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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全程直播：在线教技术 上门送农资
浙农控股集团联合浙江日报开展服务“三农”乡村行活动

□办公室 徐玥琪

“由于疫情原因，最近很多农民朋友的生产
生活受到了一定影响。今天我们请到了省农科
院的研究员吴江老师和省耕肥总站的陆若辉老
师为大家讲授葡萄春季管理要点和解读化肥定
额制……”4月 23日，浙农控股集团联合浙江日
报来到闻名全国的葡萄种植县浦江开展以“打
好抗疫保供战 守护最后一公里”为主题的服
务“三农”乡村行直播活动，将专家授课、政策解
读、作物解决方案等知识“大餐”以及专家亲临
葡萄园“问诊把脉”以时下潮流的直播形式呈现
给观众。活动中，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
浙江日报经济新闻部主任刘刚共同为红鑫葡萄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送上了农业服务包。该场直
播同时在“浙江新闻”APP 和微赞直播平台播
出，累计观众达 4万多人，直播过程中观众在直
播间积极提问，互动热烈。

在授课环节，省农科院研究员吴江、省耕地
质量与肥料管理总站陆若辉、浙农金泰及中农
在线相关技术人员分别为观众讲授浙江设施葡
萄春季管理要点、解读化肥定额制、讲解巨峰葡
萄全程解决方案并演示智慧农资平台下单流
程。针对浦江地区主打的“巨峰”等葡萄品种，
吴江老师着重分析了葡萄种植过程中存在的主
要问题，传授了设施葡萄春季管理关键技术，在

“花前如何提高坐果率”、“如何花后保果”等具

体问题上一一给出了专业建议。去年，为全面
推进化肥减量增效、促进农业高水平绿色发展，
浙江省开始试行化肥定额制。直播中，省耕肥
总站陆若辉老师对此进行了详细解析，并解答
了观众提出的“定额制后作物产量是否会受影
响”、“限额限的是化肥重量还是有效养分含量”
等疑问。直播下方，评论、提问、点赞、刷礼物等
弹幕不停跳出，观众还积极抢答赢取礼品，直播
间内人气十足。

“今年的‘巨峰’葡萄大概什么时候上市？”
“有没有受疫情影响？”在户外直播现场，汪路
平带着专家来到浦江红鑫葡萄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的果园内，向合作社赠送了包含一吨优质
肥料和三年供应链金融服务的农业服务包，并
关切地向果农询问今年葡萄的种植情况。闻
讯而来的果农们围着专家咨询葡萄种植和田
间管理问题，专家仔细查看作物生长情况后，
为农民开出“良方”并现场进行了指导。果农
激动地说：“专家现场指导的机会太难得了，我
还加了吴老师的微信，以后可以随时跟她请教
了！”

汪路平表示，为农服务、携农发展是浙农集
团的初心使命，浙农将继续积极打造农业生产
服务平台、农产品流通服务平台、涉农金融服务
平台、乡镇商贸综合服务平台、新型农业企业孵
化平台等五大为农服务平台，积极践行乡村振
兴战略，不断建设、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牢牢扎根在为农服务的“主战场”上。
当日，浙农金泰有关负责人还与当地葡萄

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浙农金泰将为合作社引入个性化、精准化的
金融产品配套服务，帮助合作社解决经营融资
问题，进一步提升专业农业合作社的生产服务
水平。

据了解，浙农控股集团每年春季都会联合
浙江日报举办报企联合服务“三农”乡村行活
动，今年已是该项活动持续开展的第 13 个年
头。与此同时，今年 3月以来，集团所属各涉农
单位也分别在全省各地开展送肥下乡、送政策
下乡和送技术下乡等活动，为实现全年农业稳
产增收提供坚实保障。

□通讯员 方小康

3月 26日，以“戮力同心抗疫情，情系三农
保春耕”为主题的浙江省农合联2020年度春耕
支农服务活动启动仪式在宁波余姚市举行。
活动当天，省供销社、省气象局、浙农集团等单
位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送农
资、送科技、送金融、送政策、送气象，为基层一
线复工复产和春耕备耕提供了强力支撑。省
农合联执委会主任、省供销社理事会主任邵
峰，宁波市副市长卞吉安、省供销社理事会副
主任张建、省气象局副局长王东法、省农业农
村厅二级巡视员吴金良、余姚市市委副书记、
市长潘银浩等领导参加本次活动。

