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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路路上上
在这个美好的季节踏上旅途，一路上都会收获惊喜。也许是弥漫在山头的白

云，在阵阵微风的吹拂下懒散移动；也许是山坳里的村庄，阳光也会投下关注的目

光；也许是河谷溪地里的淙淙流水，撞上石头泛起微微浪花……只要用心留意，路

上处处皆风景。人生亦如旅行，比目的地更美的，是路上的风景。

布达佩斯的每一座桥，都有它的独特气质，
每迈上一座桥，就令人心动一次。而链桥是最
特殊的，正如塔桥是伦敦标志一样，链桥是布达
佩斯的象征。黎明时分，从链桥的一头走到另
一头，迎接晨光，怀旧的情调和历史的韵味常伴
左右，让人真正感受到布达佩斯的温情。

（企业管理部 张全）

在江西上饶三清山，一大早山间云雾升腾，上
山索道略有延误。上山后很多人在“蟒蛇出山”景
点留念，而我没有过多停留，在继续前行的路上好
奇心起爬上一个小山头，看到了图中的景色，大自
然的神工鬼斧让我由衷惊叹。路上，我们错过了
一些景点，但也遇到了一些更难得的风景，有得有
失，看来也是自然之理。有时候，错过何尝不是为
了更好的遇见呢。 （惠多利 范建政）

躲过夏季咸湿的海风，我们在秋天来到了
东极岛。这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宁静的海、漫
长的防波堤、曲折的海岛公路，没有太过密集的
码头，没有漫天开价的海鲜和奶茶。迎着太平
洋的第一缕阳光起床，敞开肚皮吃一顿新鲜捕
捞的鱼虾，在傍晚来临前寻找灯塔，听着海浪拍
打礁石的声音入眠。 （浙农爱普 梅筠）

这是在桐庐瑶琳仙境遇到的天然溶洞自然景
观。大自然巧夺天工，这处自然促成的天然景观
形似一位饱含人生大智慧的老者，在向旅人们娓
娓讲述人生的百态和处世之道。

（浙农金泰 万良辉）

初秋时节阳光好，婺源晒秋丰收忙。十一
国庆期间，江西婺源天气晴朗，村民抓住时机采
摘、晾晒各类蔬果。菊花、辣椒、南瓜、茄子、玉
米等各种色彩将最美乡村装扮成巨大的“调色
板”，引来众多游客感受乡村美景。

（石原金牛 洪丽丽）

蓝天白云映在水光潋滟的昆明滇池上，呈
现了水天一色的和谐与美感，搏击长空的海鸥
越过头顶，那种生命的狂热和张力深深震撼了
我。希望自己能像勇敢的海鸥一样，在往后的
工作中攻坚克难，不断突破，不断成长。

（石原金牛 戴丽月）

在宁夏的沙坡头景区，我第一次看到了沙漠，
也第一次感受了沙漠。那种感觉特别奇妙，尤其
是骑着骆驼慢走在沙漠之中时。由于骆驼胆子很
小，我们骑骆驼时不能说话，伴随着清脆又有节奏
的驼铃声和风的呼呼声，一颠一颠地在漫天黄沙
之中慢慢移动，别有一番滋味。

（明日控股 屠彩琴）

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是西藏三大
圣湖之一。从拉萨去羊卓雍措，路程不到100公
里，却需要翻越海拔 5030米的岗巴拉山口。当
它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时，它的美让我窒息。远
处是海拔 7000多米常年不溶的雪山冰峰，湖泊
雪峰与蓝天融为一体的美景让人流连忘返。

（明日控股 姚敏利）

“不到长城非好汉”，这个假期我也做了一回
真正的“好汉”。登上长城那一刻我被眼前景象震
撼到了，古老的砖墙随着群山万壑绵延伸展直至
天际，身临其境才能真正感受到在险峻的山峦之
上修葺长城是多么艰险不易。站在烽火台向远处
眺望，视野开阔、风景秀丽，山峰此起彼伏，八达岭
长城不愧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

（华都股份 徐丹丹）

照片摄于日本京都。一边是苍翠生机的绿
荫，一边是钢铁叠峦的都市，既协调又呼应，让
人不禁感叹大自然和人类的和谐相处。在观赏
过清水寺的古典之美后，志得意满地下山路中
远眺，仿佛窥见了京都之美的秘密。

（华都股份 邵云凤）

秋高气爽，与两三好友相约，前往台州神仙
居。经过六小时的山路跋涉，登上羽化亭。相传
当年仙人在此羽化而去，徒留羽迹仙踪让后来人
怀念。坐在亭中，可以看到奇峰林立、山崖陡峭处
处成景。幽幽神仙居，融汇奇峰、秀林、飞瀑于一
体，自然无人工痕迹，值得人们寻微探幽。

