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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供销总社副主任王伟调研浙农控股集团时要求

坚定“三农”情怀 优化产业结构 打造标杆企业
□办公室 陈江

11月22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成员、
理事会副主任（正部长级）王伟率队到浙农控股集
团调研，充分肯定了浙农在转变发展方式、创新为
农服务和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成绩，同时要求公
司坚定“三农”情怀、优化产业结构，融入供销社综
合改革试点实践，为加快打造新时代供销系统标杆
企业做出表率。

王伟在浙江省供销社主任邵峰、浙农控股集团
董事长汪路平等陪同下考察了浙农集团新总部大
厦、绿色双创孵化器及科创园区附属配套设施，对浙
农集团从企业长远发展出发，高标准规划建设现代
化、多功能、孵化型创业园区的举措给予了高度评
价，盛赞此举在全国供销社系统具有典范意义。他
同时希望浙农利用好园区落成带来的新契机，以更
宽的视野、更大的空间和更实的基础加快谋划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引领浙江乃至全国社有企业发展。

在浙江农资大厦“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王
伟全面了解浙农集团发展历程、为农服务、产业结

构和企业文化等方面情况，赞赏浙农集团积极提升
自身形象、不断扩大供销社企业社会影响的努力和
尝试。当观看了浙农农产品配送、农用无人机、农
田统防统治和智慧农资平台等涉农新产业展示内
容时，王伟希望浙农坚持以商哺农思路，在适度多
元发展中不忘农本、关注农需、增添农味，不断提升
服务“三农”的能力和水平。他同时指出，希望浙农
控股集团加强与系统内外科研教学机构的合作，运
用自身优势加快现代农业技术和农业经济研究成
果转换和应用推广，使之在乡村产业振兴和农业农
村现代化中发挥独特作用。

在了解浙农开展的爱心住房基金、员工帮扶基
金、阳光助学基金和精准帮扶基金等内外部救助扶
助机制的情况后，王伟赞扬浙农具有强烈的责任担
当意识，同时鼓励企业进一步创新工作方式方法，
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促进员工与企业共同成
长，企业与社会共同进步，各方面共享发展成果。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教社团部副部长沈青、省
供销社副主任沈省文以及总社、省社和控股集团有
关负责同志参加了调研活动。

□浙农股份 胡大为

11月 15日，由中华合作时报社、中国农业
生产资料流通协会、中国东盟农资商会、中国
农资传媒主办，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浙
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美丰农资化工有限
责任公司联合主办，中盐安徽红四方股份有限
公司冠名，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中国农业生
产资料集团公司特别支持的“红四方杯”2018-
2019全国百佳农资服务商颁奖典礼在山东省
青岛市举行。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
会会长杨建平，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
会长、中国磷复肥工业协会理事长周竹叶，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农资与棉麻局副巡视员、
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副会长符纯华等
领导以及来自国内知名农资生产企业的代表
及流通企业的代表近500位嘉宾共同出席本次
盛会。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作为联合
主办单位代表在会上致辞，并为“2018-2019全
国百佳农资服务商”获奖代表颁奖。

据悉，本次全
国百佳农资服务商
评选除了考察参选
企业的经营资质、
资产规模、年销售
增长量、区域影响
力等硬件指标外，
更加注重参选企业
的诚信度、法律意
识、综合服务能力、
社会责任等相关软
指标的量化评价，
重点关注经销商向
服务商转型。经过
企业自主报名、微
信投票、专家评审等程序，“2018-2019全国百
佳农资服务商”名单最终出炉，其中浙农下属
25家单位获此殊荣。（详细名单见3版）

另悉，2019年度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同期
在青岛举行，会上浙江惠多利肥料科技有限公
司获得了“2019年度中国农资经销商最佳合作

