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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建强吴建鸿到浙农科创园祝贺公司搬迁时强调

立足全新平台 加快改革探索 保持健康发展
□办公室 金莉燕 徐寅杰

在浙农控股集团本级正式迁入
浙农科创园之际，省供销社党委委
员、省兴合集团总裁施建强和省供销
社监事会副主任、省兴合集团监事会
主席吴建鸿等领导分别到浙农科创
园调研走访，就公司顺利搬迁向浙农
干部职工表示祝贺，并就企业改革、
业务创新和金融风险防控等专项工
作提出希望和要求。

5月 20日，施建强和兴合集团副
总裁赵有国在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
汪路平、总经理包中海等陪同下参观
了园区双创孵化器、名优特农产品展
销馆、“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和职
工之家等园区设施和配套物业，并走
进浙农实业、浙农金服、金东方等已
入驻子公司，了解新办公环境等情
况。施建强在参观中称赞浙农科创
园物业体量充足、布局合理、气势恢
宏，能为浙农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
硬件环境和腾挪空间。他希望浙农
珍惜机遇，找准主业结构调整和为农
服务转型方向，掀起新一轮员工创业

热潮。
施建强指出，过去 20年间，浙农

集团依靠改制创新取得了令人瞩目
的成绩。如今，新园区的启用标志着
企业站在了新的起点上，舞台更大、
潜力更大、责任也更大。他希望浙农
集团精心谋划园区运营思路，着力培
育创新经济，建设具有浙农特色的新
时代发展大平台；要把浙农科创园项
目作为企业转型发展的战略机遇，找
准方向、整合资源，集中力量做大事；
要深入探索机制体制改革，加快主业
转型升级，谋求新时代的跨越式发
展。

此前，吴建鸿与兴合集团监事会
副主席贾旭宏等于 5 月 13 日到浙农
科创园调研，祝贺公司搬迁并专门走
访最早迁入园区的浙农投资下属浙
农网络小贷公司。在听取了浙农投
资和浙农网络小贷发展情况的汇报
并详细了解了浙农网络小贷在业务
发展、风控体系、未来规划等方面情
况后，吴建鸿指出，浙农网络小贷在
前期行业乱象丛生的情况下没有随
波逐流，抵制住了赚“快钱”的诱惑，

坚持合规运营，并在监管加强、流动
性收紧、P2P行业大面积暴雷的情况
下保持了平台的稳健运行，守住了投
资人的“钱袋子”，各项工作卓有成
效。他希望公司抓紧完成后续资本
金募集，珍惜并用好来之不易的网络
小贷资质，继续夯实基础，摸清行业
发展规律和自身特色，找准战略发展
定位，不断完善风控体系建设，确保
稳健发展。吴建鸿等领导指出，浙农
投资公司在金融领域做了很多探索，
形成了线上和线下小贷、私募基金、
不良资产管理、财富管理等业务齐头
并进的局面。希望公司继续把审慎、
合规放在第一位，坚持小额、分散的
原则，对创新业务给予一定的风险容
忍度，通过信息管理系统实时把控客
户的商流、物流和资金流，进一步提
升业务审批效率，力争实现更大成
果。

省兴合集团党群部部长陈观贵，
公司领导曹勇奇、李文华、戴红联、叶
郁亭、蒋铭伟，公司监事会成员李滨
炳、高伟、陈江等分别参加了调研走
访活动。

□办公室 刘苏蒙

5月 19日上午，杭
州市供销社理事会主任
杨国正率队到访浙农控
股集团，与公司董事长
汪路平就社有经济发展
和为农服务有关工作进
行了座谈。

杨国正祝贺浙农
控股集团乔迁新址，赞
扬浙农是一家有实力、
有远见、有情怀的大型
综合性企业，并相信浙
农新总部启用能为浙
农集团的发展注入新
活力、打开新空间、提
供新机遇。杨国正还
高度评价了浙农在为
农服务、企业发展和文
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并表示杭州市供
销社愿与浙农在涉农
产业开发、城乡商贸体
系建设等方面共同寻
找契机，开展深入合
作。

汪路平表示，浙农始终坚持为农服
务宗旨，密切关注系统内兄弟单位情
况，愿与杭州市供销社开展包括农资经
营、农产品流通、农贸市场体系建设、涉
农综合服务项目建设等方面的合作。
他希望双方继续保持深度接触，加强业
务交流，共同促成合作落地，实现共赢
发展。

期间，杨国正一行在汪路平的陪同
下参观了园区双创孵化器、名优特农产
品展销馆、“浙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等
园区设施，详细了解了浙农的发展历
程、为农服务、产业结构、企业文化与孵
化创新企业等方面情况。

