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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十二时辰浙农十二时辰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根据一日间太阳出没的自然规律、天色变化以及自己的生产活动、生活习惯独创了子、丑、寅、

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时辰制的日夜计时方法。而事实上，十二个时辰中，勤劳的浙农人一直未停止劳动，每时每刻都有人坚

守在岗位上，不论日夜。

文 苑

卯时 5:00-7:00

太 阳 从 地 平 线 上 升
起，世界逐渐苏醒，早上六
七点，迎着第一轮初升的
朝阳，陆续有员工来到了
单位，农资订单班的学员
们也踏上了一天的征程。

辰时 7:00-9:00

趁着日头还未猛烈，
农技人员一大早便启程从
杭州赶赴余姚查看试验田
里西瓜苗的长势，并准备
召开农民会。

巳时 9:00-11:00

上午时分，一切准备
妥当，4S 店的员工们早已
严阵以待，用最好的面貌
迎接每一位客户的到来。

而在另一边，济宁华都的交房
现场早已热火朝天，工作人员把钥
匙交付给业主，完成了一场盛大而
隆重的仪式。

午时 11:00-13:00

在农民们午休的间隙，
农技人员又顶着日头开始走
访农资经销商、了解市场行
情。

未时 13:00-15:00

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新
光公司仓库门口，工人们依
然顶着烈日在忙碌着，打包、
搬运、装车。

酉时 17:00-19:00

在大多数同事都下班了
的时候，为了将维修车辆早
点交还客户，4S店的维修人
员依然在忙碌着。

戌时 19:00-21:00

夜幕降临，世界逐渐安
静下来，浙农大厦却依然灯
火通明。

亥时 21:00-23:00

夜幕笼罩下的浙农科创
园显得颇有些宁静而端庄，
园区里依然有人在工作着。

子时 23:00-1:00

夜深了，当人们逐渐进
入梦乡的时候，有一群人却
正开始他们忙碌的工作。浙
农茂阳的仓库里，工人们正
热火朝天地配菜、卸货。虽
然时值暑假，配送量略有减
少，但工作依然不轻松。

丑时 1:00-3:00

万籁俱寂的深夜，华悦
物业的安保人员开始例行巡
逻，保障业主的安全是他们
最大的心愿。此时除了虫
鸣，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回荡
在小区内。

寅时 3:00-5:00

天亮前的最后一个时
辰，也是人们睡意最重的一
个时辰。当世界都陷入深睡
眠的时候，新光公司车间里
的夜班工人依然坚守在岗位
上，随着 24小时不停歇的机
器忙碌着、奋斗着。

申时 15:00-17:00

避开正午的高温，工地
上的建筑工人们开始错峰工
作。为了保障安全生产、保
证工程进度，每天天不亮，工
地上就开始忙碌，一直到星
辰满天工地上才会再度归于
宁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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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金莉燕

8 月 9 日下午，“兴合-浙农引航班”开班
仪式在宝善宾馆举行。省供销社党委书记、
理事会主任、兴合集团董事长邵峰，浙农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浙农控股集团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海出席开班仪式并
发表讲话。开班仪式由兴合集团党委专职副
书记林上华主持，来自省兴合集团的 60 位学
员参加。

邵峰在讲话中表示，本次优秀年轻干部培
训，是兴合集团实施“人才强企”战略的实际行
动，是加强干部队伍梯队建设的重要抓手，是创
新人才工作机制的积极实践。他对学员们提出
几点希望：一要坚守初心担使命，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决落实“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坚守为农服务的初心，把个人发展
与企业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扎根企业，爱岗敬
业，成就事业；二要沉下心来求真知，珍惜学习
机会、摆正学习态度，以甘当“小学生”精神和

“空杯”心态虚心听讲、吸收知识、补足短板、加
快成长；三要锤炼自我磨意志，努力完成各项培
训任务，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把学习成果
融入工作实践，做到学习工作两手抓、两不误、
两促进；四要相伴同学结友谊，取长补短，集思
广益，共同提高，在学学相长中实现理念交融与
资源优化配置。