厂家”称号。
在青岛期间，汪路平还参观了由中国磷复

肥工业协会和中国农业生产资料流通协会共
同主办的“第二十届国产高浓度磷复肥产销
会”会场，并与有关上游生产厂家进行了沟通
交流。

□办公室 陈江

近期，省供销社党委委员、兴合集团总裁
施建强先后到丽水、衢州和江苏无锡调研浙农
控股集团汽车、地产、塑化业务基层经营单位，
肯定了有关基层企业克服重重困难，实现经营
质量稳步提升的各项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同时
要求进一步认清当前宏观形势、行业发展趋势
和区域市场特点，科学筹划来年工作思路，实
现发展质量稳中有进。省兴合集团党委副书
记、综合部部长林上华及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同
志以及浙农控股集团副董事长朱振东、总经理
助理戴红联、浙农股份总经理助理曾跃芳与金
昌汽车、金诚汽车、明日控股、华都股份、浙农
实业有关负责人分别参加了调研活动。

在金昌汽车宜兴宝顺宝马和金诚汽车
丽水宝顺宝马 4S 店，施建强参观了销售展
厅、维修车间和配件仓库等设施，与 4S 店一
线员工亲切交流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听
取了 4S 店主要负责人关于当前运营情况、
市场情况和发展思路的汇报后，施建强表
示，浙农旗下宝马 4S 店团队精干、管理精
细、对车市行情把握精准，初步确立起各区

域标杆的行业地位，成绩有目共睹、可喜可
贺。他要求金昌汽车、金诚汽车及各宝马店
继续发扬员工创业精神，优化机制、深耕区
域、增强实力，形成一套可复制可传承的运
作模式。他同时希望金昌汽车、金诚汽车面
对困难沉着应对，面对成绩心存敬畏，深入
研判汽车行业中长期发展趋势，做好应对策
略的筹划，努力为集团业绩提升多做贡献。

施建强选取浙农实业松阳项目和华都股
份衢州天元府项目作为浙农地产板块调研点，
分别到项目现场听取了基层企业负责人和华
都股份、浙农实业主要负责人关于经营情况、
房地产市场形势、公司下阶段工作思路等情况
的汇报，对浙农控股集团旗下房地产板块的总
体工作思路表示支持。在松阳美林松州华府
项目调研时，施建强希望项目团队注重新旧项
目衔接，在做好松州广场商业运营和松州华府
一期尾盘去化的同时，充分利用好口碑和政
策，稳稳当当安排资金、保质保量抓好建设、实
实在在搞好推广。在衢州华都天元府，施建强
希望项目团队进一步增强信心、保持定力，围
绕销售去化中心任务，做好项目预期、定价模
式、工程进度与资源配套等各方面工作的统筹

协调，争取较好的开发成果。
塑化板块的发展情况也是施建强此次调

研活动的重要关注点。他来到明日控股设在
江苏宜兴的道普公司，详细了解这家新设省
外区域公司的各方面情况，并对该公司及整
个明日控股集团的稳步成长表示肯定。施建
强指出，作为塑化业务省外扩张的重要一环，
江苏道普应充分利用好明日控股在跨区域合
作、行业知名度和对冲工具多元化等方面的
优势，以艰苦创业的精神精耕区域市场，以规
范高效的管控规避重大风险，以细致入微的
关怀留住创业骨干，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同发
展。他同时希望明日控股切实贯彻“金融化、
数字化、国际化”三大战略，以较成熟的产融
结合模式为基础，以数字化带动专业化，以跨
省网络对接国际化，加快成为引领行业发展
的新型供应链企业。

调研期间，施建强还要求各单位务必强化
在交通安全、车间管理、项目施工、工程验收和
廉洁从业等方面的规范运作，严格落实安全管
理责任制并依法依规督促施工单位做好现场
安全工作，全面提升企业安全工作水平，确保
万无一失。

□浙农科创 苏莉莉

近日，浙江省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杭州市科技
局分别发布了《关于认定
第三批省级双创示范基
地的通知》和《关于认定
2019 年杭州市级科技企
业孵化器的通知》，浙农
科创园被认定为省级双
创示范基地和杭州市市
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成功
打响了园区在行业内的
知名度。

浙农科创园以“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为核心
理念，依托浙农控股集团
60 余年积累的产业生态
资源，前瞻产业发展趋
势，打造精装孵化空间，
并配备丰富的公共配套
设施，包括洽谈区、路演
区、会议室、企业服务中
心、水吧区等，满足入孵
企业在商务接待、休闲放
松、员工生活等各方面的
需求。通过建立具有浙
农发展特色的双创服务
体系，着力构筑以“科研
院所（产学研）+投融资服
务+创业导师+涉农服务
平台”为核心的持股孵化
模式，培育孵化具有成长
潜力的农业科技型项目，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创新
活力。