杭州市供销社副主任马亚明、杭州
供销集团和市社办公室负责人，浙农控
股集团总经理包中海、总经理助理戴红
联和集团办公室负责人等参加了座谈
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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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郭靖

近日，浙农控股集团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
心组 2020年第 2次集体学习会暨 2020年度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总结2019
年度集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研究部署2020年
度工作开展思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
平主持会议。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部分直
属党组织书记列席会议。

学习会上，全体人员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浙江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委常
委会扩大会议精神。汪路平作题为《攻坚克难
稳增长，顽强拼搏谋长远》中心发言，他强调，
习近平总书记在特殊之时考察浙江并发表重
要讲话，是对浙江工作的充分肯定和广大干群
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的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集团上下要学深悟
透讲话精神的主旨内涵，特别是要突出领会

“重要窗口”这一新定位新要求，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迫切感，以抗疫保供、为农服务、改革
发展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转化成果。

汪路平指出，当前，集团已取得疫情防控
和复工复产的阶段性成果。要继续按照“两手
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要求，慎终如始落实疫
情防控常态化举措，积极有序抓好农资、塑化、
农产品等重要物资保供稳价，克难攻坚推动主
业保持平稳、全力应对疫情冲击，不断强化夺
取抗疫保供和经济发展“双胜利”的决心信
心。要加大力度投身乡村振兴，坚守担当、着
眼长远、发挥优势，以落实为农服务五年纲要、
加快五大平台建设为引领，在抓好传统农资经
营和春耕保障的同时，稳妥落实农产品流通体
系建设、为农服务中心建设、乡村振兴专项基
金和助力决胜脱贫攻坚等重点项目，努力打赢
为农服务阵地战，践行社有企业的初心使命。
要树立化危为机的辩证思维，既正视短期风险
挑战、又善于捕捉窗口机遇，紧紧咬住全年既
定目标任务，谋好主业远近发展布局、争取更
多防疫惠企政策，扎实推动各主业板块逆势前

行、跨越发展，以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
头的姿态，努力把浙农打造成为展现新时代社
有企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更好为党和政
府工作大局贡献力量。

会议指出，2019年，在上级党委、纪委的坚
强领导下，集团党委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
体责任，纪委落实监督责任，为企业防范化解
风险、实现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0
年，要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
央纪委四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
及其实施细则精神，继续以清廉浙农建设为主
线，加快建立以纪委为问责主体，财务、审计、
人事、监事会协同的监督格局，推动集团制度
体系更加完善、内部管控更加高效，实现对各
类风险的精准识别、精确防控，以企业治理的
新成效保障集团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会上，党委书记与直属党组织书记签订了
2020年度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书。各基层党支
部将与全体党员签订个人廉洁从业承诺书，确
保责任到边到底，实现监督全覆盖。

汪路平在集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上指出

打造展现新时代社有企业发展成果的重要窗口

□办公室 刘苏蒙

5 月 18 日，浙农控股
集团总部正式乔迁，搬入
浙农科创园，从“新”启
程。新园区由 5幢大楼组
成，总建筑面积约 15万平
方米，共投资 8亿元，集科
研智库、孵化空间、产业平
台、总部大楼和配套设施
于一体，规划档次高、腾挪
空间大、设计布局好。完
善的园区设施、舒适的办
公室环境将为新一轮员工
创业提供强大动力，全体
浙农人将在这里续写新的
浙农发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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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医药 卢方明

5月 19日，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成岳冲一行到景岳堂药业调研基
层中医药工作情况。成岳冲对景岳堂基层中医药工作取得的成绩表示肯
定，并勉励景岳堂大胆创新，走中医药现代化与中医药文化强企相结合的
发展道路，本着扎根基层、服务百姓的理念，积极助力基层中医药发展，为
建设健康浙江贡献力量。图为成岳冲副省长（中）在了解“八病九方”配方
颗粒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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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被妈妈搂在怀里，我总爱仰
头问：“妈妈，你最爱谁？”妈妈笑靥如花
地回答我：“当然最爱你呀，我的宝贝。”
过了可以任性妄为的年纪，枕着妈妈的
肩，我还是爱问：“妈妈，谁是你最爱的
人？”妈妈望着我的眼，安静而坚定地
说：“妈妈最爱的人，是妈妈的妈妈。外
人再好，父母才是依傍。”岁月消长，成
长的是心智，每份爱虽不尽相同，但闪
烁着的都是人性的光辉。小时候，你牵
着我的手，走过大街小巷，现在，我牵着
你的手，陪你看花开花落。

（金鸿公司 蒋巍）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为人母后
我才懂得母爱的真谛。记得小时候
和妈妈逛完街回家，我说“妈妈，我走
不动了”，妈妈立马把我背了起来。
我在妈妈的背上，感受到了瘦弱身躯
下隐藏的巨大能量。妈妈说：“现在
还能背得动你，等你长大了，妈妈也
老了，背不动你喽。”亲爱的妈妈，现
在我长大了，但你不是变老了，你是
变“小”了，以后就换我来照顾你，给
你买好吃的、带你去好玩的地方，把
你当成女儿来宠。

