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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资 胡大为 夏亦涛

9 月 25-27 日，中华全国供销总

社农资与棉麻局二级巡视员、中国农

资流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符纯华，

中国农资流通协会兼职副秘书长、中

国农资传媒三农调研咨询中心主任

王旭波一行到浙农调研，与浙农控股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党委

副书记、浙江农资董事长包中海，党

委委员、浙江农资总经理林昌斌及浙

江农资监事会主席陈志浩等就农资

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打通农业产业链

条、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等内容座谈交

流。图为符纯华（右三）一行在汪路

平的陪同下参观“浙农视界”企业形

象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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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控股集团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落实
总书记指示和“七代会”精神

□秾轩

9 月 24 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

表大会在京隆重召开。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李克强总理批示。连日来，浙农

控股集团及所属企业联系实际，深入学习宣传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社工作的重要

指示及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七次代表大会

精神。通过内部宣传、专题学习等形式，把总书

记的指示和中央领导批示、讲话内容第一时间

传达到员工当中；通过调整规划、理清思路，把

“七代会”精神写入企业行动纲领；通过会议座

谈、专题调研把有利于社有企业发展的历史契

机研究好、把握好、利用好，以更加担当有为、奋

发进取的姿态，努力克服困难，实现集团经济平

稳较快发展。

第一时间宣传总书记指示和“七代会”精神

总书记对供销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后，集

团及时利用办公微信群和内部网络媒介转发详

细信息、“七代会”官方新闻稿和公众媒体有关

报道，在OA办公内网全文发布《七代会精神传

达提纲》，做到了同步传达、同步学习。

9 月 27 日下午，公司党委委员和社管领导

干部集体参加了省供销社政治学习会，并在会

后立即向各自单位组织传达，迅速掀起学习宣

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和总社“七代会”

精神的高潮。

9月 27日出版的《中华合作时报》中国农资

传媒刊登了“七代会”闭幕当晚对会议代表——

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汪路平同志的

采访文章。汪路平表示，总书记对供销社工作

专门作出重要指示，体现了总书记和党中央对

供销社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供销社系统广大

干部职工的关心关怀。作为总书记曾经视察过

的供销社系统骨干企业，浙农一定将会议精神

传达好、贯彻好、实践好，以为农服务的新作为

和企业发展的新业绩，交出新时代的靓丽答卷。

10月 16日，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举行专题学

习会议。汪路平在会上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准确把握社有企业在

新时代供销合作社事业中的职责定位和使命任

务，充分结合实际抓好转化落实；要回归社有企

业本源，坚守“姓农、务农、为农”的根本性质，真

正做到像重视利润一样重视为农服务，不断提

升服务能力、完善服务功能、夯实服务基础，加

快为农服务五年纲要落实、五大平台建设，进一

步密切与农民的利益联结，努力成为为农服务

的国家队、主力军；要以新一届法人治理结构和

浙江农资进入资本市场为新的起点，坚持市场

化改革取向和员工创业体制，不断建立完善现

代企业制度，进一步激发企业发展活力、壮大企

业实力，为供销合作社打造“综合平台”和“桥梁

纽带”提供重要的物质支撑；各级党组织要加强

组织领导，利用“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抓

好传达贯彻工作，加强对学习情况的宣传报道，

积极营造浓厚氛围，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切实将

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

神上来，振奋精神、起而行之、奋发作为，努力为

我省农业农村现代化、“三位一体”改革、合作经

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结合业务落实总书记指示和“七代会”精神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和“七代会”精神，

浙农控股集团迅速布置经营管理专题调研，对

旗下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开展摸底排查和窗口指导。调研期间，公司领

导将与各级骨干开展广泛交流沟通，了解旗下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战略、适应双循环大环境的

好做法、好思路，并寻求未来服务“三农”和发展

经济的新举措。汪路平和控股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李文华与各公司领导班子座谈时明

