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公室 朱宇童

1月 12日，集团退休老同志瞿香菊的家中传来阵

阵欢笑，“谢谢集团牵挂着我们！”这日一早，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李文华一行专程前往德清，为老同志

瞿香菊送去佳节祝福和慰问品，并同她亲切交谈。

李文华代表公司对老一辈浙农人为公司发展作出的

贡献表示感谢，并希望老同志注意保重身体，继续关

心与支持公司的发展进步。嘱托相关工作负责人继

续做好老同志沟通工作，及时记录、反馈老同志需

求。据悉，近期集团领导还分赴各地走访慰问退休

老同志和困难员工，为他们送上了防疫包、慰问金和

节日祝福。2023年集团春节“送温暖”系列活动共将

慰问 105人，期间还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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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报道

自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以来，涉疫

物资需求急剧增加，药品物流连迎高峰，医

药门店人流激增。为有力保障医疗物资需

求，浙农控股集团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

署与省供销社相关要求，强化统筹协调、主

动担当作为，旗下华通医药开足马力加快

采购调拨、做好配供服务、加大生产力度，

全力以赴保障医疗物资供应；明日软包装

公司集中力量，协助华通医药完成防疫品

卷膜生产，保障景岳堂中药防疫方顺利生

产，共同打好医疗物资保供战。

华通医药第一时间向生产企业联络争

取货源，及时组织紧缺物资，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起加大快克、小儿氨酚黄那敏颗

粒、芙朴感冒颗粒、感冒清热胶囊等药物和

医用防护用品采购力度；发动全体物流员

工参与补岗保供攻坚，20多辆送药车早上

4点到晚上 7点马不停蹄来回运转，日收发

货吞吐量达 6000 余件；下属 100 多家药店

延长营业时间，药师职工坚持到岗，全力做

好经营服务；中药生产车间连续作战，两周

内赶制生产 3.8 吨中药配方颗粒、105.7 吨

中药饮片，共检验产品超过 300批次，煎药

量超过 13万贴（剂）。

此外，元旦假期内，华通医药为完成柯

桥区政府 19万份“健康爱心包”任务，为柯

桥区老年人送上一份防疫保障，全员投入

到生产与包装制作中，并在明日软包装公

司全力协助下，于假期结束前圆满完成并

送达各街道。每份“健康爱心包”包含 10
只医用外科口罩、一包消毒湿巾、4片对乙

酰氨基酚和 6 包中药防疫颗粒剂，均为实

用的防疫物资。与此同时，华通医药连锁

还启动了“健康爱心包”免费发放活动，截

至目前已开展两批，共送出 1万份，广受当

地政府与居民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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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农合治理结构调整完成

2022 年 12 月 16 日，浙江农合召开 2022
年临时股东会、一届三次董事会、一届二次

监事会会议。省供销社监事会主任童日晖

出席会议并要求浙江农合抓实党风廉政建

设，加强自身基础建设，推动公司规范高效

发展；理清思路明确方向，聚焦重点抓好落

实，立足新起点，开创新局面；进一步完善

人才激励机制，挖掘人才最大潜力，抢抓发

展机遇，创造新的业绩。兴合集团副总裁

林上华，浙农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文华出席

会议。会议选举陈锡锋为公司董事长，邱

毅为公司监事会主席，通过《关于公司管控

结构调整的议案》等。

（通讯员 施蓓）

曹勇奇赴成都房产项目调研

2022 年 12 月 13-14 日，集团党委副书

记、总经理曹勇奇赴成都·翡丽悦府项目

调研，实地查看在建工地，听取销售工作

专题汇报。曹勇奇强调，要坚持安全文明

施工，按计划推进项目建设，为销售创造

有利条件；抢抓市场契机，挖掘项目新亮

点，创造产品新优势，力争提升销售业绩；

落实项目资金管控，保障项目各时段资金

平 衡 ；加 强 与 供 销 系 统 内 兄 弟 单 位 的 沟

通，构建有效对接机制，促进优势资源共

享，加快二圈层城市的拓客布局。

（通讯员 姚珺妍）

集团工会
召开2022年度工作总结会议

2022 年 12 月 14 日，集团工会召开 2022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