仪式上，邵峰宣布浙江省农合联2020年度
春耕支农服务活动正式启动并强调，全省农合
联、供销社系统要全力服务春耕农业生产，保证
农资保供主渠道畅通，打好服务创新“组合拳”，
画好为农服务“同心圆”，与农民群众一道，努力

抢回疫情耽误的时间，挽回疫情造成的损失，为
实现全年农业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服务保障。

浙江省农资流通协会会长、浙农集团董事
长汪路平在仪式上宣读《履行社会责任，保障
春耕生产》倡议书，号召农资企业认真抓好春
耕农资供应工作，在做好传统为农服务工作的
同时创新为农服务方式；积极对接农合联体系
建设，把好农资商品质量关，助力提升农业发
展质量；坚决稳住农业和粮食生产，尽力降低
疫情对农业农村发展的冲击。

仪式现场，浙农集团与余姚市农合联签订
了“现代农业综合服务”合作协议。协议约定，
双方将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全方位合作：打造新
型庄稼医院服务体系；助力余姚当地化肥定额
制试行、土壤改良和污染治理；推进飞防项目、
优质农资配送、农业技术咨询和植保作业等配
套服务的建设。

当天，省供销社向当地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种植大户代表赠送了农业服务包，每份

农业服务包内含浙农集团提供的10吨化肥、一
年的农技专家免费服务和浙江省农科院提供
的 100斤杂交水稻种子。此外，浙农集团等供
销社所属农资经营企业也在现场设置了农资
优惠供应点，为农民提供农资及农机展示、优
质农资商品推介等服务，发放农业技术、农资
商品真假辨别、应用技术等宣传资料，并进行
现场指导，促进新产品、新技术、新机具的推
广。浙农集团的智慧农资服务展台吸引了不
少农户驻足观看。

浙农飞防无人机水稻飞播作业演示作为
今年春耕活动启动仪式上的一大亮点，吸引了
众多目光。在工作人员的精准操控下，两架无
人机腾空而起，在水稻田上方沿着既定线路徐
徐前进，旋翼下喷射出水稻种子，高速且均匀
地完成了大面积的水稻播种。“相对于传统作
业方式，农用无人机具有高效、优质、安全、环
保、节约等优点。”负责执行此次飞播任务的浙
农飞防总经理杨雷介绍道。

省农合联春耕支农行动在甬启动 浙农全方位参与

□通讯员 郭靖

3月 19日，浙农控股集团党委召开理论学
习中心组 2020年第 1次集体学习会，集中学习
研讨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以及在决战
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以及《中国共产党国有企
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主持会议并作中心发言。全
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纪委委员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自疫情发生以来，集团广大党员
下沉一线、冲锋在前，全体干部职工上下齐心、坚
定信心，一手抓疫情防控、确保近万名员工零感
染，一手抓复工复产、全力做好各类生产资料和
民生物资供应，取得了“双线作战”的阶段性成
果。会议强调，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以外防输
入为重点的“下半场”，叠加全球市场动荡，形势
更加严峻。集团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形势的判断及工作
部署上来，毫不松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
抓实抓细防控举措，同时要保持定力、咬定目标、
克服困难，全力以赴稳规模、保效益、防风险，奋
力完成全年既定的目标任务。

会议指出，“三农”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的基本盘、“压舱石”。在当前特殊时期，各级
党委和政府对“三农”工作的重视提到了新的
高度，明确要求供销系统、农资企业全力保障
春耕生产、稳固农业基础。集团各农资经营企
业要充分发挥供应的主渠道作用，以“应考”的
心态和行动高质量完成特殊之年的淡季储备
任务，确保货源充足、调拨有序，稳价有力、服
务精准，于实干处见社企初心、见农企担当。
农产品配送企业、农批市场和农贸市场等企业
要继续保持正常开市营业，努力开拓渠道，保
障城乡居民基本消费品供应。

会议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小
康的底线任务。要以浙农精准帮扶工程为抓

手，以现有常山球川、龙游壶镇等帮扶项目为
纽带，稳妥推进浙农电商运营“浙里汇”平台，
积极援助系统内外单位扶贫工作，在产业帮扶
和消费帮扶两端双向发力，为推动我省“消薄”
和低收入百姓增收、为促进东西部协作扶贫贡
献自己的力量。