（浙农实业 张轶崴）

伦敦眼坐落在风景如画的泰晤士河畔，因为
庆祝新千年而建造，故又名千禧之轮。夕阳西下，
千禧之轮缓缓转动，淡看百年风云的大本钟静静
矗立一旁，极目远眺则可将万家灯火收于眼底，在
它的映照下，泰晤士河仿若奇境一般，优雅静谧却
又别具活力。升至最高处，会有一丝梦境一般的
不真实感，也许让人有一瞬间疑惑，到底你是站在
地下看银河，还是在银河里看人间？

（投资发展 王子元）

橙橘金盖槛，竹蕉绿凝禅。照片摄于赣南脐
橙基地，看着远方广阔的蓝天，山下金黄的水稻，
身边即将进入转色期的脐橙，感受着人与自然的
和谐共处，心情怡然自得。漫山遍野的脐橙树挂
满了沉甸甸的果实，橙香四溢。为果农一年的辛
勤付出点赞，也希望明年在使用了我们的肥料后，
这里结出的果实更大、更甜。

（浙农爱普 丁志鹏）

□综合报道

近一个月来，安徽、湖北、河北三省供销社主
要负责同志先后率队来杭，走访浙农控股集团并
在浙江农资大厦与浙江省社、兴合集团及公司有
关负责同志座谈供销社企业改革与转型、为农服
务创新、制度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共同表达
了与浙农加强沟通交流与项目合作，推进系统企
业协同发展的愿望。

9月 26日，安徽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吴良斯携安徽省供销社常务理事、安徽辉隆
投资集团董事长李永东等一行到浙农考察调研，
与浙江省供销社党委委员、浙江省兴合集团总裁
施建强、兴合集团党委副书记林上华及浙农控股
集团党委副书记、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等就推
进社有企业改革、加强沟通合作等内容进行了座
谈。吴良斯表示，浙江省供销社一直走在全国供
销系统的前列，以浙农为代表的兴合集团成员企

业改革创新、多元开拓的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重点就社有企业管控、人才队伍建设、机
制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问题和见解，并希望皖
浙双方能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与成长。施建强感谢安徽方面对浙江合作经济
发展的关注，详细介绍了浙江社有企业的发展经
验，并希望两地同行共同携手，在下阶段发展中
明确合作经济定位，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监管、夯
实基础，在下一轮发展中稳步向前。

10月13日，湖北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会
主任曹松率队到浙农控股集团考察调研时表示，
浙农集团规模大、实力强、经验足、体制活、文化
浓，不愧为全国供销社系统的标杆企业，他本人对
浙农集团在经营管理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由
衷钦佩。他希望借助此次走访的契机，能够与浙
农集团加深沟通交流，共同寻找合作机会，争取共
赢发展。浙农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
海接待了曹松一行并向客人介绍了浙农集团的发

展历程和经营管理情况，着重分享了改制改革的
经验。

10月16日上午，河北省供销社党组书记、理事
会主任丁荣进到浙农控股集团走访，与浙江省供销
社党委委员孙鲁东、浙江省兴合集团党委副书记林
上华及浙农控股集团总经理包中海等座谈。丁荣进
赞赏浙江省供销社较好地理顺了社企关系，在本级
企业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管控规范等方面走在了
系统前列，实现了为农服务和企业发展双丰收，并表
达了学习借鉴浙江经验、构建两地协作模式的浓厚
兴趣。孙鲁东等向客人详细介绍了浙江省合作经济
的总体情况及发展经验，并表示期待与河北同行加
强交流、深化合作，实现共赢发展。

考察期间，三省供销社领导还参观了“浙农
视界”企业形象展厅、浙农科创园产业孵化器及
部分入园企业展厅。三省省社有关处室和浙江
省社、兴合集团、浙农控股集团和浙农股份部分
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交流考察活动。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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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鄂冀省社主任相继来访 深入探讨跨区域系统合作

□办公室 陈叶霖

9月27日，浙江日报全媒体经济新闻部党支部与浙农控股集团第一党支部开展“不忘为农
服务初心、牢记乡村振兴使命”联合党日活动。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浙江日报全媒体
经济新闻部党支部书记、主任刘刚及两支部全体党员参观了余杭“四无粮仓”陈列馆和浙农现
代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并在浙农现代农业技术研究院座谈如何共同做好为农服务工作、投身乡
村振兴实践。活动中，近80岁的原省农资公司农技服务科科长张雷应邀为大家讲述公司早期
为农服务情况。

华通医药召开重组说明会

打造一体化商贸流通与综合服务平台
□综合报道

10月 10日下午，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就拟发行股份购买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事项召开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
收购标的浙农股份实际控制人代表、省兴合集
团副总裁赵有国，浙农控股、浙农股份董事长汪
路平，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浙农股份财务总
监刘文琪及上市公司代表华通医药董事长、总

经理钱木水，华通医药董事会秘书倪赤杭参加
说明会，各中介机构与多家媒体到场参会。

在说明会现场，华通医药、浙农股份与独立
财务顾问海通证券就重组标的资产估值问题、
交易的必要性、业绩承诺等多个核心问题进行
了详尽的解答和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10月8日晚间披露的最新重
组草案，华通医药拟发行股份购买浙农控股、泰
安泰、兴合集团、兴合创投、汪路平等16名自然人

