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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股份借壳上市获证监会核准通过

□浙农电商 卢亭伊

6 月 5 日，浙江省消费
扶贫购销平台“浙里汇”项
目签约仪式在浙农科创园
举行。浙江省供销社党委
委员、理事会副主任张建，
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党组
成员、副主席赵小敏，浙农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汪路平，党委副书记、总
经理包中海等共同见证了
签约仪式，并就消费扶贫
有关工作座谈交流。双方
一致认为要充分发挥企业
及协会在消费扶贫中的重
要作用，推动消费扶贫落
实落地。图为省工商联社
会服务部部长王邦敏（左）
和浙农电商董事长兼总经
理陈钧（右）分别代表双方
签署“浙里汇”平台委托运
营合作协议。

图 片 新 闻

□浙农股份 胡大为

6 月 12 日，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
布公告称，在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
核委员会 2020年第 26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
上，对浙江华通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核。根据会议审
核结果，华通医药本次资产重组获得无条件通
过。本次交易完成后，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将成为华通医药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成
为供销社下属主营产品涵盖农资、汽车，同时经
营医药的城乡一体化商贸流通与综合服务平
台。

在国家加快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发展
现代流通业、促进消费的背景下，供销社作为服
务城乡商贸流通的重要载体，正迎来新的发展
机遇。

据了解，供销合作社系统国家级和省级多

家农资经营企业目前部分已经完成现代企业
制度建设，并积极开展跨地区经营和并购重
组。本次交易前，浙农系浙江省供销社控制的
为农服务载体和大型商贸流通综合服务企业，
是浙江省规模最大农资流通企业，综合实力在
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农资流通企业中排名前
列；而华通医药为柯桥区供销社下属的医药流
通企业，系全国药品流通行业批发和零售双百
强企业，本次交易可谓是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内

商贸流通与综合服务企业的联合与合作，是浙
江省供销社体系内市场化整合改革的延续与
深化。

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内部借此重组机会，
也将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资源整合，实现战略
联合，依托上市公司平台，构建全国供销社
系统的龙头企业和践行“三位一体”的标杆
企业，打造新时代社有企业发展成果“重要
窗口”。

□办公室 陈江

5 月 28 日，浙江省
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
马柏伟在浙江省供销社
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
邵峰陪同下到浙农控股
集团调研疫情防控常态
化下的法律服务工作。
马柏伟指出，要深刻认
识当前特殊形势下的企
业经营风险，抓重点、补
短板、堵漏洞，用足用好
法律手段，做到合法经
营、依法维权、守法发
展，推动企业在法治化
环境下的高质量成长。

马柏伟向浙农控股
集团董事长汪路平详细
询问了企业发展改革和
疫情防控有关工作，愉
快地走进“浙农视界”企
业形象展厅、浙农名特
优产品体验中心等设施
参观，并深情回忆了他
在省供销社主任任上的
工作经历及与浙农发展
的种种联系，热情祝贺
浙农控股集团总部迁入
新园区办公。马柏伟
说，浙农近四年实现效
益翻番的发展成就让他
感到由衷欣慰，浙农不
负众望地扛住了供销社
企业发展和为农服务的
旗帜，不愧为新时代展
现合作经济独特优势的

重要窗口。
在听取企业法务工作总体情况和法

律服务需求的专题汇报后，马柏伟指出，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律是企业一切
经营活动的底线与后盾。浙农要把内部
法务工作和国家司法体系建设密切联系
起来，通过建立内部律师队伍提升法律
工作层次与涉法事务协调能力；要对重
大风险案例进行逐个剖析，找到法务工
作的短板，堵塞风险防范的漏洞，规范业
务操作程序；要加强与政法单位的沟通
协调，为完善行业法律体系提供鲜活素
材，共同改善供销社企业的法治环境。
针对公司提出的需求，马柏伟现场就企
业内部律师认定、重点案件跟踪协调和
业务资源合作等事项的对接做了协调部
署，同时表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
我省司法行政部门将努力与企业共克时
艰，尤其是为浙农等守法诚信的行业龙
头企业提供更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也希
望浙农发挥自身产业特色优势，更多参
与有关司法单位农产品配送等配套服
务。

省律师协会副会长陈三联，省司法
厅律师工作处处长杨建、办公室主任陈
志远，浙农控股集团公司领导包中海、李
文华、戴红联等参加了调研和座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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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陈江

5月29日，浙江省供销社党委委员、监事会
主任张悦到浙农控股集团公司调研社有企业
监督工作，并主持召开改进企业监督和监事会
工作的座谈会。张悦强调，要贯彻落实全国供
销合作总社、总社监事会关于加强和改进监事
会工作的系列文件精神，找准各级成员企业监
督的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构建科学有效监督
体系，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厘清压实监督责任，
提升监督质量和水平，为开创社有企业改革发
展的新局面发挥坚实的保障作用。

张悦参观了浙农控股集团新总部办公大
楼，了解了浙农控股监事会相关职能配备，并
与控股集团领导座谈交流。她强调，浙农控股
集团是浙江省供销社本级经济最重要的台柱

子和压舱石，也是社有企业改革的担纲者和探
路人。公司监事会要准确认识加强企业监督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推进各项监督机制和监督
举措的落实落地，并通过自身努力创新参与企
业各方面活动，构筑起上下联动、左右互补、综
合监督的监事会工作新局面。要直面监事会
工作存在的问题和痛点，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
情况，创新性地构建务实、高效、精干的分层监
管体系，全面加强对企业决策运行的监督，确
保社有企业稳健发展、社有资本保值增值、社
企干部作风过硬。张悦强调，监事会监督是法
定监督，是对董事会、经营班子决策运行体系
的必要把关与纠正，要着力为企业业务发展保
驾护航。