未来，浙农科创园将
继续围绕双创思想、为农
服务精神，朝着省级、国
家级孵化器的方向发展，
持续引进农业科技型企
业，服务于新型涉农企业
孵化平台，并起到反哺浙
农控股集团产业链的作
用，力争成为同行业内大
众创新创业的主阵地、创
新模式的试验田、为农服
务的新高地、集团新经济
的动力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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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下属25家单位获评“全国百佳农资服务商”

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到浙农基层经营单位调研

王伟王伟（（左二左二））参观参观““浙农视界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企业形象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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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2007年4月，你来到了妈妈
身边。

至此，妈妈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再不能肆无忌惮地睡懒
觉，再不能周末闭门两天任性追剧，
再不能无所谓白天黑夜，肚子饿极了
再吃饭……

有了你之后，得想着宝宝饿了要
吃饭啦，要带宝宝去玩耍啦，让你坐
进小推车，推着你公园超市到处逛，
你便很满足了。你的一颦一笑一呆

萌，都能把妈妈的心软化。
你睁开眼看我了，你哭了，你笑

了，你长牙了，会说第一个字“灯”了，
会叫爸爸妈妈了……你快乐活泼，给
我们小小的家带来无限欢乐。你的
每一个第一次，都让我们难以忘怀、
无比欣喜，都被妈妈记载在了家庭日
记里。

在你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
妈妈的手破了，外婆和爸爸都没有发
现，你第一个发现了，拉着妈妈的手，

帮妈妈吹吹，那一刻，妈妈的心再一
次被你融化了。

现在儿子长大了，上初中了，个
子超过爸爸了，依然是那么贴心，爸
爸感冒了知道找药给爸爸吃，一个人
在客厅做作业等着出差晚归的妈妈。

儿子，谢谢你爱我，你就是妈妈
心中永远明亮的灯光。

（浙农金泰 马海芹）

故事从 2012 年开始，她，
党翠翠，貌美如花，人见人夸，
他，李权发，相貌平平，责任心
强。都说大学毕业后情侣都逃
不开分手的魔咒，非常幸运我
的爱情没在这个魔咒之内。一
句“你若不离不弃，我必娶你为
妻”，我们经历了第一年懵懂的
爱情，第二年毕业的分离，第三
年订婚的困局，第四年买房的
苦难，第五年结婚的喜悦，第六
年爱情的结晶，第七年幸福的

婚姻。从家庭的反对到信任，
从一无所有到有车有房，从二
人世界到三口之家。爱情的道
路是曲折的，但通往幸福的大
路是光明的。虽这些年没给你
制造过浪漫，虽这些年我没能
大富大贵，虽这些年我从未把
谢谢挂在嘴边，你却多年陪伴，
没有怨言，苦辣酸甜，任劳任
怨。谢谢你，一路陪伴，终身相
伴，谢谢你，一路信任，相扶永
远。 （石原金牛 李权发）

每天人们都会听见各种各样的
声音，无论你是否留意，声音都是我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母亲
那一代人很含蓄，从不会把“我爱你”
这类语言挂在嘴边，但她却总是通过
各种各样的声音来表达对我的爱。

声音具有一种温情。周末的早
上，我躺在暖和的被窝里，听着屋外
妈妈在做饭时锅碗瓢盆的碰撞声，仿
佛一下回到小时候，我睡着懒觉，等
着妈妈叫我吃饭，这种感觉简直太幸
福了。工作中的小事情、生活中的小
烦恼我都习惯带进被窝，在被窝里消

化它们。虽然妈妈不能给我实质性
的帮助，但妈妈的声音有种神奇的抚
慰人心的力量。

声音能点燃一个人对生活的希
望。有一次，疲惫的我走在回家路
上，突然觉得这座城市太陌生了，高
楼林立，有种莫名的“丧”。走到家
楼下的路口时，妈妈突然带着儿子窜
出来，模仿儿子的声音冲我喊：“妈
妈，妈妈，我们等你好久了！” 那个
时候我突然觉得再苦再累也值了，因
为家人还在家里等我。这个声音也
成了我对抗困难的武器，我就是那个

