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等奖

济宁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安吉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PP公司
松阳美林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和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金华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诸暨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杭德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瑞宝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海宁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二等奖

一等奖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PE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出口事业部
海盐华瑞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化工事业部
龙游浙农家居建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营销中心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宝湖汽车有限公司
苏州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辰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桐乡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VC事业部
浦江浙农农副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石化有限公司
浙江金东方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浙农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锦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农控股集团浙江金海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公司

杭州金昌至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经营一部
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营运部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雅苒事业部
临海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恒祥贸易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氮肥事业部

杭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丽水宝顺行二手车经纪有限公司
安徽道尔化肥有限公司
杭州熠诚广告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经营三部
浙江农资集团宁波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温州市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肥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等奖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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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 览

专 版

□办公室 金莉燕

临近春节，当大家沉浸在一
片喜庆中的时候，有一批员工让
公司领导甚为牵挂。1月 7日下
午，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厂区
的员工宿舍内传出了阵阵欢声
笑语，走进职工吴丽仙的宿舍，
这里洋溢着一片温馨的气氛。
为了让困难员工过个好年，浙农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
平专程看望吴丽仙一家，为他们
送上2万元帮扶金和新年祝福。

吴丽仙夫妻二人都是新光
公司的员工，她丈夫方国平已经
在新光工作 26年。5年前，为了
解决夫妻二人异地的问题，新光
公司安排吴丽仙进入品保部工
作。2019 年 2 月，在单位体检
中，吴丽仙不幸被诊断出宫颈
癌，目前已自费治疗 8 万余元，
后续还需继续治疗。吴丽仙的
两个女儿一个刚上幼儿园，一个
正在读小学，高龄的双亲又疾病
缠身，医药费开销巨大，沉重的
经济压力让这个本来安宁的家
庭陷入了困境。

在了解了吴丽仙一家人的
情况和她的病情之后，汪路平动
情地说：“你们是公司的老员工，
也是公司的财富，你们只管安心
工作，安心治病，公司就是你们
坚实的后盾。”汪路平真挚的话
语让吴丽仙夫妻二人十分激
动。吴丽仙说，“我真的很感谢
公司和领导，如果不是公司的福
利好，定期安排员工体检，我也
没办法及时查出这个病，及时得
到治疗，等有症状以后再治后果
不堪设想。我病了以后公司领
导也非常照顾，调整了我的工作
内容，还专门安排同事帮助我，
减轻我的工作压力。今天董事
长又专程来看我，在这个大家庭
里我真的很温暖。”方国平说，公
司帮他解决了家属的工作问题，
帮他们的孩子解决了上学问题，
现在又不遗余力帮助他们家渡

过难关，他已经无法用言语表达
自己的感谢，唯有更勤勤恳恳工
作，报答公司和领导的关心。

从员工宿舍出来，汪路平又
直奔新光厂区，去慰问其余 10
位困难员工，并为他们送上浙农
控股和明日控股准备的慰问
金。汪路平与各位员工亲切交
流，并对大家说，“各位都是浙农
大家庭的一员，是浙农的万分之
一，正是因为有你们，浙农才更
加美好。快过年了，公司非常牵
挂大家，我代表公司为大家送上
新年的祝福，希望大家都能过一
个安乐、祥和的好年。来年，我
们继续携手奋斗！”

浙农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包中海，浙农控股集团党
委副书记、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
斌也分别慰问了浙农茂阳、浙农
爱普、石原金牛等公司的数十位
困难员工，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
和新春祝福，勉励他们树立信
心、战胜困难，并表示公司始终
把困难员工的生活冷暖放在心
上，会尽最大可能为他们排忧解
难。

除了将爱心送到困难员工
家里，公司主要领导还先后看望
了洪子富、李盛梁、瞿香菊、邵玉
英等退休老同志，为他们送上春
节慰问金和慰问品，并向老同志
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心祝

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
寿。公司领导向老同志们通报
了 2019年公司的发展情况和新
园区建设、收购华通集团等大
事，并代表集团感谢老同志为公
司发展做出的贡献，同时期望老
同志们能继续关心和支持集团
的发展进步。老同志们感谢公
司领导的关切慰问，并对集团取
得的历史性进步表示由衷的自
豪，希望公司能越来越好。

