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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生命的朝阳，喷薄澎湃

你是革命的娉婷，烈焰似火

映红了青春，点燃了希望

（浙江农合 周颖颖）

我爱五四的春风托举理想

我爱年轻的人们朝气蓬勃

我爱我二十五岁，携手与你并进的

四分之一个青春

（浙江农合 侯莹）

每天将团徽别在胸前

与年轻的心脏一同跳动

生命自此有了红色的指引

（浙江农合 麻珊瑚）

独生的一代，常自言将踽踽独行于

世

环顾时，志同道合者甚，又回头，百

年来，星河璀璨

于是吾辈青年赓续前志，明白吾道

不孤 （惠多利 周海期）

点燃火炬唤起民族觉醒

百年砥砺回应时代召唤

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惠多利 徐孟丘）

青年应载鸿鹄之志，展骐骥之跃

放飞青春理想，胸怀千秋伟业

共青团百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浙农爱普 李申皓）

喜欢你充满活力的模样

更迷恋你躁动不安的思想

团团生日快乐！

（浙农爱普 吕玲莉）

年轮的记忆总往复着青春气息

时间印记总在不经意悄悄流逝

不能重来，却让历程充满诗意、感动

（浙农金泰 万良辉）

青春回首，在浙里你我携手同行

农心正是，百年风雨辈有后浪激荡

来日方长，信念亘不变奔赴下一场

诗和远方 （明日控股 沈璐琦）

春风春雨，秋叶秋霜；夏夜夏昼，冬

雪冬阳

百年征程，浩浩汤汤；五四精神，血

脉流淌

赋我以梦，沐我以光；华夏赤子，初

心不忘

（明日控股 叶子英）

少年他不曾停下成长的脚步

亦不曾减少对工作的热情

愿我们永远是少年

（石原金牛 徐琦）

三十而立，渐行渐远

可曾经

我也是神采奕奕的共青团员呀

（石原金牛 潘笑）

十四岁我投入您的怀抱

今年您一百岁了

希望我们永远年轻

（金诚汽车 陈悦）

忆往昔，岁月记载着百年峥嵘

以青春之名，怀崇敬心，沿英雄路

向未来，青春无悔，与君共奋进

（浙农金泰 韩璐）

百岁如你，十三点星火燎原七千万

松柏

青春如我，激情壮志敢叫日月换新

天

肩上有你，我辈定当逸志方遒为中

华

（华都股份 赵哪）

归来吧，少年！青春的张力生生不

息

前进吧，青春！泱泱华夏，情留百年

燃尽我们的半生虔诚，谱写最美的

中国梦

（华都股份 吴秀丽）

哪里会写什么三行情诗

身在团，心在团

就是我经历过最浪漫的事

（明日控股 金子）

以前你是一团微火，点燃整片原野

现在你是不灭星光，引领万千青年

踏过百年，年轻依旧

（明日控股 李亦茹）

在这特殊的节日里为你采一片祝

福

跨过高山，穿越海洋，飞落你身旁

百年共青，来日方长

（华都股份 王林伟）

共奋斗、共引领、共启航

青春谱写华丽的诗篇

团结铸造新的辉煌

（浙农实业 李思嘉）

回望百年，青春向党。每一次搏击风浪的天空下，都激荡着青春的旋律；每一个勇毅前行的足迹中，都饱含着奋斗的艰辛。今
年是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百年来中国共青团始终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团结引领一代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
奋斗，谱写了精彩的青春华章。青春献礼，将爱成文，让我们以笔写意，写下浙农青年对团团最真挚的告白。

回望百年回望百年 写给团团的三行情书写给团团的三行情书

□集团团委 陈新锐 陈亚妮

5月 10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

团成立 100 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

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浙农控股集团团委组织团员青年以各

种方式收看大会盛况，认真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集团团委及各团（总）

支部书记在浙农科创园主会场收看大会直

播，并于会后重温入团誓词。各团（总）支

部通过设立各单位分会场和小组观看等形

式收看直播。集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付

建斌，党群工作部负责人出席活动。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共青团提出四

点希望。一是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

领中国青年思想进步的政治学校；二是自

觉担当尽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

奋斗的先锋力量；三是心系广大青年，始

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

四是勇于自我革命，始终成为紧

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

在集中收看的主会场，现

场的青年团干们通过直播画面

深切感受到百年征程的波澜壮

阔和青春荣光，深刻领悟了青

春誓言“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的时代内涵，理解了新时代对

团员青年的殷切期望和使命担

当。大会结束后，现场青年团

干高举右手，紧握右拳，郑重宣

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慷慨激昂的铮铮

誓言，庄重的宣誓仪式，让大家

再一次坚定初心。

团员青年们纷纷表示，作为中国青年、

浙农青年，我们必将继承发扬团员青年敢

闯敢干的精神，用青春续写奋斗奉献的新

篇章，为集团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为庆祝建团 100周年，集团团委还开展

了五四主题团日活动并召开“五四”表彰大

会，对集团 2020-2021年度 3个先进基层团

组织、8名优秀团干和 17名优秀团员进行表

彰。30 余名团员青年参与活动，在定点游

戏、旱地冰壶、绘画创作等团队游戏中感受

五四精神，凝聚奋进力量。

浙农青年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浙农青年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100100周年大会周年大会

