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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2年度浙农优秀团队、优秀主管和优秀员工

控股集团本级办公室

浙农股份本级人力资源部（党群工作部）

明日控股PP公司研投部

乐清虹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浙农实业松阳项目营销团队

华通商贸绍兴柯桥安昌农副产品综合市场

浙北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浙农爱普财资中心

杭州金昌至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金诚凯迪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

控股集团本级 赵杰钢

浙农股份本级 王俊波

明日控股 吴 骏、陈 欣、梁 千

华都股份 张 佳、陆大军、袭玲

浙农实业 来 凌

浙农投资 孙卓晖

华通商贸 凌鸿彪

浙农茂阳 马华中

惠多利 王雷军、朱海峰

浙农爱普 朱建超、陆 康

浙农金泰 王晶莹

石原金牛 万 青

金昌汽车 杜 猛、严建兰、赵俊超

金诚汽车 章利炜

浙农农业 杨 兰

浙农科技 马 琨

华通医药 洪月琴

优秀团队

优秀主管

控股集团本级 徐 斌、童 捷

浙农股份本级 吴 敏、陈 迈

浙江农合 周 卫

明日控股 丁 翔、卞 亮、王 洋、

李冰雷、何 莉、郑明利、

饶迎露、龚 正、董浩南

蔡晶晶

华都股份 李清志、朱 帆、邵燕飞

龚群涛

浙农实业 俞淑婕

华通商贸 孙利云

浙农投资 任广丰

浙农华贸 夏大强

浙农茂阳 侯战锋

浙农科创 李 鹏

惠多利 任重远、何航海、葛 帅

喻国锋

浙农爱普 丁 伟、杨方圆、陈春玲

浙农金泰 宋立权

石原金牛 梁文涛

金昌汽车 丁晨恺、王 宇、王芝伟

朱原野、任 亮、李元利

徐 起、徐 楚、郭 琪

曾 燕

金诚汽车 吕善灶、张 豪、龚鹏涛

浙农农业 朱 磊

华通医药 沈妙奇、戴凌杰

优秀员工

2022年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

特等奖

浙江爱普恒和贸易有限公司

北京丰泽晟华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P公司

绍兴华通市场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E公司

湖州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投资业务部

龙泉浙农美林置业有限公司

松阳美霖置业有限公司

济宁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一等奖

四川誉海融汇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金湖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景岳堂医药有限公司

苏州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上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晨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桐乡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恒祥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辰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嘉兴宝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医药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至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市宝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台州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乐清虹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东阳市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和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济宁华都金达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茂阳农产品配送有限公司

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网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浦江浙农农副产品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二等奖

金华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诸暨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华通医药本级 批发事业部

杭州金昌杭德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金昌宝湖汽车有限公司

浙农爱普本级 国产出口部

宁波石原金牛农业科技有公司

宁波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惠多利本级 进出口事业部

海宁新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扬州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爱普恒源贸易有限公司

浙农科技本级 项目管理部

丽水宝顺行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浙农金泰本级 营运中心部

扬中市威金斯肥业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浙农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PVC事业部

浙江明日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三等奖

浙农爱普本级 供应链金融部

浙江浙农生态肥业有限公司

惠多利本级 氮肥事业部

江西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临海宝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东阳金昌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湖州市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浙北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石原金牛本级 经营六部

南京至宝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石原金牛本级 经营一部

衢州市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石原金牛本级 经营三部

惠多利本级 雅苒事业部

海南茁盛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宁波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华药物流有限公司

宁波金昌宝湖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惠多利本级 磷复肥事业部

北京浙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星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玉环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科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衢州新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浙江华悦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办公室 朱宇童

1月 16-17日，浙农控股集团 2023年经济工

作会议暨总结表彰会在浙农科创园召开。省供

销社党委书记、理事会主任陈利江出席会议并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信

心、攻坚克难、创新制胜，以企业高质量发展的

实绩和为农服务的实效为我省推进“两个先行”

