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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集团2019—2020年度优秀员工

□通讯员 吴继军

1 月 11-13 日，由宝马中国

举办的 2020 年度 BMW 全国销

售精英及管理团队赛全国总决

赛在上海正式开赛。全国五百

多家BMW经销商的销售精英及

管理团队参加了此次比赛，经过

激烈角逐，浙农下属金昌汽车多

家 4S 店销售精英及管理团队在

此次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浙江

金湖荣获销售精英及管理团队

赛冠军；浙江金湖销售经理李钟

荣膺销售经理全国五强；绍兴宝

晨销售顾问倪晓雯入选总决赛

全明星阵容。

此前，金昌汽车荣登“2020
中国（浙江）汽车风云榜”，获评

“年度卓越经销商集团”称号，旗

下创新纯电动 BMW iX3 被评

为“年度豪华纯电动 SUV”。该

榜单由都市快报联合中国强势

媒体汽车联盟，并结合读者、粉

丝投票和专家、业内人士的意见

评选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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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砺剑绘宏图 不忘初心谱新篇

浙农投资隆重庆祝成立十周年
□通讯员 蔡梦洁

2020年 12月 28日，浙农

投资 2020年度总结表彰会议

暨十周年庆祝活动在杭州举

行。浙农控股集团党委书

记、董事长汪路平，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浙农投资董事长

李文华，控股集团领导班子、

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和浙农投

资历任董事长、股东（代表）、

董事、监事和全体员工参加

会议及庆祝活动。

汪路平对浙农投资十年

来取得的成绩和为浙农控股

集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给予

充分肯定。汪路平要求浙农

投资在新的形势和环境下坚

持以商哺农、农商共兴，聚焦

涉农金融领域，为乡村振兴

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新贡献；树立成为

卓越企业的远大目标，坚持贯彻稳健发展

和敬畏风险的理念，在规模和效益上再有

新突破；积极融入浙农控股集团发展的大

环境、大氛围，在服务集团主业、打开资本

市场空间和促进供应链集成上发挥新作

用；勇于承担社有经济创新的重担，积极打

造成为展示专业金融服务的“重要窗口”，

努力交出一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的成绩单，为企业发展再添新动能。

李文华指出，浙农投资经过 10年的探

索与发展，初步构建了浙农集团类金融板

块，形成了以客户为中心的融资、投资和资

产管理全链条的金融服务体系。李文华强

调，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常态化疫情防

控新形势，面对政策调整和市场环境的不确

定性和挑战，浙农投资在“十四五”期间要实

现规模利润双翻番、公司资金全自筹、特色

品牌共提升、经营管理数字化等“四个跨

越”。

活动期间，浙农投资表彰了 2020年度

优秀个人、优秀团队和创新发展奖获得者，

并向 19位老员工颁发了“忠诚服务奖”，感

谢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坚守和付出。

汪路平要求华都股份开创发展新局面

1月 4日，华都股份 2019年度“三会”在杭

州召开，会议对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经营班

子成员作出调整。控股集团董事长汪路平出

席会议并指出，新的班子团队要心存大局、敢

于担当，以作为树威信，以实绩聚人心，带领

员工不断开创华都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华都

股份要增加土地储备，推进产品销售去化，继

续提高融资能力，充实专业人才力量，助力企

业发展行稳致远，同时探索涉农产业联合开

发模式，肩负起浙农“以商哺农、以商促农”的

企业责任使命。 （通讯员 张文萃）

集团团委召开年度工作总结座谈会

1 月 15 日，浙农集团团委 2020 年度工作

总结座谈会在浙农科创园召开。控股集团党

委副书记曹勇奇出席会议并指出，浙农团委

要紧跟浙农党委领导，将浙农文化节系列活

动做出特色、做出风采、做成品牌；要加强活

动创新，努力探索具备浙农文化基因的活动，

丰富员工生活；要充分发挥基层团组织的力

量，办好、办优各项团委活动。他同时强调，

要将浙农团委打造成凝聚人、影响人、塑造人

的重要平台，成为浙农青年员工展现个性、发

挥才能的舞台。

（集团团委 樊孙漪 王剑军）

农技顾问团专家
为农业板块发展建言献策

1月 9日，浙江省农资商品应用技术顾问

团 2021年度座谈会在浙农科创园召开。与会

专家结合自身专业领域及国家、省政府对现

代农业发展的部署，对农资流通企业全产业

链服务模式以及当前农资流通企业面临的机

遇与挑战等问题提出专业见解和建议。浙农

股份董事长包中海对顾问团专家长期以来的

大力支持和帮助表达了诚挚谢意，同时希望

专家继续为浙江省农资流通协会的发展和浙

农上市后的为农服务工作给予更多的指导和

支持。 （浙农股份 李文旺）

2021届校招活动火热进行中

2020年 10月中旬，以“浙农·为来”为主题

的浙农集团 2021 届秋季校园招聘火热开启。

浙农集团校招工作小组奔赴省内外各大高校

组织专场宣讲会，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

2020年 12月中旬，浙农集团开始进行 2021届

校招面试。截至 2020 年底，共有近百名同学

参加浙农集团校招面试，目前集团及子公司

已有 30个岗位有合适人员进行实习或签约。

（人力资源部 高烨 李梦雪）

浙农“妈咪暖心小屋”
获评省财贸工会示范点

近日，经过省财贸工会女职工委员会综

合评审，浙农控股集团“妈咪暖心小屋”被认

定为省财贸工会“妈咪暖心小屋”示范点。小

屋位于浙农“职工之家”内，面积约 25㎡，分为

母婴室和儿童游乐区，母婴室设置私密哺乳

空间 2个，儿童游乐区提供丰富多样的玩具，

温馨舒适的氛围让小屋深受广大哺乳妈妈的

喜爱，是妈妈们分享育婴知识的平台和放松

心情的驿站。 （党群工作部 樊孙漪）

浙农下属10家单位
获评省诚信农资示范企业

近日，在省农业生产资料行业发展促进

会理事会会议上，浙农下属 10 家单位获评

2019-2020年“浙江省诚信农资示范企业”，分

别是：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浙江惠多利肥料

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宁波惠多利销

售有限公司、温州市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浙

江农资集团临安惠多利有限公司、新昌县惠

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嵊州市惠多利农资连锁

有限公司，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宁波

金惠利农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温州金惠利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惠多利 毛连松 通讯员 万良辉）

浙农飞防联盟项目
荣获“金扁担改革贡献奖”

近日，在中华合作时报、海南省供销社

主办的 2020 全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发展论坛

暨中国供销集团杯“金扁担”“红背篓”双奖

典礼上，浙农飞防联盟项目入选“2020 年度

全国供销合作社城乡优选服务”，并获评“金

扁担改革贡献奖”。未来，浙农飞防联盟将

继续大力传承和弘扬“扁担精神”“背篓精

神”，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贡献智慧

和力量，积极响应农业农村部提出的农药

“减量增效”行动，推动现代农业机器换人又

好又快发展。

（通讯员 万良辉 浙农金泰 杨雷）

新光公司获“浙江制造”国际认证

2020年 12月 25日，明日控股下属杭州新

光塑料有限公司获颁 2020“浙江制造”国际认

证证书，公司产品“农业用聚乙烯吹塑棚膜”