团员们正在进行定点游戏团员们正在进行定点游戏

浙农青年收看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浙农青年收看庆祝中国共青团成立 100100周年大会周年大会

□办公室 余小波

4月 29日，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

事会主任陈利江到浙农控股集团调

研社有企业改革发展和为农服务工

作情况，要求浙农坚持党建引领，牢

记为农服务宗旨，深度融入“三位一

体”农合联体系，持续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供销合作事业和社有经济发展

作出更大贡献。省社一级巡视员张

悦，省社党委委员、监事会主任童日

晖，党委委员、人事处长孙鲁东，兴合

集团总裁赵有国、副总裁林上华和省

社办公室负责人参加调研。浙农控

股集团党委领导班子等参加座谈。

陈利江参观了“浙农服”数字平

台、浙农科创园智慧园区系统和“浙

农视界”企业形象展厅，详细了解浙

农发展历程、为农服务、改制创业、经

营管理和党的建设等情况，对公司的

为农服务和改革创新等工作给予充

分肯定。在听取浙农控股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李文华关于企业工作的

综合汇报后，陈利江指出，浙农控股

集团坚守主责主业，坚持农商共兴，

在为农服务和主业经营上取得了突

出成绩，展现了社有经济主力军的担

当与形象。

陈利江指出，推进“三位一体”农

合联改革是省委省政府交给供销社

的重要政治任务。浙农控股集团要

主动融入其中，以农合联体系建设为

依托，发挥好自身资源、网络、经营优

势，提高综合服务能力。

陈利江指出，面对当前纷繁复

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供销社企业应

加强形势研判，缜密研究应对思路，

做到稳字当头、稳扎稳打、稳中求

进，切实稳住社有经济基本盘。要

千方百计维护好今年一季度以来良

好的发展势头，持续加强产品研发、

人才引进、产业投资、科技孵化，提

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对接资本市

场上争取更大成果，为社有经济高

质量发展做出表率。省社党委将一

如既往地营造良好环境，支持企业

改革创新，为社有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造各方面条件。

陈利江最后强调，今年要围绕迎

接党的二十大，全力防范疫情风险、
安全生产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要

以办好浙农组建 70 周年庆祝活动为

契机，增强员工凝聚力和企业向心

力。要加强对下属各级企业的指导

和监督，强化政治意识和纪律意识，

确保廉洁教育横向到边、纵向到底。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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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利江调研浙农控股集团时强调