一句句暖人话语、一声声真
切关怀将公司的温暖和节日的
祝福送到了每一位老同志和困
难员工的心坎上。在春节即将
来临之际，公司陆续向集团退休
老同志及基层困难员工发放了
慰问金及慰问品，慰问总人数
119 人，慰问金总额 55.95 万元。
其中通过浙农阳光爱心帮扶基
金向家庭特别困难的员工发放
爱心帮扶金14.5万元，补助困难
党员 2万元。据悉，爱心帮扶基
金自 2013 年成立以来，已收到
集团内部将近 800 人次的爱心
捐款近 300万元，其中集团班子
成员捐款近 200万元，几年来已
向 62 位家庭困难员工发放了
137万元爱心帮扶金。在这个寒
冷的冬天里，来自浙农这个大家
庭的温暖，为这些身处困难中的
浙农人燃起一盏明灯，照亮生活
的路途。

关怀暖人心 帮困到基层
集团领导慰问退休老同志和困难员工

包中海勉励青年员工
为实现百年浙农梦贡献力量

2019 年 12 月 27 日，浙农团委
2019 年度工作总结座谈会在杭召
开。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包
中海到会指导并强调，集团团委要密
切联系青年、团结服务青年、激励引
导青年，努力推动浙农团建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实现百年浙农梦贡献青春
力量。会议总结了集团团委 2019年
度工作，并讨论了新园区的“职工之
家”、集团职工文化俱乐部及 2020年
浙农文化节活动亮点等内容，大家立
足实际，纷纷建言献策。

（团委 王嘉）

浙农股份下属三家单位
获评企业信用最高级

日前，经过杭州资信评估公司对
公司基本素质、经济实力、偿债能力、
经营效益及发展前景等方面的综合
评价，浙农股份及下属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
司等三家单位获评最高信用等级
AAA级。 （综合报道）

惠多利与茂施农业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1 月 7 日，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与茂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据悉，茂施农业公司是亚
洲领先的聚氨酯控释肥生产企业，拥
有20项国内专利、1项美国专利和40
万吨聚氨酯树脂包衣尿素、150万吨
掺混肥生产能力。此前惠多利与茂
施公司在浙北区域有着较好的合作
基础，本次签约，双方将在控释肥和
原料购销及市场服务推广方面建立
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通讯员 范建政）

浙农金泰获评
“浙江省省级示范性植保服务组织”

2019年 12月 27日，2019年浙江
省植保技术暨农药械推广信息交流
会、浙江省植保学会学术年会在杭举
行。会议对浙江省十佳“最美绿色防
控示范区”“浙江省省级示范性植保
服务组织”进行了授牌。其中，浙农
金泰下属宁波金惠利植保专业合作
社、嘉兴金惠利迪飞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荣获“浙江省省级示范性植保服务
组织”称号。 （通讯员 万良辉）

浙农研究院技术委员会成立

1 月 12 日，浙农现代农业技术
研究院首届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学术研讨会于浙江农资大厦召开。
会议聘请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农林
大学、浙江省农科院、中国水稻研究
所等单位的 9 名专家为研究院首届
技术委员会委员，通报了 2019 年工
作总结及 2020 年工作计划，并交流
研讨了作物解决方案研究、农资新
产品研发、技术合作等方面内容。
浙农股份副总经理、浙农研究院院
长陈志浩指出，浙农现代农业技术
研究院要明确定位，整合浙农集团
内外部资源，为农业板块的转型升
级提供技术服务支撑，提升浙农在

为农服务上的影响力。
（通讯员 夏亦涛）

新光公司全生物降解膜
成功投放市场

近日，由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
自主研发的新型环保全生物降解农
地膜成功投放市场。该产品不仅在
发挥地膜保温、保墒、增产作用的同
时不对土壤产生污染，还促进了农用
地面覆盖薄膜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与相关生物降解材料产业的发展，具
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意义，其效
果已在嘉兴、椒江等多个项目组的大
田试验基地得到证明。

（明日控股 周红 卢伟东）

济宁华都获评
“2019中国房地产（齐鲁）名牌企业”