打怪兽的奥特曼。虽然生活中的烦
恼还在，明天又是奔波的一天，但知
道背后还有支柱，瞬间就什么都不怕
了。

董卿在《朗读者》中说：“陪伴是
一种温暖，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
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
是时间。”在一次次声音的传递中，母
亲这些年的陪伴是我最温暖的记
忆。这些充满温情的声音，也成为了
治愈我和激励我前行的法宝。

谢谢你爱我！我也深爱着你！
（华都股份 黄微）

妈妈的声音

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还
没做时，就享受到了父母给我的无私
的爱。而这种爱最为温暖阳光。

我出生于农村，80 年代末、90 年
代初的农村出门基本靠走，最受欢迎
的就是“凤凰”牌自行车了。小时候，
我的“教练自行车”就是这款高大的

“凤凰”自行车。第一次学骑车，我小
小的身躯坐在高大的自行车上，自行
车坐垫离地面约一米，坐在上面我整

个人基本是悬空的，记得当时父亲扶
我坐上坐垫的一刹那，我立马心慌地
跳了下来，因为那种随时会摔倒在地
的感觉真的令人害怕。为了让我能
安心坐在车上踩下脚踏板，父亲一直
在我后面用手扶住自行车替我稳定
车身，我骑到哪，他就紧抓着单车后
座跟着小跑到哪。当我慢慢熟练起
来、不那么害怕时，父亲已是满头大
汗、气喘吁吁，但在他脸上看不到一

丝倦意，有的只是对我无尽的爱意。
这种默默的、无私的爱是独一无二
的，是不可取代的，是无法忘怀的，至
今回想起来我心底都觉得无比温暖
与幸福。

天地将自己奉献给了万物，父母
将自己奉献给孩子，这都是最无私的
爱。世间一切的一切都在教我们感
恩，教我们懂得去爱。谢谢你爱我，
亲人！ （浙农实业 王文仙）

父亲教我骑车

谢谢你爱我

不离不弃伴终身

感谢不够聪明的自己
以为山长水远的“旅途”一路平坦
在荆棘丛生中，莽莽撞撞一个踉跄

炼出一副铜臂铁腕

感谢沮丧过的自己
看别人急速前进偶尔也会沮丧失落、心急恐慌

给自己加油打气，还一个元气满满的心情
学会释怀，重新出发

感谢不够怀旧的自己
不会因为过去的失败和挫折萎靡不振

在质疑和批评声中汲取教训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感谢抱怨过的自己
释放负面情绪，放下不必要的烦恼

直面自己的错误和失败，沉淀浮躁的内心
非宁静无以致远

我希望你
“盐”于律己，“甜”以待人

盐是经历过的烦恼和挫折，初尝时，微酸且历齿
甜是咀嚼后的甘味和沉淀，释放时，细微而久远

在平凡的岁月里，变得柔软又充满力量
（明日控股 汪梦娜）

感谢你
勇敢前行的自己

我们习惯对陌生人的善意说谢谢，对朋友师长的帮助说谢谢，却总是羞于对最亲近的人说声谢谢。趁着感恩节，对默默付出的父母、全
力支持的伴侣、信赖我们的孩子、努力生活的自己说声谢谢，谢谢他们那么爱我们，让我们有勇气在生活的战场上一往无前。

你是妈妈心中的灯

浙
农
员
工

走
在
追
梦
之
路
上

□团委 樊孙漪 李博文

11月 22日，第十四届浙农文化节“走在追
梦之路”健走活动圆满结束，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中海，党委
副书记曹勇奇等领导与 580余名浙农员工从浙江农资
大厦出发，携手并肩，燃情开走。

下午一点，浙农员工以浙江农资大厦为起点，带着精
心设计的“车票式”活动券，从“家”到“家”，健步走向浙农
科创园。汗水从额头慢慢沁出，斗志在心中愈加高昂，
八千米路云卷风舒、江水汤汤，浙农“好汉”们激情昂
扬、健步前行的身影成为了江边一道靓丽的风景。

除沿江健走外，本次活动还设置了浙农文化
展、摄影分享、趣味游戏等任务挑战，丰富

的活动内容为浙农员工们带来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毅行盛宴。

图片来源：集团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