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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金莉燕

一纪开端迎金鼠，三春肇始举玉
杯。

1月 15日，浙农集团 2019年度总
结表彰会在浙农科创园 3号楼 8楼大
会议厅举行。受省供销社党委书记、
理事会主任、省兴合集团董事长邵峰
同志委托，省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
主任、省兴合集团副董事长童日晖到
会祝贺并致辞。省社一级巡视员施
祖法，省社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
省兴合集团副董事长沈省文，省兴合
集团副总裁赵有国、兴合集团党委副
书记林上华及省供销社相关处室负

责人等领导与公司董监事、经营班
子、退休老同志和员工代表共 320余
人欢聚一堂，喜迎庚子新春，共话浙
农前程。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汪路平发表新春贺辞。

童日晖对浙农集团整体改制 20
周年和 2019 取得重大发展成果表示
热烈祝贺，并向全体浙农员工致以新
春的美好祝福。他表示，过去的一
年，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和繁重
艰巨的改革发展任务，在省委、省政
府领导下，在全国供销总社指导下，
全省供销社系统坚持稳中求进的工
作总基调，围绕“三农”工作大局，深
化“三位一体”改革，大力推进为农服

务提升、涉农产业发展、合作经济壮
大、社有经济转型和组织队伍建设，
取得较好的工作成效。浙农集团在
公司党委领导班子的带领下，优化内
控管理，创新经营方式，注重提质增
效，创下了 728 亿元销售规模和 14.2
亿元利润的骄人成绩，为省供销社社
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

童日晖强调，新的一年浙农集团
要切实把握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发展
大势，夯实主业，稳健经营，传承创
新，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的
发展；要稳妥推进浙农股份上市进
程，积极利用资本市场手段推进企
业跨越发展；要依托农业服务、资本
投资、产业联动等优势，充分发挥服
务龙头和产业龙头的引领作用，为
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赢脱贫
攻坚战贡献力量；要深入推进企业
党建工作，确保党的领导深度融入
到企业治理中，切实加强基层党支
部规范化建设，让企业党建更加有
效地激发员工积极性创造性、更加
有力地推动企业稳健发展。省供销
社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浙农加强涉农
产业平台建设、支持公司优化发展
模式、支持企业全面实现可持续发
展。

汪路平向省社、省兴合集团领导
和关心公司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感
谢，并向全体员工致以节日的祝福。
他表示，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省供
销社组建 70周年和公司整体改制 20

周年的重要历史时点上，全体浙农人
坚守初心、勠力同心，奋力夺取了经
营业绩历史新高、战略任务重大突破
和经营质量全面提升的发展成果，为
浙农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奠定了基
础、创造了条件、打开了局面。汪路
平指出，新的一年浙农上下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现代供应链发展、乡村振兴战略
和农合联体系建设的历史契机，以优
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
年。

会上，控股集团总经理包中海、
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分别宣读了

浙农控股《关于表彰2019年度创利贡
献奖获奖单位的决定》和浙农股份

《关于表彰2019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
单位的决定》，省社、省兴合集团和公
司领导为获奖单位代表颁奖，并勉励
他们再接再厉，新年再创佳绩。控股
集团党委副书记曹勇奇宣读了浙农
集团整体改制“二十年二十事”评选
结果。

随后，一场由集团团委精心准备
的文艺汇演拉开了帷幕，精彩纷呈的
歌舞、小品、朗诵等节目赢得了观众
的热烈掌声。

（创利贡献奖获奖名单及“二十
年二十事”评选结果见三版）

金鼠贺岁，庚子迎春。在农
历庚子年春节来临之际，我们感
恩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浙农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感恩
为集团发展做出贡献的退休老
同志、全体员工及员工家属，向
大家致以新春的问候。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浙江省供销社组建70周年和
公司整体改制 20周年。在这个
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历史时点
上，全体浙农人坚守初心、勠力同
心，奋力夺取了经营业绩历史新
高、战略任务重大突破和经营质
量全面提升的发展成果。集团全
年实现销售规模 728亿元，汇总
利润14.2亿元。

这一年，公司扎实苦干、强
基固本，主业板块保持了持续稳
健增长，企业发展基础更加扎
实；这一年，公司不忘农本、担纲
重任，出台了《为农服务工作纲
要》，推动建设现代农业生产服
务、农产品流通服务、涉农金融
服务、乡镇商贸综合服务和新型
农业企业孵化服务五大平台；这
一年，我们攻坚克难、不断突破，
上市工作取得了关键性进展，成
功完成了对绍兴华通商贸的收
购；这一年，我们凝心聚力、提神
定气，在主题教育活动中提升政
治觉悟与思想认识，在抗台救

灾、献血捐髓的公益善举中展现
出浙农精神与社会担当。

回首走过的路，是为了更好
出发。2020年，我们要争取集团
经济发展稳中有进；要实现为农
服务工作新的突破；要争取重组
上市的决定性成功；要推进体制
机制改革持续创新；要加强党对
企业全面正确领导；要让员工对
浙农发展更加满意。

砥砺二十年成果辉煌，奋进
新时代再写华章。站在 2020年
全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在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引领下，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牢牢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
代供应链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和
农合联体系建设的历史契机，时
刻怀揣梦想，共赴百年征程，以
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诞
生 100 周年！我们相信，在省
社、兴合集团的正确领导下，在
社会各界和业务伙伴的大力支
持下，百年浙农的梦想一定能够
实现，我们的生活也一定会更加
美好。

党委书记、董事长：

□华通商贸 罗哲

1 月 2 日，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省
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到华通商贸与华
通医药调研，并与控股集团党委副书
记曹勇奇，华通商贸、华通医药有关负
责人等座谈交流。