确要求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七代会”精

神为指导，回归“三农”，主动参与“三位一体”，

助力为农服务，提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

村振兴相关业务比例，在支持产业链、供应链和

现代流通发展中探索形成浙农特色的新型发展

模式。

汪路平和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浙江农资

董事长包中海，党委委员、浙江农资总经理林昌

斌等与前来浙农调研的全国供销总社农资棉麻

局领导和农资流通协会领导就如何贯彻落实好

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七代会”精神进行了座谈交

流，并表示浙农将依靠新型技术服务和产业运

营模式，奋力加快农资企业转型升级，持续打通

农业产业链条，做好服务现代农业发展和参与

乡村振兴大文章。

做好规划体现总书记指示和“七代会”精神

在“七代会”闭幕后，汪路平等公司负责同

志即约谈“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小组负责人，

要在规划中全面体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七代会”精神相关内容，加大力度编列“为农服

务”篇章，从公司涉农工作的实际出发，深化打

造农业生产服务、农产品流通服务、涉农金融服

务、城乡商贸综合服务和新型农业企业孵化服

务等五大平台相关内容。同时，为配合参与供

销社综合改革，公司还要在十四五期间加快企

业数字化进程，推动资产证券化，稳步壮大社有

经济实力，形成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平台

和高水平参与双循环背景下的供应链模式，努

力为推进乡村振兴贡献力量，为开创供销合作

事业新局面展现担当。要把学习贯彻工作体现

到近期和中长期各项工作中。重点加快浙农新

仓现代农业服务中心建设，配合做好“新仓经

验”批示 65周年现场会筹备工作；积极投资参与

我省数字农合联体系建设；加快消费品下乡供

应链建设试点。适时探索在控股集团设立为农

服务基金，支持涉农成员企业创新发展。

□通讯员 方小康

10月 16日，浙江农资在杭州召开战略发

展研讨会。浙江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

主任邵峰出席会议并强调，要坚守为农服务

初心，带动农民共创共富，加强企业战略规

划，推动企业更好发展。浙农控股董事长汪

路平、总经理李文华，浙江农资董事、监事、

领导班子成员及下属各子公司主要负责人

参加会议。会议由浙江农资董事长包中海

主持。

邵峰充分肯定了浙江农资在上阶段取

得的各项成绩，并强调公司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供销合作社工作重要指

示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

精神，始终秉承供销社企业为农服务的宗

旨，通过为农服务工作更好地扎根农村、服

务农民，同时要抓住企业上市的契机，不断

提升为农服务能力，加强为农服务平台建

设，通过为农服务工作带动农民共创共富。

邵峰指出，要发挥企业上市后创新与资本对

接优势，持续推进农资、汽车、医药三大业务

板块有机融合，围绕涉农主业积极拓展产业

链，深化创新农资产销模式，进一步加强与

供销社平台网络的连结合作；要继续发挥体

制机制优势，充分发挥员工创业精神，科学

设计股权激励模式，进一步激发企业创新发

展活力，推动企业更好发展。

汪路平强调，公司要明确方向、突出重

点，不断强化合作经济属性，做好为农服务

工作，科学定位涉农主业，创新发展方式，构

建发展新动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实现企

业效益与农民致富的双赢发展；要继续夯实

网络布局，深耕省内市场，做好网络体系建

设，关注并购重组机会，进一步提高经营规

模与效益；要推进试点先行、重点突破，探索

产融结合的发展思路；要围绕业务转型，加

快推进管控模式的调整，完善企业管理，优

化顶层设计；要全面落实从严治党，营造良

好政治生态，不断增强各级党组织的创造

力、凝聚力、战斗力。

会上，浙江农资总经理林昌斌介绍了公

司的基本情况、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并对公司“十四五”规划初稿内容进行了阐

述。浙江大学上市公司研究中心专家包纯

田、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

黄祖辉、农村信息报总编辑杨辉、浙江大学

药学院现代中药研究所专家陈勇等资深专

家学者以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介机构代

表等纷纷结合自身专长和企业实际，从上市

后企业发展定位和方向、主营业务的各自提

升和协同发展、对接资本市场后的中长期规

划等提出了思路和想法，并对公司“十四五”