1 月 8 日，在新时代下房地产发
展力高峰论坛暨 2019 中国房地产
（齐鲁）“三名”颁奖典礼上，济宁华都
被评为“2019 中国房地产（齐鲁）名
牌企业”称号。作为山东地产界最权
威、最具影响力的评选，齐鲁“三名”
在业内享有盛名，每一年的榜单都是
山东房地产当年市场的缩影。济宁
华都凭借金色兰庭、金色兰庭·香堤
的匠心工程、品质口碑赢得了社会的
认可和尊重，成功从山东省众多房企
中脱颖而出，获此殊荣。

（通讯员 龚群涛）

建德农批市场为困难经营户募捐

2019年 12月 30日，浙农建德农
批市场联合市场商会为因脑溢血而
瘫痪的餐饮经营户吴子清举办募捐
活动。据了解，吴子清因突发脑溢
血一直瘫痪不起，花光了所有的积
蓄，吴子清的爱人一边要照顾瘫痪
的丈夫，一边要苦苦支撑小店，日子
过得十分艰辛。在了解到相关情况
后，建德项目公司的领导十分关注，
并与市场商会共同组织发起了献爱
心募捐活动，公司职工和市场内经
营户积极响应。

（浙农实业 徐建生）

台州卡迪在台州年度汽车盛典上
获多项荣誉

2019 年 12 月 30 日 ，在 由
FM102.7 台州交通广播和台州市汽
车经营行业协会联合举办的 2019中
国·台州年度汽车盛典上，金诚·台州
卡迪荣获“台州市民值得信赖的 4S
店”和“2019年台州汽车行业公益正
能量团队”两项荣誉。

（金诚汽车 潘佳佳）

浙农科创园
被认定为省级小微企业园

日前，浙江省小微企业园工作联
席会议办公室、浙江省经济和信息文
化厅发布了《关于公布第三批审核认
定小微企业园名单的通知》，浙农科
创园成功被认定为浙江省第三批小
微企业园。这也是继获评浙江省省
级双创示范基地和杭州市市级科技
企业孵化器后，浙农科创园获得的第
三个荣誉。 （通讯员 苏莉莉）

□通讯员 戴斯维

为解决环卫工人“早饭难”问题，诸暨市相关单位联合发起设立“爱心早餐”公益基金，为环卫
工人提供一份免费的“爱心早餐”。1月3日，在此次“爱心早餐 情暖暨阳”公益活动中负责早餐
供应、配送及食品安全等工作的浙农茂阳将1938名一线环卫人员的“爱心早餐”配送到了“城市美
容师”们的手中。

汪路平为吴丽仙送去慰问金汪路平为吴丽仙送去慰问金

图 片 新 闻

1. 集团整体改制——开启浙农发展新征程
2. 开发安吉紫竹山庄——进军房地产行业
3. 农资石化收购新光塑料厂——率先探路工贸结合
4. 成立石原金牛公司——浙农旗下首家中外合资企业
5.“浙农爱心住房基金”设立——浙农人“达济天下”的美好初心
6. 浙江农资大厦启用——承载浙农奋斗十五年
7.《浙农报》创刊——逐步构建起多层次宣传平台
8. 爱普引进 ICL新型肥料——奠定国内高新特肥龙头地位
9. 绍兴宝顺开业——宝马业务从0到1跨越起飞
10. 化肥业务整合组建惠多利公司——跨区域推进农资连锁网络建设

11. NC财务业务一体化系统实施——信息化管理长足进步
12. 浙农投资公司组建——金融投资渐成新业务板块
13. 济宁洸河新苑项目启动——大规模参与城市更新
14.“惠多利”荣获中国驰名商标——浙农品牌体系建设成果丰硕
15. 汽车板块售后产值超十亿元——进军汽车后市场成果丰硕
16. 从智慧农资到飞防联盟——为农服务模式新探索
17. 浙农实业开发浦江农批市场——城乡商贸综合体运营走向成熟
18. 明日控股获评全国供应链创新试点企业——加快成长为塑化行业龙头
19. 浙农科创园运营——打开浙农新时代发展空间
20. 浙农控股收购华通商贸——浙农上市取得突破性进展

浙农改制“二十年二十事”评选结果

2019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

省社、省兴合集团和公司领导与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代表合影

2019年，集团组织了“二十年二十事”的评选活动，经党委会审议，最终评选出了二十件具有重要代表意义和现实激励作用的事件。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