施建强听取了关于华通商贸和华
通医药整体情况、2019 年主要工作以
及下阶段经营管理思路等方面的汇

报，对华通商贸、华通医药重组后整体
平稳过渡，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表示肯
定。

施建强强调，浙农控股收购华通
商贸是供销社系统内商贸流通企业强
强联合，进一步优化省社系统内资源
配置的重大战略举措，要总结和借鉴
华通团队的创业经验，加速融合，进一
步研究明确华通商贸新的定位；要因
地制宜，注重规范和效率相结合，深入

了解各业务板块特别是工业板块的具
体情况；要做好传承与发展，在现有基
础上谋求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各板
块收益率；要做好党建和安全工作，守
牢安全底线，重视核心安全环节的风
险防控。

省兴合集团党委副书记林上华，
省社茶叶拍卖交易指导处、兴合集团
综合部相关人员参加此次调研活动。

□农子

天之为高，有祥云千
重，有星河浩瀚；

海之为阔，有碧浪万倾，有百川
汇集。

天目与东海的聚合，钱江与西
湖的润泽，鱼米与蚕桑的邂逅。我
们，曾头顶着炽烈的阳光，脚踩着泥
泞的阡陌；我们，曾凝望着万家的灯
火，忙碌在黄昏的田头。生于农家，
心系农事，厚植农情。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一项改革
犹如一道春雷，预示着全面市场化
的大风将吹进农资流通行业。突如
其来的政策巨变，冲击系统的重大
风险，“放开一个行业，倒掉一批企
业”的前车之鉴，倒逼着公司作出了

“改不一定能活，不改一定是死”的
判断！

这个判断，催生了集团整体改
制的关键抉择；

这个抉择，开启了员工共同创
业的生动实践；

这个实践，牵动了浙农近二十
年的华丽巨变。

这二十年，我们毅然走出家乡，

走进红壤遍布的江西、走进川流交
错的苏皖、走进群雄逐鹿的中原。
从南海之滨到大漠之北，从东北边
陲到西部高原，从一带一路到四洋
五洲，一站又一站地播下希望，一圈
又一圈地跑马闯荡，一批又一批地
开拓担当，终于跨出浙江、进军全
国、走向世界。

这二十年，龙游厂与广德厂机
器响起，新光厂与金牛厂技改落
地。惠多利驰名全国，无人机飞越
田头，庄稼医院搬上网络，新鲜食材
送到餐桌。农产品流通、涉农金融、
农企孵化、城乡商贸一体化，农资主
业更稳了，为农服务更实了，浙农初
心更深沉了！

这二十年，牵手宝马，拿下综合
考核最强，进军塑化，做到了全国行
业最大；千万间广厦巍然拔地而起，
百十亿资金插上金融之翼；战略重
组追逐上市梦想，凤凰涅槃对接资
本市场。有限多元，踏准新时代的
节奏——稳健前行；以商哺农，发挥

浙农人的智慧——专业做
精。

二十年，从化肥、农
药、农膜老三样，到汽车、

塑化、房产新三样，再到金融、医药、
市场又三样；

二十年，百来人队伍聚合到万
把人，二十亿规模扩张到七百亿，两
千万利润增长到十四亿；

二十年，供销舰队的一艘航母
正在前行，久经沙场的一批战士正
在成长，创业创新的一道风景正在
展现……

二十年，我们心中一直挂念着
身披晚霞归去的那头老牛，老牛旁
码齐的稻草，稻草上装满课本的书
包，书包上沾了泥水的草帽，以及，
以及草帽上世代传唱的童谣……无
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我们都不会
忘记共同走过的路，不会忘记为什
么出发。

让我们共同致敬，致敬这二十
年，致敬泰安路，致敬先行者，带领
我们走在了奋斗路上！

让我们共同寄望，寄望再二十
年，寄望科创园，寄望后来人，续写
百年浙农华美的篇章！

浙农集团在新总部举办年度总结表彰会

新春贺词新春贺词新春贺词

砥砺二十载砥砺二十载
奋进新时代奋进新时代

致敬二十年

施建强勉励华通传承发展做大做强

童日晖到会祝贺并致辞童日晖到会祝贺并致辞

领导为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代表颁奖领导为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代表颁奖

浙农文化节文艺汇演浙农文化节文艺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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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主持人 合唱合唱《《中国进入新时代中国进入新时代》（》（集团团委集团团委）） 歌伴舞歌伴舞《《我在安吉等你我在安吉等你》（》（华都股份华都股份））

舞蹈舞蹈《《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明日控股明日控股））

朗诵朗诵《《我骄傲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石原金牛石原金牛））

男女对唱男女对唱《《飞云之下飞云之下》（》（明日控股明日控股））

音乐情景剧音乐情景剧《《回家真好回家真好》（》（浙农投资浙农投资、、浙农实业浙农实业、、浙浙
农金泰农金泰、、金诚汽车金诚汽车））

舞蹈舞蹈《《茉莉花茉莉花》（》（浙农金泰浙农金泰））

音舞诗画音舞诗画《《红色箴言红色箴言》（》（集团团委集团团委））

小品小品《《明天会更好明天会更好》（》（金昌汽车金昌汽车））

歌曲串烧歌曲串烧（（金东方金东方、、金海湾金海湾、、金鸿金鸿））

越剧越剧《《追鱼观灯追鱼观灯》（》（浙农茂阳浙农茂阳）） 表演唱表演唱《《相亲相爱一家人相亲相爱一家人》（》（惠多利惠多利、、浙农爱普浙农爱普））

沙画沙画MVMV《《致敬二十年致敬二十年》（》（集团工会集团工会）） 歌伴舞歌伴舞《《不忘初心不忘初心》（》（集团团委集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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