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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兼程、且歌且行中，《浙农传媒》

迎来了自己的十五周年。十五年来，集团

上下广大读者、笔者与这份浙农人自己的

刊物结下了深厚的瀚墨缘，共同见证了各

自的成长与进步，共同见证了浙农的发展

壮大。衷心祝愿《浙农传媒》越办越好，弘

扬浙农文化，赓续浙农精神，绘就百年浙

农梦想画卷！ （通讯员 方小康）

《浙农传媒》自创办以来，立足三农，

服务供销，在宣传供销社体系发展壮大、

浙农控股集团拓步前进的道路上作出了

突出贡献。十五年峥嵘岁月，《浙农传媒》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见证了集团改制二

十年来的变迁。祝愿《浙农传媒》耕耘不

辍，在二十大新征程上开拓奋进、再创佳

绩！ （通讯员 施蓓）

七十年征程辉煌，十五载办报有成。

在浙农控股集团喜迎 70 周年司庆之际，

《浙农传媒》也迎来了自己的 15周岁生日，

从集团的大事小情，到员工的生活点滴，

这里记叙着我们走过的路、取得过的成

绩、奋斗着的身影，是浙农人最汇集的文

化平台和精神家园。祝福《浙农传媒》越

办越好！ （通讯员 范建政）

这十五年，是见证了浙农飞快成长的

十五年，是记录了浙农无数精彩瞬间的十

五年。十五年来，《浙农传媒》精心经营，

努力收集公司内外各种大事小情，认真编

辑整理，精心出版，为浙农全体员工提供

一个多方位多角度了解公司的优质平台，

为浙农全体员工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

示自己才华与梦想的机会。七十载浙农

风华正茂，十五年浙农“传”承“媒”好！

（通讯员 李申皓）

历经拼搏求索，春耕夏耘，《浙农传

媒》逐渐走向成熟，品质得以不断淬炼。

把《浙农传媒》汇成一部历史，便记录了艰

苦奋斗和不懈追求！便见证了浙农事业

向前坚定迈进的每一步！一份思考一份

成长。置身于新时代新媒体之林海，我们

理应自觉践行党的 48 字新闻工作职责使

命，自觉提升业务素质，更好地讲述身边

浙农好故事，传递周围浙农好声音，汇百

川而成大海，再铸《浙农传媒》新辉煌。

（通讯员 万良辉）

今年是《浙农传媒》创刊十五周年，也

是我做通讯员的第 3个年头。3年前从市

场部转岗到办公室，对写作很生疏，是《浙

农传媒》给我提供了大量的范文，让我知

道该如何写通讯稿，如何传播公司的新

闻。犹记得第一次在《浙农传媒》上看到

自己写的文章时，那爆棚的自豪感和成就

感。未来，我还会陪伴《浙农传媒》一直走

下去。加油，《浙农传媒》，我们浙农人的

传媒。 （通讯员 徐琦）

《浙农传媒》创刊 15周年，凝聚了过去

的不凡成绩，更代表了一个全新的起点。

回首十五年的点滴，展望更加辉煌的十五

年。让《浙农传媒》伴着墨香，更好地走向

市场，走入需求，衷心祝福《浙农传媒》进

一步提升专业形象，展示农资行业风采，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通讯员 吴继军）

我们见证着《浙农传媒》从一棵幼苗

蜕变为一棵大树，如今已成为我们工作中

必不可少的伙伴。感谢《浙农传媒》，让我

们看到浙农的发展壮大，让我们感受到浙

农人的奋勇拼搏。未来，祝愿《浙农传媒》

这棵大树常青，一直延伸至无垠的天空。

（通讯员 陈悦）

15 年的征程，就是一条浪潮奔涌的

大河，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专栏、每一块

版面、每一幅照片都是一朵浪花，折射着

夜夜灯火荧荧，记录着一代代浙农人继

往开来、无怨无悔的热血情怀。当回首

走过的路，这些岁月冷暖已沉淀在厚厚

的新闻纸中，而那些贯穿报道中的力量，

我们已牢牢掌握在手中，永远印在纸上。

激越华章 15 载，扬帆远航再出发。祝愿

《浙农传媒》在新征程上，继续弘扬主旋

律、传播好声音、凝聚正能量，以崭新的

姿态乘风破浪，驶向未来！

（通讯员 查涵彬）

《浙农传媒》记录着浙农的大事与要

事，见证着浙农发展的辉煌历史。华通医

药加入浙农大家庭后，我也有机会接触到

《浙农传媒》，了解浙农的发展，浙农的文

化，并从中汲取养分与知识，开拓自己的

视野。同时，以《浙农传媒》为平台，也进

一步推动了华通医药的信息工作，使我们

相互交流，促进浙农文化的深度融合。祝