贡献浙农力量。兴合集团总裁赵有国、兴合集

团副总裁夏晓峰、省供销社办公室副主任董盛

益等到会指导。控股集团董事长李文华、浙农

股份董事长包中海分别讲话。公司董监事、经

营班子成员和中层骨干人员等参加会议。

2022 年，在省供销社、兴合集团正确领导

下，浙农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坚持为农服务主

责和经济发展主业，统筹疫情防控和社有资产

保值增值，较好应对等各方面严峻挑战，改革创

新取得新的成果，企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全

年销售规模突破 1200亿，汇总利润超 25亿。

陈利江在讲话中指出，2022 年浙农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

稳住、发展要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千方百计

稳经营、增效益、强服务、促改革，主要业务板块

平稳运行，为农服务不断深化，转型创新持续推

进，党建引领有效提升，取得了极为不易的成

绩，为社有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陈利江强调，新一年公司要贯彻新发展理

念，融入新发展格局，全力以赴推进高质量发

展，做强做优做大业务板块，充分发挥上市平台

功能作用，将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相

结合，不断巩固放大发展优势。要全力以赴深

化企业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探索员

工持股机制，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推进数字化建

设，着力打造更多的浙农方案、浙农样本。要全

力以赴提升为农服务能力，牢记“国之大者”，提

高政治站位，持续扩大开放合作，健全现代化为

农服务产业体系，更加积极主动、广泛深入地融

入“三位一体”改革。要全力以赴加强党的建

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压实党建主体

责任，扎实推进清廉社企基本单元建设，全力营

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

赵有国指出，公司要以目标为导向，稳增长

促发展，优化考核指标，细化考核标准，加强风

控管理，助推集团经济再上新台阶。要以高质

量发展为主题，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聚焦主业，

落实规划，推动存量业务再升级，培育增量业务

新动能。要以房地产去化和降资产负债率为核

心，开展重大问题攻坚，促进库存出清，加快资

金周转，改善投资结构，提升管理效能。要以理

顺内部关系为重点，提升整体协同效应，理顺层

级关系，做大上市公司市值，推动集团业务融合

发展。要以放管服为主要内容，切实增强总部

服务意识，坚持因企施策，开展差异化管理，给

予优势企业更大发展空间，为子公司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

李文华表示，公司上下要以当前工作的确

定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坚定走好高质量发

展之路。要做优做强做精传统主业，加大资源

渠道拓展，强化科工贸结合，用好期现结合工

具，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要精心培育壮大新兴产

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培育新兴业务，深

化改革创新；要系统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加强形

势研判，加快销售去化，保障资金平衡；要强化

财务主管委派机制，传承浙农文化，做好财务主

责主业，培育一支财务铁军。

会议明确了公司 2023年经济工作思路，聚

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有进的

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稳增长、提质量、促改革、保

安全为主线，全力以赴推动经济稳进提质、改革

走深走实、风控扎实有效、治理迭代提升。公司

2023年将发挥经营优势，优化投资布局，探索模

式调整，全面推动为农服务提质增效，持续提升

贸易主业发展动能，坚决打赢房产去化攻坚战，

找准金融资产配置新方向，加快各类延伸产业

培育壮大，打造企业核心能力。继续抓好持股

方案实施、数字浙农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和治理

能力建设，守住风险底线，全力维护安全稳定，

争取改革攻坚实质性成果。

会上，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林昌斌宣读了

《关于表彰 2021-2022年度浙农优秀团队、优秀

主管和优秀员工的决定》，控股集团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曹勇奇，浙农股份常务副总经理曾跃芳分

别宣读了浙农控股和浙农股份《关于表彰2022年

度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的决定》。省供销社、兴

合集团和公司领导为获奖单位代表以及获奖个

人颁奖，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再创佳绩。

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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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报道

1 月 10-11 日，省供销社党委书记、理

事会主任陈利江赴浙农控股集团旗下有关

单位开展“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

动，深入企业、深入群众、深入一线，了解企

业生产经营、改革发展等工作情况，听取企

业意见建议和政策需求，切实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问题，为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

服务，让企业有更多获得感。

1月 10日，陈利江赴嘉兴市走访长三角

一体化示范区（浙江嘉善）浙农科技有限公

司，深入了解红菱村稻米全产业链服务中

心、浙农耘粮油未来农场项目建设情况。

陈利江指出，要坚持品牌化发展、绿色化发

展、可持续发展，以浙农专业化服务为打响

地方稻米品牌赋能，通过项目引领和产业

带动，促进企业与地方经济共同发展，为

“两个先行”贡献力量。

1月 11日，陈利江先后走访浙农东巢文

创园区、新光公司与明日新材料公司。在

浙农东巢文创园区，陈利江详细了解历史

建筑保护、园区改造、商铺经营情况，指出

要支持运营单位创新经营，总结萧山仓库

改造经验，进一步盘活固定资产，促进企业

可持续发展。在明日新材料公司和新光公

司，陈利江深入改性塑料生产线、检测实验

室、农膜和食品级塑料膜生产线等一线生

产经营场所调研，指出要继续推进工贸结

合，加强产品研发、产业投资、科技孵化，提

升核心竞争力。

对于企业提出的困难和需要协调解决的

问题，陈利江现场逐一予以回复，并要求后续

进一步梳理研究细化，建立协调解决、跟踪督

办和闭环落实机制，一事一议、一企一策地研

究和落实帮扶举措，适时组织“回头看”，把企

业反映的问题办实办好、解决到位。

近期，张建、童日晖、沈省文、冯冠胜、

孙鲁东等省供销社领导还前往杭州、衢州、

台州、丽水等地走访调研浙农旗下企业，实

地考察业务工作，为企服务、助企纾困。兴

合集团领导赵有国、俞晓东、夏晓峰、林上

华，浙农控股集团领导李文华、包中海、曹

勇奇等参加调研。

稳进提质改革攻坚 坚定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浙农控股集团2023年经济工作会议暨总结表彰会在杭召开