会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
织工作条例（试行）》科学回答了国企改革进程
中党的建设和公司治理的关系问题，对国有企
业党组织工作作出了整体设计和全面规范，是
下一阶段企业党建工作的基本遵循。要结合
集团法人治理结构换届工作，不断增强政治意
识、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全面准确、结合实际
地把《条例》各项要求落到实处。要坚持问题
导向和目标导向，针对性补齐集团基层党建中
的短板和弱项，建立完善与企业治理相适应的
党的领导和组织体系。要抓住责任制考核这
个“牛鼻子”，不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真正以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疫情防控不放松 逆势发展不停步
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结合实际贯彻中央部署

通讯员 龚群涛

胜日寻芳蓼河滨，无边光景
一时新。4月 8日，在华都股份董
事长林昌斌的宣布下，华都股份
在济宁开发建设的又一座超百万
方大型商住项目——华都·国滨
府项目正式破土动工。济宁高新
区党工委书记刘章箭，区党工委
委员、财政局局长吴勇等领导及
华都股份有关负责人、项目合作
单位代表共同为项目培土奠基。
现场机器轰隆、掌声喧天，200 多
位到场人员共同见证了这一隆重
时刻。

济宁华都负责人表示，国滨
府项目是华都集团在济宁深耕布
局的第二个超大型商住项目，项
目团队将依托已有优势资源与经
验，以“高起点规划、高水平设计、
高标准管理、高质量建设”为标
准，坚持“重品质、树口碑、创一
流”的精神，将国滨府建设成为高
新区标杆精品项目，为推动蓼河
新城高质量发展、促进提升高新
区城市面貌作出积极贡献。

济宁高新区党工委委员、蓼
河指挥部副总指挥、办公室主任
蔡新国对项目开工表示祝贺。他
认为，国滨府项目的开工建设将拉动全区经
济社会发展，对提升蓼河新城的商业气息与
人文氛围起到积极作用。他希望高新区与
浙江省兴合集团、浙农控股、华都集团的政
企关系在国滨府项目这个新的起点上得到
进一步巩固，共同谋求更深、更广泛的合作。

据悉，华都·国滨府项目位于济宁高新
区重点打造的蓼河新城核心区域，属于高新
区重点招商引资项目，总占地面积约568亩，
总建筑规模超 100万方，是华都集团在成功
开发总建筑面积超 150 万方的超大型楼盘
——金色兰庭项目后，建设的又一座百万方
宜居社区。项目与华都即将在鸿雁湖畔开
发建设的“湖滨印象”大型城市商业综合体
项目形成优势互补，将共同完善济宁高新区
城市功能，提升居住品质、繁荣区域经济，为
济宁高新区城市发展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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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路平汪路平（（左二左二）、）、刘刚刘刚（（左一左一））共同为红鑫葡萄专业合作社送上农业服务包共同为红鑫葡萄专业合作社送上农业服务包

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
一家来到钱塘江边踏青赏春，最
开心的就是在家呆了两个多月的
小朋友了。家里没有小伙伴陪他
玩，客厅是他唯一的活动范围，这
段时间可把他闷坏了。春日和
煦，江边微风拂面，在宽敞的人行
路上，他戴着口罩，牵着刚刚学会
的扭扭车，迈着欢快的小步前进，
好奇的小眼睛打量着沿途的春日
风景，乐享这美好的春光。

（明日控股 董露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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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冰消融，春意潜来。受疫情影响，这个世界沉寂许久，更让我们对这个春天多了
一份期待。如今疫情得到了控制，城市慢慢苏醒，人们也按捺不住心中的雀跃，走出家
门拥抱久违的大自然。欢声笑语与鸟语花香相互映衬，奏响了春天的音符。让我们用
镜头去捕捉春日的美好时光，记录这个特别的春天。

疫情之下疫情之下 遇见春天遇见春天

不 经 意 间 ，春 天 已 如 约 而
至。浙江农资大厦广场上叶叶枝
枝绿暗，重重密密红滋，浙农科创
园内也早已鸟语花香。抬头间，
阳光明媚，天空湛蓝，浙农集团的
建筑正巍然耸立，公司内，犹如沁
人春意中蕴藏着的茁壮生机与蓬
勃热情，全体浙农人正火力全开，
奋力投入业务经营与加快发展的
浪潮，不负春日好时光。

