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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通讯员 戴斯维

9月20日，省供销社副主任沈省文考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工作。沈省文表示，浙农茂阳在农产品配送行业深耕
多年，具有充足的经验优势，公司的信息化管理模式值得借鉴。希望浙农茂阳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
动，进一步做好服务乡村振兴工作。图为沈省文（右二）正在听取相关情况汇报。

□浙农股份 周晨辉 王剑军

9月23日，浙农股份农资板块基层经理人培训
开班仪式在浙农大厦三楼会议室举行。控股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浙
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浙农股份及各子公司班子代
表、浙农股份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及全体学
员共计85人参加开班仪式。

开班仪式上，汪路平向所有奋斗在农资板块经
营网点及基层一线的浙农人表示感谢。汪路平强
调，当前国内农资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在座学员
要有企业自豪感、责任感，更要有使命感，牢记社有
企业服务“三农”的使命，在工作中富有为农情怀、
做好为农服务工作。他希望学员们珍惜培训机会，
提高自身经营技能，加强交流合作，发挥协同作战
能力，创新经营思路，牢固自身的责任担当意识。

随后，林昌斌为全体学员带来开班第一课。他
从宏观到微观分析了当前农业发展的利好和机遇，
指出了当前农资板块基层网点存在的问题，并要求
农资板块基层经理人热爱农资行业，以正能量、敬
业心和责任感投入到工作中，牢固树立学习、联合、
底线思维，不断提高经营质量，提升技术营销能力
和团队管理能力，增强经营部盈利能力，为浙农发
展贡献力量。

据悉，本次农资板块基层经理人培训是浙农股
份四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青穗工程，共计将有
149名学员参训，学员分别来自惠多利、浙农金泰、
石原金牛、浙农创投四家成员企业。培训课程涵盖
党建与企业文化、经营与业务、领导力提升三大模
块课程，共计28课时。

□通讯员 龚群涛

8 月 28 日，济宁华都以总价 1.4145
亿元成功竞得济宁高新区香堤北地块，
项目占地面积约 32 亩，折合楼面地价
2400元/平方米。

随着本次 32 亩土地的成功摘得，
总建筑面积超 150 万方的超大型楼盘
——济宁华都·金色兰庭项目补齐了最

后一片拼图。金色兰庭是全能生活大
盘，小区配套了大型超市、多样商业，
吃喝玩乐购应有尽有，配备的幼儿园+
九年一贯制教育资源也能够给孩子最
好的关爱。同时，金色兰庭更是滨河
生态品质大盘，碧波微澜的洸府河紧
紧挨着项目蜿蜒流淌，推窗即可尽享
河景，此外杨家河公园、任城湿地公
园、廖沟河公园罗列项目周边，也充分

满足了小区业主“离尘不离景”的都市
理想生活蓝图。

经过统一规划、分期开发，至今，金
色兰庭项目已实现4次交付，20000名业
主在此幸福安居。未来，济宁华都将坚
守华都集团“筑家、筑爱、筑未来”的企
业使命，继续做好项目后续开发，为济
宁高新区城市建设增光添彩，为信任并
选择华都的业主打造精品住宅。

济宁华都摘得济宁高新区香堤北地块

省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调研浙农茂阳

9月 6日，浙江省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调
研浙农茂阳，听取公司经营发展、核心业务、区
域拓展及金华项目等情况的汇报，充分肯定了
公司在食材配送方面的探索与努力，就食品安
全溯源体系、市场份额拓展和经营模式转型等
方面内容与浙农茂阳相关负责人座谈交流，并
对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 （通讯员 戴斯维）

包中海调研
衢州天元府和横店星耀城项目

9月18-19日，控股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包中海赴衢州天元府和横店星耀城项
目调研，了解两项目开发进展、目前存在的困
难以及后续操作思路。包中海要求各项目公
司高度重视形势变化，根据市场实际情况，积
极研究应对措施，拓展销售渠道，全力加快产
品去化和资金回笼，为争取实现较好开发成果
和经营业绩奠定基础。 （办公室 杨建中）