会议精神，广泛听取基层工会对工会工作

的意见建议，研究部署 2023 年工作开展思

路。集团党委副书记林昌斌出席会议并强

调，各级工会组织要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实际工作相结合，始终坚持服务型工

会定位，扎扎实实服务主业发展；认真做好

对员工的关心关怀，营造公司和谐氛围，构

建良好文化共同体；畅通员工信息反馈渠

道，不断改善完善工会组织建设和员工工

作环境，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新发展。集

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付建斌主持会议并

代表集团工会委员会作年度工作报告。

（党群工作部 洪嘉俊）

“惠多利”商标成功入选
杭州首批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近期，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在第 1、5
和 35 类注册的三件“惠多利”商标成功入选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首批重点商标

保护名录。本次申报经过企业申请、市场监

管部门材料审核、专家评审等程序，最终纳入

保护名录的重点商标共 74 件。未来公司将

继续做好集团商标管理和保护工作，进一步

维护好集团商标品牌价值。

（浙农股份 黄君蕊）

惠多利参与的省重点研发项目
通过验收

2022 年 12 月 23 日，惠多利参与完成的

《适于机械化耕种的水稻专用肥研发-水稻

机械化同步深施专用肥研发与应用》项目通

过省科技厅验收。该项目作为 2019 年度重

点研发计划项目，由中国水稻研究所作为承

担单位，省农科院、省种植业管理局、惠多利

等共同参与。项目开展以来，惠多利依托自

有工业板块生产基地优势，研发了 3 款水稻

机械化侧深施用专用肥产品，配合开展产品

适用性试验研究，并在全国优秀农业期刊上

发表了相关论文。 （惠多利 毛连松）

景岳堂携特色产品
参展中华中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

2022 年年底，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

中华中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浙江中医药大

学等承办的中华中医药学会治未病分会

2022 年学术年会隆重召开。景岳堂受邀参

加本次大会，并设立展台全方位展示了浙农

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以及中药配方颗

粒等特色产品，景岳堂牌杭白菊、浙贝母和

海藻等优质中药饮片等备受与会嘉宾好评。

现场来宾对浙农在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上

的积极探索给予高度赞赏。

（华通医药 刘寄奴）

明日控股及旗下两家公司
成功通过GRS认证

近日，明日控股及下属成员企业明日和

顺、明日新材料三家公司成功通过了 GRS
（全球回收标准）认证。该认证规定了回收内

容、产销监管链、社会和环境实践以及化学品

限制的第三方认证要求，旨在增加产品中回

收材料的使用，减少或消除其生产所造成的

危害。为进一步顺应全球环保可持续发展步

伐，明日控股历时三个月，多方沟通协调，如

期取得GRS认证证书，在可持续发展上迈出

坚实一步。 （明日控股 冯笑）

新光公司两种降解新产品获省级认定

2022 年 12 月 21 日，新光公司自主研发

的“高强度全生物降解农用地膜”与“高韧高

阻隔可降解农用地膜专用新材料”两种产品

成功获省级工业新产品证书。近年来，新光

公司通过与浙大、安徽理工、浙江理工、浙江

农林等高校合作，与各农资公司、农业基地保

持联系及时追溯薄膜实际应用情况，不断改

进产品配方，成功实现两项省级新品技术的

突破。 （明日控股 田瑜）

华都国滨府·礼悦二期交付

2022年12月中旬，国滨府·礼悦二期正式

交付。项目可交付房源 762套，集中交房 5天

的时间里交付555套，交付率超七成。2022年

受疫情影响，济宁当地许多住宅楼盘出现延

期。项目全力以赴提速保质、分秒不懈抢进

度、紧锣密鼓开展物业培训与调度等工作，努

力守住了济宁华都诚信经营的底线。礼悦的

整体交付后，济宁华都将继续推进湖滨印象、

湖滨学校、臻悦、璞悦、澜悦等项目，着力打造

国滨府缤纷未来社区。 （通讯员 李传胜）

浙农西湖小贷监管评级列杭州榜首

近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下发

了《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关于确定全省小额贷

款公司 2021 年度监管评级结果的通知》，西

湖小贷继续获评最高级“A+”级优秀标兵小

贷，位列杭州市第一。据悉，西湖小贷已连续

7 年保持最高监管评级，也是杭州市唯一一

家自成立以来每年获评A+级的小贷公司。

（浙农投资 章白美）

浙农科创园园区
物业服务满意度再超90%

1月 3日，浙农科创通过线上问卷向浙农

科创园各使用单位开展 2022 年物业服务满

意度测评。测评结果显示，各使用单位对物

业服务工作综合满意度为 93.87%，与去年基