合计持有的浙农股份100%股权，交易价约26.67
亿元；本次交易完成后，浙农股份将成为华通医
药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成为供销社下属主
营产品涵盖农资、汽车，同时经营医药的城乡一
体化商贸流通与综合服务平台。

本次交易可谓是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内商贸
流通与综合服务企业的联合与合作。浙农股份
董事长汪路平在说明会上表示：“本次交易是浙
江省供销社体系内市场化整合改革的延续与深

化。通过本次交易，利用市场化手段，实现战略
联合，有利于依托上市公司平台，打造全国供销
社系统的龙头企业。”

据悉，本次重组尚需华通医药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并由中国证监会及相关政府主管部门对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核准。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
将拓宽主营商品品种、拓展经营服务领域、推动
网络渠道联动发展、夯实客户基础，进一步提升
可持续发展能力。

□办公室 徐玥琪

“我宣布，金华浙农茂阳
食材加工及配送项目正式开
工！”10 月 8 日上午，伴随着
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理事会
副主任沈省文洪亮的声音，
由中国供销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
送有限公司、金华农产品展
示销售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的
金华浙农茂阳食材加工及配
送项目开工奠基。浙农控股
集团总经理包中海，金华市
婺城区相关领导等出席开工
仪式。

包中海要求项目团队始
终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高要
求，恪守诚信、高效运作，为
客户提供安全、优质、便捷的
农副产品配送及配套服务，
同时积极整合利用系统内外
资源、协调维护各方关系、巩
固提升社有企业形象，把项
目打造成模式推广的精品工

程、食品安全的放心工程、系统合作的样板工
程，实现政府、股东、客户和企业自身的多赢
局面，为合作经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据悉，金华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项目由
中国供销总社、浙江省供销社、金华市供销
社三级供销社系统合作投资，拟打造覆盖金
华地区绿色食材配送平台，是浙农控股集团
深入实践省供销社“三位一体”改革精神，提
升为农服务能力，打造全省农产品配送体系
的核心布局。该项目注册资本 8000万元，用
地 45.65亩，拟建成涵盖基地直采、安全检测、
分拣加工、冷链物流、全程可追溯系统在内
的现代食材配送工厂。金华浙农茂阳是浙
农控股集团与中国供销电子商务公司、金华
市供销社合作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
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地区经济发展的首次
尝试，对浙农茂阳加快转型升级、提高品牌
知名度、成为行业领军者也具有重要意义。

□农子

这个十月，国庆大
阅兵恢弘雄壮的直播画
面、电影《我和我的祖
国》对历史节点的细腻
再现，让我们深刻体悟
到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和
奋斗的历程。浙农微信
公众号上的“二十年二
十事”候选事件连载，梳
理了我们这个集体记忆
的触点，让我们回想、感
恩、思考，并用铁的事实
证明着一个朴素的观点
——事业是干出来的！

成就归功于敢干事
的创业者。二十多年
前，没有第一批农资业
务员走出浙江开拓网
点，就没有如今全国布
局的经营网络；没有跳出“老三样”
闯入汽车、石化领域，就没有如今全
国最佳宝马经销商集团和全国最大
塑化流通企业；没有投资房地产、类
金融等国民经济的热点，就没有实
践以商哺农、为农服务的经济基础；
没有改制建立起来的员工创业机
制，就不会从一家十多亿规模、百把
号人、千来万利润的老社企升华为
如今七百亿规模、上万员工、十多亿
利润的新浙农。敢闯、敢冒、敢干
事，是深植在浙农内心的文化基因。

前行有赖于干实事的奋斗者。
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企业和
个人虽渺小却离不开环境的变迁。
农资塑化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汽车
住房等消费市场下行、金融监管不
断收紧、实体经济困难重重 ......面对
挑战与考验，浙农上下展现了实干
者的担当，实施了新一轮创业以优
化产业结构、新建成浙农科创园以
拓展发展空间、推动着浙农股份上
市以搭建资本平台。清谈忧患多误
事，唯有实干能兴业，只有从自身出
发、从细微着眼、从实事做起，才能
确保风险不传导，才能保持发展不
停步，才能在前进中解决问题。

未来寄望于坚持干事的追梦
者。六十多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
一批又一批员工到浙农报到、在浙
农干事、从浙农退休，几十年如一日
的坚持使他们实现了梦想和价值。
浙农给了员工干事的平台和创业的
资源，员工为浙农带来了创造的力
量和多彩的梦想。我们可以自豪地
说，浙农已不单单是优秀的集团型
企业，更是员工与企业的命运共同
体。在这里，我们一起创业、一起干
事、一起坚持；在这里，我们一起追
梦、一起圆梦、一起成长。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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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10 月 22 日 ，中
华合作时报社编委、
中国农资传媒执行
总 编 辑 孙 立 新（左
一）率中国磷复肥产
销二十年采访组走
进浙农控股集团，就
行业改革、企业发展
和浙农整体改制二
十周年等话题对集
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汪路平（中）进行了
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