规划编制提出了意见与建议。

浙江农资召开战略发展研讨会 □办公室 刘苏蒙

10 月 19 日，滨江区常务

副区长姜永柱率队走访浙农

控股集团，与集团党委书记、

董事长汪路平就优化企业营

商环境、推进政企协作开展座

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现状，

帮助协调相关问题。

姜永柱对浙农集团为高

新区（滨江）发展所做的努力

表示衷心感谢，对浙农在企业

发展和文化建设上取得的成

就给予肯定，称赞浙农是一家

有实力、有担当、有情怀的大

型综合性企业。他强调，滨江

区各相关部门将就浙农提出

的问题做好协调和落实，全力

当好企业发展的“服务员”，为

企业发展增信心鼓干劲，全力

以赴助推浙农实现高质量发

展，同时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

交流与联系，携手共谋发展。

汪路平感谢滨江区长期

以来为浙农提供的服务与帮

助，为浙农创造了优质的发展

环境，使浙农在发展速度、质

量与规模上实现一次又一次

突破。未来浙农将继续发挥

自身优势，把握“重要窗口”建

设的历史契机，努力开拓，不

断创新，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持续为滨江区

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浙农贡献。

期间，姜永柱一行在汪路平的陪同下参观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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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企业文化等方面情况。

滨江区财政局、区税务局、区府办、区商务

局、区发改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浙农控股集

团总经理助理蒋铭伟、陈江，财会部、企管部、

投资部等职能部门负责人参加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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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你第一次见到满街的国旗高

高飘扬，你小手指着，嘴里咿咿呀呀，妈

妈告诉你这是五星红旗、中国的国旗，

你欣喜地手舞足蹈，不停地挥舞着旗

帜，用自己的方式向祖国母亲传递生日

快乐的祝福。

（明日控股 俞涛）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是国家的

未来，孩子在国旗下敬礼，心怀对国旗

的敬畏之心，埋下爱国的种子。无论是

少年，无论是国家，在成长的过程中都

会经历风雨，唯有在大潮之中奋勇拼

搏，不断地历练和成长，方可成就一番

事业。 （明日控股 魏倩倩）

国庆假期去祖国西北地区游玩，偶

遇成片的胡杨林。胡杨，是守护大漠的

英雄之树，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

倒，倒而千年不朽。中华土地上的每一

个生灵、每一个民族也都具备着“胡杨

精神”，铁骨铮铮，生而不息。

（明日控股 周炜炜）

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的小侄女看

到大街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后，突发

奇想，用 56根红色皮筋，将头发编织成

红色的五角星，在阳光下折射出一颗天

真浪漫的童心。“星”心相印，红色传承，

我看见了爱国的种子在她的心里悄悄

萌芽。 （惠多利 范建政）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这中秋月

圆之夜，小区门口玉兔与明月相伴，静

谧中流露着美好。而现在的幸福生活，

与国家的强大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奋斗

息息相关。我与朋友们一起吃月饼、赏

月，嗅着风中裹挟的阵阵桂花香味，感

受这洋溢着幸福的时刻。

（浙农爱普 王丹）

国庆假期去重庆游玩，于闹市中觅

得一方宁静之地。在一条八十年代风

格的小巷里，有一家“不老的供销社”：

红色的五角星标识，排排方正的白色小

瓷砖，印在黄白墙上的红色大字，黑色

呆板的小传呼机……处处都是记忆中

熟悉的模样，恍如穿越时光，与过去重

逢。今昔对比之下，让人不禁感叹中国

发展速度，为祖国感到骄傲与自豪。

（浙农金泰 付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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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的第一张照片金秋的第一张照片
要留给我们的要留给我们的祖祖国国