本持平。2022年浙农物业围绕疫情防控、环

境卫生管理、公共设施管理与客服服务等方

面开展各项工作，更好地服务园区企业，取得

了较大成果。未来，浙农物业将针对普遍性

问题进行整改，进一步提高物业管理和服务

水平。 （浙农科创 沈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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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旗下企业携手打好医疗物资保供战

□浙农农业
孙利利 查涵彬

为加快推进农业产业

数字化，推动数字技术装备

的系统集成与综合运用，

2022 年 12 月 23 日，经各地

自评、省级复核、组织路演、

专家评审，省农业农村厅择

优确定第二批“未来农场”

认定名单，浙农嘉善万亩水

稻种植示范区成功上榜。

今年以来，浙农嘉善

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紧紧

围绕“五化”（要素集约化、

生产智能化、产业生态化、

管理高效化、功能多样化）

开展建设工作，打造粮油

未来农场发展模型，在共

富引领、社会化服务、数字

化支撑、生态化生产、品牌

化经营等方面积极探索机

制创新、践行科技与服务

相融合，加快构建新型农

业产业组织和现代农业产

业体系，为地区农业高质

量发展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先行聚力赋能。

浙农嘉善万亩水稻种植示范区
获省农业农村厅“未来农场”认定

华通医药员工抢抓时间装配华通医药员工抢抓时间装配““健康爱心包健康爱心包””

□综合报道

2022年年底，中国农资

流通协会公布 2021/2022年

度农资流通企业综合竞争

力百强，浙农股份位列榜单

第二，仅次于中国农业生产

资料集团公司，连续 12 年

进入榜单前三。浙农股份

申报的“惠多利”品牌获得

2021/2022年农资行业知名

品牌（服务类）称号；惠多利

旗下公司申报的“八宝多

力”、“道尔”、“凡施特”等品

牌获得 2021/2022年农资行

业知名品牌（产品类）称号。

此外，协会按照《中国

农资流通行业信用评价工

作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

规定，经资料汇总、信息审

核、复评评价和公示等相关

环节，继续维持对浙农股份

及惠多利信用等级 AAA 评

级（最高级）。浙农股份登

陆 A 股市场还被选为 2021
年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重大

事件，入选“2021 年中国农

资流通行业大事记”。

浙农股份位列中国农资流通企业
综合竞争力百强榜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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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稳增长、提质量、促
改革、保安全”为主线

坚持“稳中有进”的工作总
基调

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
任务

风控扎实有效

治理迭代提升

改革走深走实

经济稳进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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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经济工作报告解读
一、全年经营情况

准确把握形势、增强发展韧性

确保经济基本盘扎实稳定

聚焦为农主责、抢抓行情机遇

积极扩大上市公司经营成果

巩固行业地位、深化组织变革

持续发挥塑化板块“压舱石”作用

加强去化攻坚、应对楼市困局

着力推动房产板块去库存

盘活低效资产、深化持牌经营

探索金融板块资产配置调整方向

专注一业一域、培育竞争优势

促进延伸产业平稳健康发展

编制行动纲要、谋划重点改革

完善高质量发展顶层设计

守牢风险底线、聚焦问题攻坚

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

完善企业治理、喜迎司庆盛典

营造激励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发挥经营优势、创新服务功能，全面推动为农服务提质增效

坚定决心信心、付出更多努力，坚决打赢房产去化攻坚战

优化投资布局、探索模式调整，找准金融资产配置新方向

立足专精特新、打造核心能力，加快各类延伸产业培育壮大

明确目标任务、着力狠抓落实，争取改革攻坚实质性成果

保持清醒认识、守住风险底线，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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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2年重点工作回顾

三、2023年经济工作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