳春四月，是一片花海的绚烂；是一场
花雨的纷落；是一阵花香的芬芳。邂逅开化
金竹岭油菜花海，赴一场春的盛宴。山水环
绕间，万亩油菜花海，沉醉在金色的海洋中，
在镜头闪动的瞬间留下值得珍藏的回忆。

（实业投资 余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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