金秋十月，随手拍下的都是祖国的美：或许是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可能是黑白的国宝“憨憨”，亦或者是大

漠边疆的壮丽河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金秋季节里大家的手机中承载着满满爱国情的第一张照片。

绘绘绘 童童童 心心心
“共享家园”亲子活动妙趣横生

10月 10日，第十五届浙农文化节“共享家

园”主题亲子活动在浙农科创园举行，70余名

员工及家属来到现场手工制作尤克里里。在

老师悉心的指导下，孩子们开始了尤克里里

的组装。孩子们小心翼翼地搭建、黏贴着属

于自己的尤克里里，并迫不及待化身“神笔马

良”，开始了各种奇思妙想，用画笔勾勒出最

单纯的童真。家长们也仿佛回到了童年，摩

拳擦掌大显身手，与孩子们一起参与涂鸦，绘

出天马行空的创意。 （集团团委 申琪婧）

送送送 爱爱爱 心心心
“点亮心愿”公益活动助力儿童圆梦

9月 15日，集团团委发起“点亮心愿”公益

活动，一整面承载孩子们美好心愿的微心愿

认领墙出现在浙农科创园 3号楼职工之家门

口，墙上的 95 张便签纸上是遂昌县西畈乡和

建德市李家镇的两家浙农阳光希望小学孩子

们手写的心愿。浙农爱心人士不到半天就认

领完了所有“微心愿”，根据孩子们的心愿，精

心购置了文具套装、画笔套盒、轮滑鞋、书包、

篮球等学习用具和体育用品，认领人还纷纷

手写祝福爱心卡，“我们家也有和你一般大的

小朋友，他祝你学习进步、身体棒棒！”“希望

你喜欢我为你选的轮滑鞋，强身健体，努力学习！”……10月中旬，结束秋假的孩子们回到

校园，从老师们的手中接过来自远方叔叔阿姨的礼物和卡片，个个喜笑颜开。

（集团团委 樊孙漪）

战战战 球球球 场场场
羽毛球赛激情四射

10月 17日，第十五届浙农文化节羽毛球

赛在江南体育中心拉开序幕。本次比赛共有

10支队伍参加，40余人参与，设男单、女单、混

双、男双四个项目，并将单项得分计入团队总

分。赛场内，选手们使出浑身解数，扣球、吊

球；赛场外，加油声、呐喊声此起彼伏。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最终，来自浙农联队的邓云瀚

获得男子单打的冠军，投资公司队的孙卓晖获

得亚军，明日控股队的李泽鑫获得季军；明日

控股队的高静雨、屠彩琴，投资公司队的肖和

娉分别获得女子单打的冠亚季军；明日控股队

的李泽鑫、高静雨摘得混合双打的桂冠，投资公司队章春晖、洪羽，浙农联队的杨建中、樊

孙漪获得亚军和季军；投资公司队孙卓晖、章春晖，浙农联队吴敏、邓云瀚，明日控股队王

益中、陶水华依次位列男子双打的前三名。根据团队积分，明日控股队摘得团体赛桂冠，

浙农投资队获得亚军，浙农联队获得季军。 （明日控股 高静雨 李泽鑫）

趣趣趣 分分分 享享享
“万卷粹金句 书香伴我行”读书分享会思维碰撞

10 月 19 日下午，浙农文化节“万卷粹金

句，书香伴我行”读书分享会在浙农职工之家

举行，本次读书分享会以主题共创会、文学常

识问答等形式展开。来自 9家公司的 20多名

同事，彼此分享着自己的读书历程，有心静如

水的思索，亦有紧张激烈的问答；有经济实用

的理财知识分享，亦有对诗和远方的憧憬；有

职场女性对生活的切身感悟，亦有知足常乐

的满足和愉悦。

（石原金牛 陈亚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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