集团成功发行
2019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

8 月 27 日，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在银行间市场成功发
行。本期发行由南京银行担任独立承销商，募
集金额 5 亿元，发行期限 270 天，票面利率
4.85%，创近年来集团公司发行最低利率。募
集资金将用于集团后续债务到期兑付。截止
目前，集团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20亿
元，实际发行金额 14亿元。此次超短期融资
券再次发行成功，不仅从资金来源上保证了集
团经营需求及债务兑付，也进一步提升了集团
在债券市场中的形象，展现了集团良好的融资
能力和资信水平，为后续债券发行和成本控制
创造了良好条件。 （财务会计部 黄罗迁）

集团第二党支部、实业投资党支部
与龙游城东市场党支部结对共建

8月 30-31日，集团第二党支部与实业投

资党支部赴龙游联合开展“学深悟透守初心，
真信笃行担使命”主题党日活动。活动期间，
两支部还与龙游城东市场党支部共同签署了

《共建协议》。本次主题党日活动结束后，支部
成员们纷纷表示自己对今后的思想、工作、纪
律、作风有了更加明确的努力方向，在日常生
活中要增强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用党性彰显爱心，用善举反哺社会，同时永
远铭记革命先烈的事迹、弘扬革命先烈的精
神、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不忘历史，勇担使
命。 （财务会计部 沈敏佳）

集团表彰抗台抢险救灾先进集体和个人

今年8月，超强台风“利奇马”正面袭击浙
江，在抗台救灾工作中，集团内部涌现出了许
多先进事迹。在台风来临之际，各受灾区域公
司迅速响应，组建抢险救灾队伍和志愿服务队
伍，在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灾工作。为弘扬先
进事迹，传递正能量，集团分别授予台州惠多
利、临海宝诚和台州卡迪员工陈海滔先进集
体、先进个人称号并予以表彰。 （综合报道）

浙农作物解决方案水稻课题组
举办第二期技术培训会

9 月 12 日，“浙农作物解决方案研究项
目”——水稻课题组第二期技术培训会在嘉兴
市秀洲区举办。水稻课题组成员、各涉农成员
企业、嘉兴市秀洲区供销社以及当地水稻种植
大户等50余人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邀请中国
水稻研究所研究员、浙农股份作物解决方案水
稻课题组首席专家金千瑜，以“水稻病虫草害发
生与防治技术”为主题开展专题培训，为参会学
员解除了在产品试验、农技服务过程中的遇到
的诸多困惑，深受好评。（浙农股份 夏亦涛）

扬中威金斯肥业举行开工仪式

9月11日，位于江苏扬中市西来桥镇的扬
中市威金斯肥业有限公司举行开工仪式。仪
式上，威金斯肥业公司负责人向大家介绍了公
司筹建、运营及未来发展设想。据了解，威金

斯肥业公司主要生产、销售己内酰胺级挤压硫
酸铵，生产线设计年产能20万吨，产品以出口
为主，是惠多利推进工贸结合，积极实施“走出
去”战略，大力拓展境外市场的重要举措。

（浙农股份 胡大为）

浙农爱普科技携手欧化共助农户灾后复产

近日，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携
手欧洲化学走进在台风“利奇马”中受灾严重
的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实地走访了受灾的蔬
菜大棚，向受灾农户捐赠了绿色“恩泰克”肥
料，帮助当地受灾群众恢复农业生产。

（浙农爱普 刘瑞平）

明日控股
连续十一年入选全国民营企业500强

近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峰会在青海西
宁举行。会上，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19中国
民营企业 500强”榜单，明日控股再次上榜并
位列225名，排名较去年提升了18位。这也是
明日控股自2009年来连续第十一年入围中国
民企500强。 （通讯员 俞涛）

明日控股成为
浙江省现代供应链联盟副理事长单位

8月 30日，浙江省现代供应链发展联盟、
供应链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浙江省供应
链+金融资源对接会在杭州举行，明日控股受
邀参会。会上，作为国家级现代供应链创新与
应用试点企业、全国塑化原料供应链服务龙头
企业，明日控股成为联盟副理事长单位，联盟
理事长单位由物产中大担任。随着浙江省现
代供应链联盟、专家委员会的成立，浙江省在
供应链治理方式创新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明日控股 郭利强）