汪路平认为，举办“兴合-浙农引航班”是
保持合作经济基业长青的重要举措，培养出一
支负得了责任、经得起考验、守得住信念的中
青年干部队伍对企业持续稳健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他提出，办好“兴合-浙农班”是浙农控
股集团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希望培训工作小
组能认真做好课程设置、师资保障、教学形式
创新等工作。他同时希望学员们能够调整心
态，甘当学生；学用结合，学用相长；真学真用，
引领学风。

包中海详细介绍了教学计划、学习形式、学
分构成等培训内容，并提出严肃出勤纪律、严格
课堂记录、做好后勤保障等教务管理要求。

“兴合-浙农引航班”由兴合集团和浙农控
股集团联合举办，培训对象为企业中青年干部，
周期为一年。培训采用“多线并举、方式灵活”
的形式，开展体验式学习，强调管理与业务的对

接、分享与学习的连续、思考与实务的结合，旨
在进一步提升企业中青年干部的综合管理水平
和业务能力，为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人才力
量。

□综合报道

8月 8日，浦江县农合联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授牌暨浦江浙农农业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开业仪式在浦江县举
行。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
邵峰，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
平出席仪式并分别为浦江县农合联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浦江浙农农业
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授牌。

据了解，浦江县农合联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中心是为适应农合联“三位
一体”改革要求，由浦江县供销联社与
浦江浙农共同打造的“多功能、一体
化”基层农业公共综合服务平台。服
务中心内设服务大厅、新型庄稼医院、
检测中心、农产品展销中心、农民培训
中心、农资农机展销中心及农资仓储
中心等服务设施。浦江浙农农业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由浙农金泰与浦江县供
销合作社联合社共同投资设立，公司
立足浦江，面向金华，拟打造一个集

“农资经营”“农资配送”“庄稼医院”和
“智慧农资”等功能于一体的现代农业
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包括产前的技术
培训、种子种苗、农资配供，产中的技
术服务、测土配方、病虫害防治、农机
作业、无人机飞防，产后的农产品营销
等综合性服务。

汪路平在开业仪式上表示，浦江县
农合联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是浙农集团
探索巩固提升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
阵地的一次创举。浦江县农合联现代
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和浦江浙农农业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要增强服务意识，成为
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
纽带；要牢记供销社企业使命，充分利
用系统资源和浙农集团的体制机制优
势融经营于服务、以服务促经营；要传
承浙农员工创业精神，以实际行动实践
浙农“诚信、创新、卓越、分享”价值观。

活动期间，邵峰还前往浙农浦江
农产品批发市场调研，听取项目负责
人关于市场经营情况和为农服务工作
的汇报，并强调浦江农批市场要明确
功能和定位，在保障市场供应的同时
利用各种平台，带动本地优质农产品
跨区域销售，同时推进数字化管理服
务改造，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

术手段，提升内部管理水平，力争把浦江农批市
场建成省内同类市场的示范点。

浦江县委书记程天云，县委副书记、县长俞
佩芬，县委常委、副县长卢楠，副县长虞红梅等
参加有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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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徐寅杰

8月 1日，省供销社
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
邵峰在浙农大厦会见了
前来考察的广东省供销
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
任叶梅芬一行，双方就
综合改革经验、“三位一
体”农合联体系建设等
问题进行了交流。图为
叶梅芬（前排中）正在参
观浙农科创园。

□办公室 陈江

7月31日-8月1日，控股集团公司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赴金华浦江、金东区和衢州
龙游等地基层一线项目开展“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调研，结合深化“三服务”活动，倾听
基层企业和基层员工对公司工作的意见和建
议。汪路平在调研中指出，要按照“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的总要求，坚定不移地
传承员工创业精神，并从业务板块特点和基层
单位实际出发，着眼大局、勇于担当、加快创
新，确保各项目安全平稳运行，努力在当前复
杂经济环境下创造较好的经营业绩。