陈利江到浙农开展
“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

与会领导和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代表合影与会领导和创利贡献奖获奖单位代表合影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癸卯兔年即将到来，

在这辞旧迎新的喜庆时刻，我谨代表浙农控股

集团领导班子，向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集团发

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向为浙农事业作出贡

献的离退休老同志、全体员工及员工家属，致以

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

2022年是浙农应对挑战、抵御风险、坚韧发

展的一年。在省供销社、兴合集团正确领导下，浙

农迎难而上，砥砺前行，坚持为农服务主责和有限

多元主业，统筹疫情防控和社有资产保值增值，为

农服务提质增效，经济运行稳中有进，改革创新取

得新的成果，企业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传承精神向未来，迎来

了很多喜事，推动百年浙农迈上新征程。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全面擘画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集团上下掀

起学习贯彻会议精神热潮，决心以高质量发展

实绩检验学习贯彻实效。我省召开第十五次党

代会，谋划未来五年布局，我们提出要在“两个

先行”中展现浙农担当。我们积极参与兴合集

团成立 30 周年各项庆祝活动，与兄弟单位共庆

共贺。我们隆重庆祝浙农控股集团成立 70 周

年，回顾 70年风云激荡、总结 70年智慧沉淀、传

承 70年浙农精神、共赴百年浙农梦想。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攻坚克难展韧性，应对

了很多难事，推动主责主业实现新发展。我们

积极做好重要农资、防疫物资、民生物资的保供

稳价，发布“浙农耘”品牌，搭建农业社会化服务

新体系，试点土地综合整治新业态，创新农产品

市场和配送服务新模式，持续展现浙农担当。

在复杂严峻的外部形势下，集团各单位持续提

升专业能力、强化风险意识、全力争取更好的经

营成果，较好应对宏观经济走弱、产业供应链生

态恶化、行业监管政策调整、成本上升利润下降

等各方面严峻挑战，使集团在大风大浪中保持

了稳健的发展态势。2022年集团实现销售规模

超 1200亿元，报表利润总额超 25亿元，展现了越

是困难越能奋进的浙农韧性。

过去一年，我们坚持战略引领促改革，干成

了很多大事，推动企业发展取得新成绩。高质

量发展战略正式实施，《三年行动纲要》重磅出

台，“六大工作导向”“五方面具体举措”引领未

来发展。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

题，深化员工持股机制改革，创新股权激励方案

设计，正式推出《2021-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和

实施方案，骨干激励提质扩面。数字浙农深入

推进，顶层架构统一规划，财务一体化巩固成

效，人事一体化分步实施。集团党委、纪委、工

会顺利完成换届，上市公司党委正式成立，进一

步凝聚政治共识、汇集发展合力。

力量生于团结，精彩源自奋斗。我们经受

的每一次考验、取得的每一份成绩，都凝聚着各

级单位的团结拼搏、饱含着全体浙农人的辛勤

付出。在这里，我要向每一位在百年浙农逐梦

路上的同行者和奋斗者点赞致敬，并真诚地道

一声：感谢您！辛苦了！

2023 年，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

之年，是浙农成立 70 周年后迈上新征程的第一

年，也是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一年。面

对新的危机与挑战、新的机遇与希望，我们将坚

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速度与质量、发展和安

全、传承和创新，以确定性工作应对不确定性变

化；坚持聚焦聚力稳增长、上下协同提质量、多

措并举促改革、全力以赴保安全，走稳走好高质

量发展道路；坚持牢记初心使命、坚守主责主

业、筑牢发展根基，推动“以商促农、农商共兴”

取得更大成果；坚持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浙农精

神、培育浙农文化，在全体浙农人中凝聚起风雨

同舟、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坚强意志。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让我们咬定目标、矢

志奋斗，策马扬鞭、勇毅前行，为全面实现高质

量发展不懈努力，奋力开创浙农事业发展新局

面！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浙农的明天

更加美好！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幸福安康、皆得

所愿！

陈利江陈利江（（右二右二））实地考察改性塑料生产线实地考察改性塑料生产线

新 春 贺 词

党委书记、董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