愿《浙农传媒》越办越精彩！

（通讯员 詹翔）

也许是第一次刊登在《浙农报》上的

那篇《五年畅想》点燃了我对写作的兴趣，

从此与新闻工作结缘。在与《浙农报》一

起成长的 15个春夏秋冬里，我看见你走进

基层、走近困难、走向一线，你用脚去丈

量，用眼去观察，用心去思考，用笔去书

写，记录了一个个生动的浙农故事，谱写

了一段段华丽的发展篇章。你从无到有，

从有到优，一直同企业发展同频，与改革

创新同步，你告诉我要守正创新，你教会

我要用心去发现，做有温度、有深度的报

道。15岁，郁郁满芳华，青春正当时，衷心

祝福《浙农传媒》越办越好！

（通讯员 俞涛）

字里岁月如歌，笔下波澜壮阔。每次

看到案头最新一期《浙农传媒》，我时常感

到感动。感动于有这样一份报纸、有这样

一群通讯人员，15 年来，薪火相传地记载

着集团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润物无声

地续写着浙农人自己的《史记》与《春秋》，

为集团各项事业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内部

舆论氛围，也营造了良好的企业社会形

象，扩大了浙农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衷心

祝愿《浙农传媒》越办越好！

（通讯员 张文萃）

《浙农传媒》不仅一路见证了浙农发

展的风雨兼程和人文关怀，也带领着我从

初入公司的青涩新人开始逐渐摸索着入

门新闻通讯。春节值班、抗击疫情、民生

保供、酷暑慰问……不一而谈。《浙农传

媒》是我们整理企业素材做好形象展示的

阵地，是企业文化宣传的重要窗口。祝愿

《浙农传媒》越做越好，不忘初心，带领我

们继续践行为农服务的使命。

（通讯员 李思嘉）

作为通讯员，深知报道的每一个文

字、每一张照片来之不易。集团业务众

多，人员遍布神州大地，我们通过《浙农传

媒》上一篇篇的报道，触摸到发生在田间、

车间、门店、市场、仓库等地的真实故事，

和那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而这些打动

人心的故事，离不开通讯员们年复一年深

入一线的苦功。唯有兢兢业业的报道，务

实求真，才有这十五年来的辉煌成就。祝

《浙农传媒》15周年快乐，继续成为集团信

息的第一窗口，展现浙农人的精神风貌。

（通讯员 蔡梦洁）

弹指挥间十五年，砥砺奋进更向前。

我是一名与《浙农传媒》共同成长的农资

人，阅读每月的《浙农传媒》已经在不知不

觉中成为了一种工作习惯，通过《浙农传

媒》我可以了解公司每月的重点、热点新

闻，也能看见许多有趣生动的浙农人。抚

今追昔，更让我们不忘初心，值此《浙农传

媒》创刊 15 周年之际，真诚祝福这十五年

的不平凡，愿《浙农传媒》越办越好，愿继续

与她共同成长。 （通讯员 许贤）

如果说浙农控股集团是勇往无前的

船舶，那《浙农传媒》便是屹立不倒的风

帆，镌刻着浙农的成长印记，诉说着浙农

的动人故事；见证了搏击海浪的峥嵘岁

月，期待着劈波斩浪的逐梦前程。15岁的

《浙农传媒》，奋斗正当时，一起创未来。

（通讯员 戴斯维）

《浙农传媒》在 15 年里见证了浙农自

浙江农资大厦走向浙农科创园的变迁历

史；在这 15 年里，它谱写了一篇篇浙农人

奋勇拼搏的绚丽华章；在这 15 年里，它记

录了浙农“在为农服务中壮大，在壮大中

为农服务”的每一个脚步。往昔已展千重

锦，明朝更进百尺竿。在《浙农传媒》15岁

生日之际，祝它在新时代里赓续浙农血

脉，发扬浙农文化，传承浙农精神，昂首留

下自己的辉煌足迹。 （通讯员 楼立祺）

流年似水，岁月如梭，从2007年创刊至今，《浙农传媒》已走过5400多个日夜。十五年寒来暑往，《浙农传媒》见证了浙

农不断走向辉煌，不断靠近百年浙农梦想，并在这个丰收的季节迎来了自己的十五岁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有这么

一群特别的人，他们是站在《浙农传媒》背后的人，他们也一定有很多话想对 ta说……

《《浙农传媒浙农传媒》》十五岁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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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方小康