（办公室 周颖颖）

春日清晨去西湖漫游，路上
行人无几，没有了往日的喧闹，迎
面的微风使人心情更加愉快。于
曲院风荷的一隅停留，湖边老树
的枝头又见新绿，湖上亭阁安静
地伫立，远方的朝霞正迎接着初
升的太阳，一同唤醒沉睡的大地，
一切都充满着希望，一切都蓄势
待发。拿起手中的相机定格下此
刻的美好，记录下春天的底色。

（企业管理部 张全）

寒冬过境，离家不远的桃树林，
已是桃花朵朵开。在一个春光明媚
的周末，我们一家人兴高采烈地前
去桃树林踏青。暖暖春风扑面而
来，淡淡花香沁人心脾，女儿像一只
放飞的小鸟，不停地穿梭在桃花
间。看到树周围的杂草，她突发奇
想想为桃树除草，于是尝试着拿起
锄头，在我们的指导下松土、锄草。
一家人在劳作中体会这个别样的春
天，其乐融融、幸福满满，甜甜的笑
声荡漾在桃花林中。

（浙农爱普 孔圆圆）

你那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使我
想起了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你那迎风
率性奔跑的脚步，唤醒了人们对自由
的渴盼；看你兴奋地挥动着泡泡棒舞
蹈，眼前流淌着的全是彩虹的斑斓，
听你微风中清脆稚嫩的欢呼声，脑海
中重播的都是暖春的歌谣；我愿在时
间之门的微风中静侯，等待花开疫散
万物向荣的模样，我愿在孩子嬉戏玩
耍的天地里，邂逅更多纯真而又陌生
的笑容；我对春的渴盼亦是孩子的渴
盼，我渴盼孩子的渴盼不再是渴盼。

（石原金牛 陈亚妮）

这是街头巷陌最熟悉的身
影，也是疫情下最平凡的坚守
者。他们在城市里沉默而忙碌，
不在抗疫一线却也未得清闲，一
身橙色像是这个春天最先绽开但
不凋零的花儿，是最早的春天守
望者。

（明日控股 方鹤宁）

村口疫情检查的卡点撤了哨儿，
我便约上四五位整个冬天未见的好
友，在村里闲游漫步。春风习习，云
卷云舒，路上的油菜花开得正盛，与
好友久别重逢有着聊不完的话题，我
们的欢声笑语也“撒”了一路。春风
拂过发梢，我们站在河边，看眼前的
缓缓流水，看远方的青山白云，希望
在春天里孕育，未来总会更好。

（明日控股 龚正）

4 月初，趁着春日阳光明媚，
带着孩子走进安吉老家的小山，
寻觅春天的足迹。一直居家上网
课的他们宛如出笼的小鸟，嬉戏
在山林间，走过春草丛生的石板
路，踏过被春风吹动的小溪，观赏
春天染绿的竹林，留下春天的美
好记忆。

（华都股份 马海菊）

春拂大地，吹散疫情的阴云，农
村生活正慢慢恢复正常，农田里也长
出了令人喜悦的绿色。绿色寓意新
生，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农民们
带上劳作的工具，戴着口罩开着小
车，满怀希望地驶向前方，去播种春
天的希望。

（明日控股 俞涛）

满目金黄香百里，一方春色
醉千山。疫情拦不住春天的脚
步，在上海周浦镇，油菜花成片成
片盛开了，放眼望去宛如一片金
色的海洋，明镜般的湖水倒映出
远方的青山，游客们迷醉在满眼
金色中，用镜头记录下这美丽的
瞬间。

（浙农金泰 寿永）

疫情渐远，杭州的景区慢慢
恢复开放。4月初的一个春日清
晨，远离尘世的喧嚣，来到静谧的
云栖竹径，往日摩肩接踵的林间
小径如今空无一人，春风染绿了
竹林与树木，阵阵欢快的鸟鸣让
人心情愉悦，沿着小路前进，将沿
途春色尽收眼里，将这份难得的
春日宁静珍藏心中。

（浙农科创 沈伟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