（浙农实业 何晔瑾）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无所不能的人，
那一定是“妈妈”。即使做了妈妈，妈妈
的妈妈仍然是妈妈的“守护神”。只要
有妈妈在，我永远是个小孩；只要妈妈
的妈妈在，妈妈也永远是小孩。

（华都股份 陈莹璐）

在我心里，妈妈是善良、坚强的代
名词。小时候，爸爸因为工作的原因不
常在家。一个冬天的雪夜，我半夜发起
烧来，妈妈给我包裹严实后，自己顾不
上戴帽子围巾，背起我就迎着风雪往医
院赶，到了医院发现她已经从头到脚一
片雪白。这些年，我长大了，离家千里，
记忆里那个一身雪白的身影不曾淡去，
反而在我的记忆深处越来越清晰，不能
长久地陪在她身边也是我最大的遗
憾。这个五月，以爱之名，致敬母亲。

（华都股份 赵小磊）

家乡有句俗语:“上车饺子，下车
面。”意思是归家第一餐要吃面条，寓意
和家人长长久久，离家的最后一餐要吃
水饺，寓意在外平平安安。自我离家求
学、工作以来，母亲一直严格遵循这一
习俗，从不马虎。一到家，不管在不在
饭点，半小时内必定能吃到母亲亲手擀
的手擀面；离家时，为了让我在早上出
门前吃上饺子，母亲凌晨四点就起床和
面、剁馅儿。母亲对我的爱和恋恋不舍
的牵挂，包裹在饺子里，缠绕在面条中，
虽无言，却暖心。

（华都股份 张文萃）

五月初夏的公园一角，妈妈的妈
妈拉着妈妈的手，我在一旁定格下这
个瞬间——这是我的母亲们。女儿
变成了妈妈，妈妈变成了外婆，生命，
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升级。她们许
我慈爱、许我宽容、许我鼓励、许我生
命；你们在岁月中频添白发，教我在
时光里勇敢成长。

（明日控股 李藤也）

“妈妈带我来到这个世界，我要陪
妈妈看遍世间美景。”成年之后，我和妈
妈约定，每年都要去一个地方旅游。就
这样，我牵着妈妈的手，观丽山秀水，颂
林海松涛，赏花前湖畔，叹小溪柳岸。
我一年一年长大，妈妈也慢慢老去，愿
时光能温柔以待，愿天下的母亲都健康
平安。

（惠多利 吴昕怡）

我尤爱阳光下的母亲。记忆里，
母亲总是在果园中忙碌，小巧的剪刀
在她的手里灵活穿梭，修剪去树杈上
多余的枝叶。明媚的阳光暖暖地照
在母亲的脸上，是那样温婉动人。在
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成片果园蓬勃生
长，结出香甜的苹果。在我的心里，
水光潋滟的西湖都不及阳光下的母
亲迷人。

（石原金牛 陈亚妮）

30 年前，母亲含辛茹苦抚育我成
长；30年后，已年过五旬的母亲，放弃了
本该轻松的退休生活，开始抚育我的孩
子。她的双手已经不复当年的细腻，她
的脸颊爬上了皱纹，她的腰身已经开始
伛偻，但是为了让我安心工作，无后顾
之忧，她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活，
不分昼夜照料外孙，承担起一个“母亲”
的责任，把对我的爱毫无保留地复制了
一份给我的孩子。

（办公室 金莉燕）

2018年，父亲为我和母亲在病床前拍
下了这张难得的合照。当晚我离开医院
去寻找落脚处前，妈妈费力地抬手抱了我
一下，殊不知这是她“最后一次”这样抱
我。在那之后，妈妈经历了开颅手术和近
一年的化疗，脑部的肿瘤虽已消退，但右
手再也抬不起来，不能将我揽入怀中。这
场有惊无险的变故，让我看到了母亲的乐
观，也感受到了母子连心的牵挂。成长的
这一路，我有太多想对她表达感谢的时
刻，但谢意涌上心头时却又不知如何表
达，只能将感激藏于心底，盼望母亲快乐
无忧、健康长伴。

（浙农爱普 魏昌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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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最爱你的人那个最爱你的人
5月，我们迎来了第107个母亲节。从你来到这个世界起，母亲的目光就一直追随着你，她护你茁壮

成长、送你扬帆起航，陪你走过人生低谷，与你分享生活喜悦……与母亲相处的哪一个瞬间最触动你的

心灵？是她看着你时的满眼宠溺，是她送你启程的身影，还是她牵着你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刻？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这些母爱定格的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