汪路平首先来到浦江县浙农农批市场项
目，看望慰问了烈日下坚持工作的市场保安、
保洁等基层岗位工作人员并向他们送上消暑
纳凉慰问品。汪路平还走进部分经营商户，了
解经营品种、客流情况和对市场管理的意见建
议等。在由一位退役军人经营的园艺苗木店
铺中，汪路平与店主热情攀谈，对其军旅生涯
致以敬意，并勉励他传承战斗精神，不忘初心、
不畏艰险，争取在新的领域建立新的功业。在
听取了浙农实业和农批市场项目部关于农批
市场一期运营情况和二期建设方案的汇报后，
汪路平指出，浙农实业要适时总结综合体开发
工作的经验，更加突出供销社办市场的政治担
当，更加深入摸清区域市场的需求，更加准确
做好二期定位和设计方案，更加注重年轻骨干

担当与团队协作，更加贴近各方面对市场前景
的期待，努力将浦江浙农农批市场做成党建引
领、政府满意、市场繁荣、农户得利的精品项
目，为提升浦江农产品的知名度和附加值，带
动农户增收，助力浦江全域旅游发展和乡村振
兴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金昌汽车金华宝顺宝马 4S 店，汪路平
深入办公区域、销售展厅和客户接待区察看店
容店貌，并亲手推着满载清凉饮品、药品和消
暑瓜果的小车进入维修车间，和正在高温下工
作的维修人员一一握手并送上慰问品。在听
取 4S店负责人的汇报后，汪路平充分肯定了
金华宝顺今年以来的业绩和整个金昌汽车集
团的经营管理能力。他同时指出，当前汽车行
业乃至整个宏观经济存在较大下行压力，各级
经营团队要清醒认识到前期业绩来之不易，并
充分预估下一阶段面临的不确定性，紧紧围绕
集团和金昌汽车的战略部署，加快销售去化、
提升品牌影响，努力巩固和扩大经营成果，始
终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位于衢州龙游的浙江惠多利肥料科技有
限公司（厂）是浙农集团第一家化肥工业企
业。十多年来，该厂始终坚持为农服务初心，
通过推进多轮技改，克服了设备、技术、场地等
困难，发展成为浙江省内产能产量最大、测土
配方服务最全、定制化生产最专业的复合（混）
肥生产企业。8月 1日下午，汪路平再次来到
该厂调研慰问，首先便到一线向安全巡逻人

员、搬运工人、生产工人等询问车间、库区安全
情况及工人作息安排，向他们表示感谢并发放
了消暑用品。汪路平鼓励一线工人在做好生
产工作之余多提建设性意见，积极参与生产管
理和技术创新，大胆、仔细、认真排查安全隐
患，以实际行动践行工人阶级主人翁意识。

在与龙游厂中层以上干部座谈时，汪路平
肯定了惠多利近年来工贸结合经营思路成效
和龙游厂发展成果，并希望龙游厂在“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准确查找问题、摆正
方位，坚持以测土配方肥开发生产为特色的发
展思路，持续加大在本省对接区域性专业配方
肥的推广力度，为集团为农服务大局作贡献。
他同时表示，要积极应对行业挑战和环境考
验，坚定不移地支持农资主业稳定发展，并在
实践中探索农资工业的转型升级思路。一方
面要在现有条件下持续加快技术改造，不断提
高产量和产品品质，并从车间、库房的精细化
管理中提高综合效益。另一方面也要拓展思
路，积极研究项目引进和库容扩展等问题，并
加强与E农贷等供应链金融项目的合作，解决
应收款难题，着力打开中远期发展空间。他最
后特别强调，安全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要千
方百计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确保工厂安全万无
一失。

控股集团党委委员、浙农股份总经理助理
陈达会，办公室、浙农实业等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参加调研。

推进素质提升 专注人才强企

“兴合-浙农引航班”开班

汪路平到基层单位开展主题教育专项调研时要求

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 加快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