在座谈会上，张悦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和创
新企业监督体制听取了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和总经理包中海的意见建
议。张悦指出，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协作
配合、良性互动成就了浙农集团改制以来的持
续健康发展，也标志着浙农建立起了成熟的企
业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企
业监督条块，探索纪委、监事会等监督机构的
资源整合，提升监督精准度和实效性。张悦强
调，各级企业主要负责人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正确认识和对待监督，自觉接受监督，健全
制度、完善机制，确保企业健康发展。各级监
事会要积极探索各种行之有效的途径，综合运
用监督手段，确保履职尽责。

省供销社二级巡视员、监事会副主任、省
兴合集团监事会主席吴建鸿，省供销社二级巡
视员、监事会办公室主任朱如仙和省兴合集团
监事会办公室主任陈如恬等参加调研。

□办公室 徐寅杰

6月1日，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委员、副总经理傅德荣一行到浙农控股集团
考察类金融业务，并与浙江省供销社党委委
员、理事会副主任童日晖就为农服务工作与类
金融业务有关情况座谈交流。

傅德荣一行参观了浙农科创园双创孵化
器、浙农名特优产品体验中心、“浙农视界”企
业形象展厅等园区设施，详细了解浙农集团的
发展历程、为农服务工作、企业文化建设等情

况，并对浙农集团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与赞
赏。

傅德荣指出，作为省属涉农企业，农发
集团与浙农集团一样，担纲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和为农服务工作的大任。如何实现类金
融与涉农主业的融合发展，是农发集团正在
探索的转型方向之一。浙农集团类金融业
务的发展经验为农发集团打造涉农金融平
台提供了借鉴，愿与浙农集团在涉农产业投
资、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领域共同探索，开展
合作。

童日晖表示，省供销社致力于“三位一体”
农合联建设，成员企业特别是浙农集团始终坚
持为农服务宗旨，发挥员工创业的体制优势，
在农资经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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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成
绩，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类金融业务发展模式。
希望双方加强业务交流，共同促成合作落地，
实现共赢发展。

浙江省供销社财务处处长夏晓峰，浙农控
股集团副总经理、浙农投资董事长李文华等参
加座谈。

浙农集团与农发集团交流类金融业务发展

张悦到浙农调研企业监督工作时强调

构建有效监督体系 提升企业监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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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眼睛就像是一个万花筒，每一个天马行空的奇思妙想，都是世界在他们眼中折射出的独特景

观。而诗歌，是人类对这个世界最纯粹最直接的反映，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当孩子的想象化成诗歌流淌

出来，又会产生怎样神奇的“化学反应”？让我们来欣赏小朋友们的诗。

小小 朋朋 友友 们们的的 诗诗

时间年轮还有爱

在钟表里面
滴滴答答转圈圈的是谁呀？

是永不停歇的时间。
绕着大树桩

悄悄转圈圈的是谁呀？
是画下四季的年轮

围着我
咕噜咕噜转圈圈的是谁呀？

是爸爸妈妈的爱

陈易 9岁
办公室 陈江儿子

画
蓝蓝的水
青青的水

两只白白的天鹅
浮在水上漂

漂亮的荷花
漂亮的荷叶
让我想到
我在做梦

沈璋允 6岁
办公室 沈璋宜妹妹

蒲公英
我是一朵蒲公英

心中藏着甜甜的美梦
在小草的怀抱中长大
打开毛茸茸的小花伞
乘着微风四处去流浪

张伊诺 9岁
石原金牛 洪丽丽女儿

花
春来花草香，
紫荆香满堂。
花开绿青紫，
春去来秋冬。

申屠雨淅 9岁
华都股份 蒋琳女儿

时间
时间是一个跷跷板

一头是寒假
一头是暑假

我真想：
坐在跷跷板上

从天亮玩到天黑

时间是一扇门
开了又关，寒假来了
关了又开，暑假来了

我真想：
站在那扇门边

等着开门又关门

连想 12岁
明日控股 姚敏利女儿

致白衣天使
新冠肺炎神州传，
各族儿女齐救援。
莫问英雄出何处，
白衣天使勇夺冠。
四月四日国忌日，
亿万同胞来悼念。
青山处处埋忠骨，
济世精神代代传。

戴瑞彤 10岁
明日控股 戴堰坤女儿

山
山水青山生，
连水入迷池。
梅花粉色美？
柳枝站河边。

李瀚辰 8岁
金鸿公司 许贤儿子

落英
天色微蓝风渐起，
落英缤纷洒满地。
过客路遇七彩花，
心生欢喜欲采摘。

嘟嘟7岁
浙农科创 苏莉莉女儿

翅膀
背后的两个小包包里

有我的翅膀
我好好吃饭饭

翅膀就会长出来

豆豆 3岁
浙农投资 胡义娟儿子

开心
姑姑你今天开心吗？
你乖了我就开心。

那你给我买罗迦奥特曼蛋，
我就乖了，

然后你就开心了。

乐乐 5岁
浙农金泰 付英歌侄子

心愿（节选）

我埋藏着
心愿的种子

把梦想埋在空花盆里
期待有一天

可以长出参天大树
不论是去看星辰大海
或是奉献自己的爱

那都是梦
没有成功就去追

也无怨无悔

吕佳琦 11岁
金海湾 卢燕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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