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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中，那些迎战“利奇马”的浙农人
8月10日1时45分前后，超强台风“利奇马”在温岭城南镇正面登陆，给台州、宁波、温州

等地造成了巨大影响。面对来势汹汹的“利奇马”，集团领导高度重视，及早部署安排临灾检

查及抗台救灾工作。当呼啸的狂风裹挟着暴雨无情肆虐时，依然有许多浙农一线员工坚守

在岗位上，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抗台工作。台风过境后，省供销社主任、省农合联执委会主任

邵峰也带队赴宁波市鄞州区开展灾后服务活动，看望慰问台风受灾地区农民群众，了解当地

生产生活恢复情况，帮助协调解决相关问题。邵峰鼓励受灾农户抓紧开展生产自救，加紧修

复在台风洪水中被破坏的农业生产设施，尽快恢复农业生产，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他同时

叮嘱随行的浙农集团董事长汪路平积极发挥供销社农资企业的农资供应主渠道作用，确保

灾后农资供应，强化灾后服务工作。

在台州惠多利，相关负责人在台风来临前趁
天未黑，逐一检查各区域的防护措施，因为担心
灌包场地不够安全，买来网绳加固肥料防护网。

台风登陆当夜，室外狂风大作风雨交加。
因为担心摆放在露天场地上的货物，台州惠多
利总经理助理陈祥和许光俊一直坐在走廊上，
一遍遍地用手电筒检查货物。凌晨5点，风雨
稍小，早已坐不住的员工们冒雨赶往灌包部堆
场检查货物，并在总经理阮为民的指导下重新
清理了排水沟、加固货物防护网。经过所有员
工的努力，总价值数百万的肥料安全捱过了台
风的侵袭，避免了损失。

宁波金惠利成立了台风应急指挥小
组，积极部署各项台风防御工作，各部门
按照既定应急预案的要求分工合作，确保
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9日晚七点，“利奇马”开始了它第一
轮的肆虐，全市普降大暴雨。10日凌晨，
宁波金惠利仓库已经开始出现了不同程
度的渗漏现象。相关人员彻夜坚守岗位，
检查渗水、漏水、受损情况，并及时进行补
救，将损失减少到最低。

在台州宝诚，台风来临前，在公司相
关负责人的带领下，大家扛木头、搬沙袋
加固展厅大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抗台准
备工作。

台风登陆当天，狂风把台州宝诚烤房
的排风箱刮下，砸坏了楼下的车辆，相关负
责人带领钣喷车间的员工将受损车辆转移
到安全的位置，并将损坏的烤房排风箱移
除、清理现场。

在临海，受“利奇马”强降雨影响，大量洪
水涌入城内，临海全市被淹、内涝严重，灾情
告急。在确保员工安全的基础上，临海宝诚
全力抗洪，组织员工扛来大木头固定展厅玻
璃大门，用塑料薄膜和沙袋将展厅大门包起，
并及时用轮胎和砖块把所有商品车、客户滞
留车垫高，防止洪水灌进室内和车内。大家
还将电脑、车辆充电器等电子产品全部拆除
放到高处，尽最大努力将损失降到最低。

11日一早，洪水还未完全褪去，临海
宝诚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车辆的救援工
作。“你好，请问您现在什么位置”、“麻烦
您告诉我车型”……拖车一辆接一辆地开
出，拉回来一辆又一辆的泡水车。坚守
4S店两天两夜的员工们，用自己的努力，
在台风天内守住了临海宝诚这个大家。

在乐清，华都天元广场项目的员工们
在台风中加固购物中心大门，抵御台风侵
袭，并在暴雨侵袭后，连夜排除工地上的
积水。

12日，在乐清市住建局的号召下，本着
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华都股份召集 42名员
工组成了志愿救援队，赴灾区抢险救援。6
台渣土车、4台铲车、2台挖机，42位华都员
工顶着烈日从天亮干到天黑。停电了，打
着手电干；中暑了，休息一会咬牙坚持干。
最终，救援队清理出了 1公里的受灾街道，
为灾后重建工作贡献出了自己的绵薄之
力。

在玉环，华都金沙湾项目在完成台风过
后的各项修复清理工作后，积极相应玉环市
团委“我爱我家”灾后自救的号召，主动派遣
出 10名员工组成志愿救援队伍，完成了坎门
街道环岛南路 30余棵倒地树木扶正工作，受
到坎门街道党委书记的表扬点赞。

聚 焦

风里雨里，抗台防汛。这一个个通宵连

轴转的身影、一件件被汗水和雨水湿透的衣服、一束束

在风雨夜晃动着的手电筒光，点点滴滴都描绘出了一幅上

下一心、无所畏惧、尽职尽责的画面。感谢在台风中

坚守一线的每一位浙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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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控股
2019年半年度经济工作会议顺利召开

8 月 16-17 日，明日控股 2019 年半年度经济
工作会议在绍兴召开。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包中海肯定了明日控股所取得的成绩，对明
日控股下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包中海指出，上半
年明日实现了高基数上的高增长，品种制改革良
性落地，信息化管理进一步加强，产融结合模式继
续创新，塑化工业发展持续向好，亮点颇多。当前
宏观经济形势较为严峻，塑化行业处于加速变革
时期，公司经营要坚持稳健的基调，加强内控管
理，强化风险排查，进一步夯实发展基础。