获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授权使用“品”字标

志。“浙江制造”是浙江先进制造业的品牌形

象标识，新光公司获得“浙江制造”国际认证，

标志着新光公司正式跻身于“品”字标浙江制

造高端品牌的大家庭，有利于增强企业品牌

影响力，减少出口技术风险和市场壁垒，为企

业走向国内国际市场提供了互认的通行证。

（通讯员 周红 明日控股 卢伟东）

华都·国滨府项目新年热销

1 月 9 日，济宁华都·国滨府项目 4#、7#、

10#、12#楼热力开盘，开盘当天劲销 147 套，

销售金额 1.5 亿元，吹响了新年热销的号角。

项目公司在做好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专门

搭建了保温帐篷、配备采暖设备，免费提供姜

茶热饮，确保了开盘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华都股份 张思璐）

华都·天元广场商业街盛大开街

2020 年 12 月 27 日，乐清华都·天元广场

商业街正式开街，迎来上千名顾客。商业街

作为华都•天元广场购物中心的有机组成部

分，汇集美食文化、休闲娱乐、亲子教育与生

活配套于一体，与购物中心规划相互穿插，互

为补充，为当地消费者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

生活方式。 （华都股份 赵岢岢）

龙泉美林公馆三开三捷

2020 年 12 月底，龙泉美林公馆三期火爆

开盘，推出 152 套房源，当日劲销 1.5 亿元，去

化 92%。美林公馆自 2020年 10月中旬首开以

来，两次加推。两个月以超九成的去化率、

4.77亿元的销售额成为龙泉首屈一指的火热

红盘，彰显了“浙农”品牌的价值和匠心精神。

（浙农实业 苏厚丞）

台州金诚庆铃五十铃中心店隆重开业

1月 3日，台州金诚庆铃五十铃中心店隆

重开业，并举办了现场互动签单活动，销售顾

问带领客户看车并签单，取得了不错的销售

业绩。 （金诚汽车 潘佳佳）

浙农星沃正式入驻浙农科创园

1月 18日上午，浙农投资旗下财富管理核

心企业浙农星沃入驻浙农科创园 1号楼 1楼，

同时启用崭新的浙农星沃会员中心。依托全

新的办公场地与会员中心，浙农星沃将全力

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提供更优质

的资产配置服务和更贴心的会员体验。

（浙农投资 赵斐杰）

华通商贸投资项目首发获批

1月 7日，证监会披露，浙江绍兴瑞丰农村

商业银行首发获通过。据悉，瑞丰农商行前

身为绍兴县信用联社，2011年改制，是浙江首

批成立的农商行，华通商贸持股 6113万股，占

比 4.5%，为该行并列第二大股东。

（通讯员 凌鸿彪）

浙农茂阳连续三年
获评中国团餐百强企业

近日，在由中国饭店协会主办的第六届

中国团餐产业发展大会上，浙江浙农茂阳农

产品配送有限公司被评为 2020年度中国团餐

百强企业。这是浙农茂阳公司连续第三年获

评该荣誉。 （通讯员 戴斯维）

浙农科创园荣膺
浙江省5A数字化小微企业园

近日，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联合浙江

省物联网产业协会发布了“2020 年度浙江省

4A 和 5A 数字化小微园”名单，经小微企业园

自愿申请，专家实地考察、评估及复核等程

序，浙农科创园被认定为 5A数字化小微企业

园。 （通讯员 苏莉莉）

浙农检测通过
全国农药质量检测能力比对考核

近日，在由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组织

的全国农药质量检测能力比对活动中，浙农

检测通过比对考核。此前，浙农检测获浙江

省市场监管局颁发“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CMA）证书”，被证明具备国家规定的检测条

件和能力，可正式向社会出具具有法律效力

的检验检测报告。 （浙农检测 林燕）

□办公室 刘苏蒙

瑟瑟冬日，暖暖温情。1 月 12 日下午，华悦物