华都股份问鼎“浙农杯”篮球赛冠军

9月 7日，第十四届浙农文化节“浙农杯”
篮球赛在滨江区柒号球馆上演终极对决。华

都股份队和金诚汽车队在经历层层“突围”后
顺利“会师”总决赛，争夺冠军宝座。最终，经
过激烈角逐，华都股份队问鼎本届篮球赛冠
军，主力队员陈国豪凭借着出色的发挥获得

“最有价值球员”称号；金诚汽车队获得亚军。
此外，明日控股队摘得本届篮球赛的季军和最
佳组织奖；惠多利队宋青青包揽个人赛（三分
球和定点投篮）两项冠军。控股集团党委副书
记、工会主席曹勇奇出席活动并为获奖球队和
个人颁奖。 （通讯员 郭靖）

龙游国际建材家居城
举办三周年庆典活动

9月 7-8日，龙游国际建材家居城举行盛
大仪式，隆重庆祝市场开业三周年。据悉，此
次活动共吸引84家商户参展，100多个一线大
牌举行展销，涵盖20多类业态，大力度的价格
让利和优惠为新老客户带来了物美价廉的一
站式购物体验。活动得到了龙游县市场监管
局的高度认可，现场投诉率为 0，两天共成交
3528单，累计收取定金约1160万元，成交金额
将破亿，创下龙游地区建材家居活动成交额的
历史新高。 （实业投资 哈皓文 王文仙）

浙农小贷
获评浙江省A+级优秀小额贷款公司

近日，由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牵头
组织开展的2018年度全省小贷公司监管评级
工作已顺利结束，浙农小贷获评A+级优秀小
额贷款公司。据悉，公司自2014年成立以来，
已连续四年获评A+级优秀小额贷款公司。

（投资发展 章白美）

金诚上通携手团车网举办中秋车展

9月13-15日，金诚上通4S店携手团车网
在杭州西狗茂跨境商品直购中心举办了中秋
车展及上汽大通 MAXUS D60 新车上市发
布会。车展吸引众多客户前来看车，现场气氛
热烈，取得不错效果，并收获多个订单。

（金诚汽车 尹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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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礼赞金秋礼赞 祝福祖国祝福祖国
浙农控股集团献礼新中国成立浙农控股集团献礼新中国成立7070周年周年

花团锦绣拥金秋，万里河山迎国庆。这个金秋，伟

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了70华诞！

在浙江，从美丽的钱塘江畔杭州，到嘉兴、温州、宁

波、湖州安吉、金华浦江、东阳横店，浙农员工们诉说了

对祖国母亲的深情和依恋；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从江

西到湖北，从海南到沈阳，从内蒙到四川，身处全国各

地的浙农员工也纷纷向祖国母亲送上了他们真挚的祝

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浙农控股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浙农控股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

投资发展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投资发展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衢州市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衢州市送上祝福

浙农金泰员工在浙江省嘉兴市送上祝福浙农金泰员工在浙江省嘉兴市送上祝福

金海湾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金海湾员工在浙江省杭州市送上祝福

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温州乐清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温州乐清送上祝福

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湖州安吉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浙江省湖州安吉送上祝福

石原金牛员工在浙江省宁波市送上祝福石原金牛员工在浙江省宁波市送上祝福

惠多利员工在安徽送上祝福惠多利员工在安徽送上祝福

惠多利员工在湖南送上祝福惠多利员工在湖南送上祝福

浙农金泰员工在江西送上祝福浙农金泰员工在江西送上祝福

实业投资员工在浙江省金华东阳横店送上祝福实业投资员工在浙江省金华东阳横店送上祝福

明日控股员工在湖北送上祝福明日控股员工在湖北送上祝福浙农爱普员工在海南送上祝福浙农爱普员工在海南送上祝福

华都股份员工在山东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山东送上祝福 浙农爱普员工在内蒙古送上祝福浙农爱普员工在内蒙古送上祝福

浙农爱普员工在陕西送上祝福浙农爱普员工在陕西送上祝福

明日控股员工在天津送上祝福明日控股员工在天津送上祝福 石原金牛员工在广西送上祝福石原金牛员工在广西送上祝福

华都股份员工在四川送上祝福华都股份员工在四川送上祝福

明日控股员工在广东送上祝福明日控股员工在广东送上祝福

明日控股员工在福建送上祝福明日控股员工在福建送上祝福

浙农爱普员工在云南送上祝福浙农爱普员工在云南送上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