（明日控股 洪骏）

中农批董事长曹少金考察浦江农批市场

8月4日，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长曹少金一行赴浦江浙农农副产品批发
市场考察，并与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
海就农批市场开发建设、运营管理及模式探索等
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包中海希望双方能够紧密
结合各自资源优势，围绕为农服务领域，共同寻找
合作机会，探索有益合作模式，实现共赢发展。

（实业投资 张旭升 哈皓文）

防暑降温保生产 领导送凉沁人心

8月，骄阳炙烤着大地，全国普遍高温。为切
实做好2019年防暑降温工作，集团领导先后赶赴
一线慰问员工，为高温下依然坚守岗位的他们送
去清凉和关怀。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
中海赴丽水松阳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专题调研并慰问南城壹号项目工人，他嘱咐
项目负责人务必重视员工的安全防护、安排好避
暑错峰的作息时间、准备好作业现场的防暑降温
和各项应急举措，营造良好安全的施工环境。控
股集团党委副书记、华都股份董事长林昌斌到济
宁金色兰庭香堤项目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建筑工
人，并要求施工单位关心、关爱工人的身体健康，
加强安全管理力度，保证施工安全。控股集团党
委副书记、工会主席曹勇奇先后赴浙农科创园和
新光公司慰问一线工人，并叮嘱项目相关负责人
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把工人的人身安全作为安全
工作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实。控股集团副总经理、
明日控股董事长韩新伟赴新光公司高温慰问，向
奋战在一线的新光员工送去防暑降温物资。

（综合报道）

浙农股份助力2019浙江·浦江葡萄节暨
浙江农业之最葡萄擂台赛

8月8日，“2019浙江·浦江第十二届葡萄节暨
浙江农业之最葡萄擂台赛”在浦江县黄宅镇举行，
由全省 11个地市农业主管部门推荐并经规范化
认定的18家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及家庭农场参
赛。浙农股份将以此次活动和平台为契机，与优
势水果产业种植龙头企业、大户建立起服务合作
关系，并通过开展作物解决方案研究、专用肥研
制、综合服务试点等方式，加快推进农资业务经营
服务转型，助力我省乡村振兴战略。

（通讯员 甘良）

惠多利参加欧洲化学公司技术交流会

8月 8-12日，欧洲化学公司中国区第六届技
术交流会在四川成都举行。会上，惠多利有关人
员同欧化公司及其他欧化产品代理商进行了业务
交流，并听取了欧化德国公司研发部、欧化农业贸
易深圳公司技术专家的有关报告。在会议期间举
办的欧化产品农化讲课比赛上，惠多利欧化部朱
旻获得第二名。

（惠多利 方寅）

浙农飞防联盟召开2019年度工作会议

8月1日，浙江浙农飞防联盟2019年度工作会
议在杭州召开。本次会议聚焦飞防领域新成长趋

势、新业态环境，特邀省植保站、先正达公司相关
负责人分别作了关于浙江省植保无人机应用现状
及前景、先正达飞防模式等内容的分享。会议期
间，与会代表共同签署了《浙江浙农飞防联盟自律
倡议书》，全体联盟会员将共同致力于建设负责任
的社会化服务组织，打造健康有序的业态环境，更
好服务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可持续发展。

（通讯员 万良辉）

新光公司顺利通过省级农膜环保检查

8月7日，省经信厅、省市场监管局、省发展改
革委、省公安厅和省供销社联合检查组有关领导
赴萧山所前镇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进行农膜环
保检查。检查组表示，希望新光公司积极推进《农
用塑料棚膜》“浙江制造”标准的启动工作，对规范
省内农膜产品的生产及质量起到表率作用，推动
浙江制造业向中高端水平迈进。

（通讯员 周红）

开盘即罄 济宁金色兰庭·香堤15#楼
再续热销传奇

8 月 3 日，济宁金色兰庭·香堤 15#楼瞰景新
品盛大开盘，8小时去化房源175套，几近售罄，销
售额超 1.7亿元，再次上演热销传奇。上半年，济
宁华都抢抓当地房地产市场机遇，及时调整开发
节奏，加快项目开发进度，并发挥品牌口碑优势，
加强访客拓客，提前抓好蓄客工作，为楼盘热销打
下坚实基础。 （华都股份 高永邹）

浙江金昌宝湖员工成为BMW/MINI
经销商技术培训专家委员会成员

7月29日，从浙江金昌宝湖传来喜讯，金昌宝
湖 MINI 售后技术内训师、技术经理丁晨恺顺利
通过BMW经销商技术专家委员会委员的选拔，
成为全国 MINI 授权经销商中第一位 BMW/
MINI经销商技术培训专家委员会成员。