融入农合联体系 推进高质量发展

控股集团2021年度“三会”在杭召开

陈利江陈利江（（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参观浙农科创园参观浙农科创园

□办公室 余小波

5月 10日，浙农控股集团 2021年度股

东会、三届十二次董事会、三届四次监事

会在浙农科创园召开。受省供销社党委

书记、理事会主任陈利江委托，省供销社

党委委员、理事会副主任沈省文出席会议

并强调，浙农控股应持续坚持“以商兴农、

农商共兴”发展道路，总结 70 年成功经

验，促进高质量发展，努力在新的时代实

现新的跨越。兴合集团总裁赵有国出席

会议并讲话，公司董事长李文华主持股东

会和董事会会议，监事会主席付建斌主持

监事会会议。公司总经理曹勇奇作年度

工作报告。公司股东（代表）、董事、监事

出席会议，经营班子成员、各职能部门和

子公司负责人列席会议。

沈省文充分肯定了公司过去一年里

在为农服务和经营管理上取得的成绩，对

全体浙农人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指

出，浙农作为省社本级的龙头企业，为供

销事业和社有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公司应认真总结梳理过去 70年在股权改

革、风险防控、团队建设、创新精神等方面

的经验，指导公司在严峻市场环境下稳健

发展。

沈省文强调，新的一年，公司要融入

系统、发挥优势，切实担当起为农服务龙

头。深入践行“以商促农、农商共兴”，不

断提升经济基础和为农服务水平，为乡村

振兴和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持续

贡献力量。要做好应对、综合施策，坚持

公司工作主线，稳健开展经营工作，不断

探索新产业发展模式，走出新发展道路。

要规范管理、守正创新，以数字化改革提

升发展动能，通过数字化建设把内部管

理、资金融通、客户服务和业务资源等更

好地融为一体，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要

强化党建、激发活力，率先在干部人才管

理制度设计、评价考核和培养选用等方面

做更多的研究和尝试，保障公司持续走在

社有企业前列。

赵有国对公司 2021 年和今年一季度

经济平稳运行，实现高基数上的高增长

给予高度评价，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

求：一要强化经济运行形势分析、研判、

预警及应对。二要牢牢守住兴合集团经

济基本盘，千方百计稳效益。三要继续

发挥兴合集团为农服务的旗帜作用，履

行好主责主业。四要强化三项资金管

理，重视高库存的风险管理。五要有效

利用上市平台，培育整合资源，做大市

值。六要抓好新项目，培育新动能。七

要以问题导向，始终坚持改革、创新与突

破。八要加强参股企业管理和上下游风

险传导的管理。赵有国最后强调，要常

抓不懈做好安全工作，持续维护企业稳

定局面。

李文华指出，公司要坚定不移地将高

质量发展定为未来发展的总方针。要深

化高质量发展调研，谋划未来高质量发展

思路和内容，在集团层面形成高质量发展

系统性思维，在子公司层面形成具体行动

计划。要加快推进数字化建设，做好顶层

设计，形成统一规范的数字化工作体系，

统筹推动财务一体化和人力资源一体化。

要统筹建立大安全体系，形成大安全管理

格局，坚决守住不发生重大风险的底线。

要总结宣贯七十年文化，提升文化认同感

和凝聚力，推动全体浙农人朝着百年浙农

卓越梦想不断前进。

会议通过的年度工作报告提出，2022
年浙农将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工作

总基调，以“稳规模、防风险、促转型、提质

量”为工作主线，稳健抓好业务经营，规范

优化内控管理，持续推进改革创新，不断

夯实浙农发展根基，着力推动企业健康持

续和高质量发展，用为农服务和经济发展

的实际行动彰显服务共同富裕示范区建

设的社企担当。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年主要

财务指标执行情况和 2022年主要财务指

标意见的报告》、《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关于实施<2021—2025 年员工

持股计划>的议案》、《2021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等议案，通报了 2021年度股东会、

董事会决议执行情况。

□办公室 余小波

5月 23日，浙农 70周年司庆顾问团会

议在浙农科创园召开，集团退休老领导、

司庆顾问团成员洪子富、郑军、李盛梁、赵

剑平、叶郁亭等出席会议并就司庆筹备工

作和浙农经济高质量发展等议题进行了

研讨交流。控股集团领导李文华、包中

海、曹勇奇、林昌斌、陈江等到会聆听并向

老领导表示问候与感谢。

顾问团成员听取了今年 1-4 月份浙

农集团经济运行情况和 70周年司庆筹备

进度的介绍后，对浙农在当前复杂严峻的

环境下仍取得优秀业绩表示由衷欣慰，对

集团长期以来重视、关心退休职工表示感

谢，并围绕 70周年有关活动方式、庆祝大

会筹备、纪念册制作等具体安排和公司未

来发展畅所欲言、热烈交流，提出了许多

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文华在

会上表示，今年是浙农成立 70周年，也是

浙农迈上千亿规模台阶的第一年。回顾

浙农 70年尤其是改制 20多年来的奋斗历

程，一代又一代浙农人为了共同事业艰苦

奋斗、接续前进，为浙农创建卓越百年企

业打下了坚实基础。集团决定举办 70周

年司庆活动，主要目的是以共庆浙农生日

为契机，总结 70 年尤其是改制 20 多年来

的成功经验和支撑浙农持续稳步前进的

精神内涵，为浙农在新发展阶段实现高质

量发展提供道路遵循和内在动力。他感

谢老同志们一直关心支持浙农发展，也希

望今后继续为集团高质量发展献计出力。

70周年司庆顾问团相聚浙农科创园

兴合集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集体

乐清虹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景岳堂药业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金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

兴合集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

顾莹婕 浙农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何 熔 绍兴华通市场有限公司

梁松波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汪银娟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远琦 建德浙农农副产品批发市场管理

有限公司

袭 玲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吴 晨 浙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张振林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胡银权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洪 勇 浙江浙农飞防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王海跃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龙 泷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5月 12日，兴合集团安全生产工作会
议表彰了 15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
进集体和 30位疫情防控先进个人。集团
下属7家企业、12名员工获表彰，具体名单
如下：

光 荣 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