业安吉龙山庄园管理处洋溢着一派温馨。为了让

困难职工过上一个温暖的新年，浙农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汪路平一行专程驱车前往安吉，看望

安吉华都与华悦物业的困难职工。

周清是华悦物业的客服领班，已经在公司勤勤

恳恳工作了 5 年。过去的一年对周清和她的家人

来说过得尤为艰难。2020年初，周清刚刚迎来自己

的第二个孩子，她的妹妹也怀上身孕，大家庭里充

满了喜气。但突如其来的厄运打破了这份美好，

2020 年 3 月，周清妹妹在上班途中突发脑溢血，紧

急送往医院抢救。为了妹妹和腹中的胎儿，周清和

妹妹的家人不惜一切代价，两个月的时间辗转安

吉、杭州等地就医，经全力抢救，最后还是没能挽回

这两条鲜活的生命。为了救治妹妹，他们在医疗保

险报销后仍花费 70 余万元，周清一家也几乎掏空

全部家底。而周清因在家休产假至 5月底，2020年

收入不高，她丈夫从事的个体经营因疫情影响收入

也大幅削减。除了照顾家里身体不好的老人外，周

清两口子还需承担两个小孩的生活与学业开支，一

时间生活陷入了窘境。

在了解周清家的处境后，汪路平说：“相信最困

难的时候终究会过去，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你

是公司的员工，是浙农的万分之一，无论何时公司

都会是你们坚强的后盾。”从汪路平手里接过慰问

金后，周清激动地说：“真的很感谢公司和领导，在

我最困难的时候施以援手，我一直很喜欢浙农‘家’

一样的工作氛围。今天董事长又专程来看望我，让

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一定

更加努力工作，为公司奉献自己的价值。”

随后，汪路平还慰问了安吉华都与华悦物业的

其余 3名困难员工，并为他们送上浙农控股和华都

股份准备的慰问金，勉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

1 月 18 日，浙农控股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文

华，党委副书记、监事会主席曹勇奇先后看望了蒋

志诚、瞿香菊、洪子富等退休老同志及其家属，为

他们送上春节慰问金与慰问品，并致以诚挚的节

日问候。公司领导关切地询问了老同志们的身体

和生活情况，并向老同志们通报了公司 2020 年的

经营情况和总部搬迁、班子换届、成功上市等大

事，对老一辈浙农人为公司发展打下的基础和所

作的贡献表示感谢，希望老同志继续关心与支持

公司的发展与进步。老同志们对公司领导的关心

表示感谢，为公司取得的历史性成绩感到骄傲，并

衷心祝愿公司在未来干出新成绩、展现新作为、迈

上新台阶。

浙农控股党委副书记、浙农股份董事长包中

海，党委委员、浙农股份总经理林昌斌也分别慰问

了惠多利、金昌汽车等公司的困难员工，为他们送

去爱心帮扶金和新春祝福。

一句句暖人话语、一声声真切关怀将公司的温

暖和节日的祝福送到了每一位老同志和困难员工

的心坎上。2021年，集团“送温暖”系列活动共将慰

问 115 人，发放慰问金 54.15 万元。其中通过浙农

阳光爱心帮扶基金向家庭特别困难的员工发放爱

心帮扶金 18万元。据悉，爱心帮扶基金自 2013年

成立以来，已收到集团内部将近 800人次的爱心捐

款近 300万元，其中集团班子成员捐款近 200万元，

截至目前已向 73 人次家庭困难员工发放了 154.2
万元爱心帮扶金。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来自浙农

这个大家庭的温暖，将为这些身处困难中的浙农人

燃起一盏明灯，照亮生活的路途。
汪路平为困难员工送上爱心慰问金汪路平为困难员工送上爱心慰问金

岁寒送温暖 真情暖人心
集团领导慰问退休老同志和困难员工

根据省新闻出版局《内部资料性出版物管理办

法》对内部刊物名称的管理要求，2021年 1月起，《浙

农报》将更名为《浙农传媒》。特此公告。

更名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