11 月 11 日，2022 浙江省中药材博览会

在磐安开幕，浙农股份应邀参展并在会上多

形式、全方位展示了浙农中药材全产业链发

展模式以及中药配方颗粒等特色产品。浙

江省副省长王文序在金华市委书记朱重烈，

省供销社副主任沈省文，控股集团党委副书

记、浙农股份董事长包中海等陪同下莅临浙

农股份展位参观指导，现场听取了公司有关

负责人关于中药材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及桐乡杭

白菊标准化种植 GAP 示

范基地出品的杭白菊产

品的介绍，并对浙农作为

供销社企业在中药材全

产业链发展上作出的积

极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

此前，王文序于 10
月 26 日调研桐乡市中医

药产业“一县一品”（杭白

菊）和“浙里康养”建设工

作情况，并走访浙农杭白

菊标准化种植 GAP 示范

基地。王文序指出供销

社及社有企业发挥体系

优势探索中药材全产业

链发展模式大有可为。她要求基地在种植

生产过程中做好质量管理，抓好标准制定，

保护好、开发好、应用好杭白菊国家地理标

志，充分发挥供销社产业农合联机制优势、

农业综合服务优势和商贸流通优势，把基地

建设成为 GAP示范样板，助力“两个先行”。

嘉兴市委书记陈伟等陪同调研。

据悉，杭白菊标准化种植GAP示范基地

是浙农股份与桐乡市石门镇政府合作，为振

兴桐乡杭白菊品牌而建设的GAP种植基地，

也是我省目前最大的杭白菊种植基地。去

年以来，浙农股份与石门镇合作成立桐乡市

浙农杭白菊科技有限公司，以石门镇“杭白

菊产业园”为基础，充分发挥各自优势，按照

“标准化种植、质量可追溯、全产业链发展”

的思路进行杭白菊种苗培育、种植、采收、加

工、销售全过程管理。浙农杭白菊GAP基地

是浙农首个中药材示范基地，将努力打造成

为全省全产业链品控溯源GAP示范基地，并

综合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桐乡杭

白菊产业提档升级和中药材行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浙农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举措获省领导肯定

王文序实地考察浙农杭白菊标准化种植王文序实地考察浙农杭白菊标准化种植GAPGAP示范基地示范基地

□浙农农业 朱长丰

11 月 11 日，国家发改委党组成员郭兰

峰，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文光一行

在嘉兴市有关领导的陪同下调研浙农嘉善

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建设工作情况。

在示范基地现场，郭兰峰、徐文光一行

听取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工作人员关于

示范基地全产业链发展及技术优势等方面

情况的介绍，指出社有企业发挥体系优势探

索粮油种植全产业链发展模式大有可为，并

对示范基地的生态化、绿色化及低碳化发展

表示肯定，希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充分发

挥主体责任，引领带动长三角及全国有条件

的区域因地制宜推广创新经验。

据悉，嘉善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是浙农

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与西塘镇政府下的嘉善

县西塘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为实现水稻

的全产业链发展打造的示范基地，也是长三

角一体化先行启动核心区全域秀美金色大

底板重点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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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兰峰徐文光调研浙农嘉善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
□办公室 余小波

11 月 9-11 日，控股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文华深入台

州、绍兴两地基层单位，围绕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展宣

讲和调研，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准确把握党的二十大各项决策

部署，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结合

企业经营与高质量发展目标，以

工作实绩奋力推动党的二十大

精神落实取得良好实效。

李文华在两地宣讲时强调，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

政治任务。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员要按照党中央、省委和省社

党委、兴合集团党委的部署，落

实控股集团党委各项学习任务，

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

实上下功夫，组织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原原本本学、逐字逐句学、

深入思考学，更加坚定自觉地衷

心拥护“两个确立”、忠诚践行

“两个维护”，持续推动党的二十

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心

走实。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既

要深入钻研学、又要联系起来

学。把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与

十九届六中、七中全会、二十届

一中全会精神贯通起来，与习近

平总书记考察浙农时“在壮大中

为农服务，在为农服务中壮大”

的重要评价和嘱托结合起来，做

到学深学透。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既要大抓理论学习、又要引领经济发展。深

入把握党中央对高质量发展的整体部署和要求，

紧密结合控股集团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和子公司

行动计划，统筹谋划、一体推进、综合施治，以党的

二十大精神引领企业发展，推动企业在高质量发

展上取得良好成绩。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既要

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坚决落实“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要求，对标对表年初

目标任务，做好盘点对账、补缺补差、决胜冲刺工

作，力保全年目标完成。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

任感，统筹抓好疫情防控、风险防范、安全生产、舆

情管控等工作，维护企业和谐稳定。要坚持自信

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确保各项决

策部署落地见效，在新征程中奋力夺取新胜利。

期间，李文华前往台州、绍兴惠多利农资区域

公司和华都股份房地产项目，深入一线场所了解

农资经营、保供稳价及为农服务工作，实地察看项

目建设、去化与库存情况，并强调要立足市场实际

开展业务，加强关注三项资金和周转次数情况，着

力建立差异化竞争优势，持续做好员工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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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兰峰郭兰峰（（前排右前排右 22））正在听取嘉善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相关介绍正在听取嘉善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相关介绍

□综合报道

11 月 11 日 ，在 海 南 举 行 的 2022
MINI 奥斯卡颁奖典礼中，金昌汽车、金诚

汽车荣获多个奖项。其中，金昌汽车下属

浙江宝湖荣获 2021 年度最佳 MINI 售后业

务经销商、最佳 MINI 汽车金融/租赁经销

商、最佳 MINI 特殊贡献经销商三个奖项；

浙江宝湖裘瑜璐荣获 2021 年度最佳 MINI
市场经理奖项。金诚汽车下属台州宝诚

荣获 2021 年度 MINI 卓越表现经销商 C 组

第一名。

金昌汽车、金诚汽车在“MINI奥斯卡”中斩获多个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