（金昌汽车 张琬琪 裘瑜璐）

宁波凯迪举办第二届售后技能比武大赛

近日，宁波凯迪举办第二届售后技能比武大
赛，通过全方位、高标准比拼，对售后技师的专业
技能、服务质量和团队协作能力等方面进行了考
核测试。最终，朱天岳、綦东兴、邹伟三名技师获
得机电个人赛第一、二、三名。本次比赛还评选出
了最佳前台奖、最佳钣金团队奖、最佳油漆团队
奖、最佳机电团队奖等奖项。

（通讯员 虞佳）

星沃资本入驻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

8月7日，投资公司下属浙江星沃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新场地开业剪彩仪式在白沙泉并购金融街
区举行。据悉，星沃资本是投资公司新设立的财
富管理公司，旨在通过“资产+服务”双轮驱动，面
向内外部客户，根据不同的经济周期、不同的投资
偏好，提供具备投资价值的产品与服务。此次星
沃资本入驻白沙泉并购金融街区，有利于公司更
好发挥产业集聚优势，加强同业联动，进一步提升
市场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推广企业品牌。

（通讯员 余小波）

浙农茂阳获评
绍兴市第二批“五星双强”两新组织

8 月 12 日，绍兴市第二批“五星双强”两新
组织（诸暨市）考核验收结果公布，浙江浙农茂
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荣列“五星双强”两新组
织名单。此次浙农茂阳成为绍兴市“五星双强”
两新组织，既是鼓励也是鞭笞。据悉，绍兴市

“五星双强”创建工作的验收，重点围绕基层党
建、人才汇聚、文化健康等 5 方面成效标准，争
创对象须同时做到党建强和发展强，并以党建
强带动发展强。

（通讯员 戴斯维）

□金昌汽车 田密 曾乐微

8月13日，省供销社党委委员、
监事会主任、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张
悦深入金昌汽车杭州辰宝宝马 4S
店走访慰问，了解高温安全生产工
作情况，向坚守一线的劳动者们送
去问候和“清凉”。省供销社直属机
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工会工委主任
朱如仙，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包中海参加慰问。

张悦先后来到办公区域、销
售展厅和客户接待区参观考察，
详细了解了 4S 店销售运营情况。
在听取了负责人的汇报后，张悦
充分肯定了杭州辰宝的销售业绩
和金昌汽车逆势经营的能力。她
指出，金昌汽车是汽车商贸服务
行业的标杆企业，同时也是浙农
集团多元主业拓展的一面旗帜。
面对当前汽车行业持续低迷以及
宏观经济整体下行的巨大压力，
金昌汽车上下要不忘初心、坚定
信心，一手抓销售去化、保持逆势

增长，一手抓售后服务、强化精细
管理，持续提升品牌影响力和区
域竞争力，不断为社有经济和浙
农集团发展作出新贡献。

在维修车间，张悦亲切慰问了
正在岗位上紧张忙碌着的维修工
人们，把防暑降温用品和生活用品
一一送到他们手上，叮嘱大家在高
温天气劳动要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合理安排休息时间，安全有序开展
工作。在仔细了解工人们的岗位
作业情况后，张悦勉励大家要继续
发扬“工匠精神”，把服务能力做专
做精，把服务质量做细做实，在一
点一滴中、在细枝末节处彰显专业
和品质，不断提升客户满意度、提
高品牌价值。张悦指出，人是推动
企业创新发展的关键因素，包括金
昌汽车在内的社属汽车企业要持
续抓好员工的专业技能和营销能
力培训，努力培养造就一支专业性
强、服务力强、创新力强的汽车商
贸服务团队，为实现企业更高质量
发展夯实人才基础。

□通讯员 郭靖

8 月 19 日，根据“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
安排，集团党委召开对照党章
党规查找差距专题会议。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主
持会议。集团党委委员和社
管党员领导干部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学习
了《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
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及
中央关于在主题教育中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的决策部署，
结 合 实 际 进 行 深 入 交 流 探
讨。领导干部认真对照《党
章》《准则》《条例》等具体要
求，重点围绕中央提出的“18
个是否”，结合思想和工作实
际，逐一查找问题。

汪路平在总结讲话中充
分肯定了本次专题会议的各
项成果。他指出，开好对照
党章党规找差距专题会议是
抓好整改落实的重要基础，
也是高质量开好主题教育专

题民主生活会的重要基础。
领导干部要把检视问题贯穿
思想和工作始终，时刻对照
党章党规、主动查找自身问
题、在实践中改进提高，以自
我革命的精神和刀刃向内的
勇气，着力清除自己身上的
政治灰尘，赢得职工群众的
拥护支持，不断促进浙农集
团高质量发展。

会议还传达学习了中央
《关于第一批主题教育单位开
好“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
民主生活会的通知》精神，研
究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议
指出，开好专题民主生活会是
领导干部守初心、担使命，找
差距、抓落实的一次政治体
检，要聚焦主题教育总要求和
具体目标，聚焦党的初心和使
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四个对照”、“四个找一找”的
要求，严肃开展批评和自我批
评，抓实抓细问题整改，确保
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
新气象，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果。

集团党委召开
对照党章党规查找差距
专题会议

张悦赴金昌汽车杭州辰宝店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