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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衢州市政府 2007年度“市长特别奖”颁奖典礼
在市政府礼堂隆重举行。衢州市华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荣获 2007 年度市长特别奖———市属房地产开发企业财
政贡献奖第二名。

衢州市政府“市长特别奖”是在当地省部属企业和
市属工业企业、建筑企业、房地产企业、服务企业中按实
际缴纳地方财政收入多少，并且增幅在 10%以上的企业
中评选，2007 年度共有 8 家企业获奖，获奖企业扣除当
年财政返还数平均上缴地方财政收入超过 2800 万元。

近年来，集团相继在衢州成功开发了华都·维多利亚、
华都·米兰春天等项目，总开发面积 25万平方米。

衢州华都荣获
市政府“市长特别奖”
通讯员 吴明仙

3月 19日，由省农业厅、杭州市
农业局、桐庐县人民政府主办的
2008年浙江省“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桐庐县横村镇隆

重举行。浙江惠多利
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
易有限公司和浙江农
资集团临安惠多利有
限公司分别作为省、
市诚信农资企业应邀
出席了启动仪式，浙
江金富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浙江浙农爱
普贸易有限公司也参
加了此次活动。

仪式上，省农业厅厅长孙景淼、杭
州市副市长何关新、省农业执法总队
大队长赵作欢等领导参观了惠多利展
台，高度赞扬了惠多利的为农服务工

作，并勉励惠多利进一步把优质放心
的农资产品供应给我省广大农户。

在放心农资产品展示展销区，桐庐
县各乡镇代表、种粮大户及农民把惠多
利展位围得水泄不通，“惠多利”水稻专
用肥（12-6-7，含氯）、竹笋专用肥（20-8-
12，硫酸钾型）系列专用肥料得到了广
大农民朋友的青睐，价格、质量、服务、
使用方法等一连串问题让工作人员应
接不暇。

惠多利在活动现场送出了 500余
包肥料样品及 3000多份技术资料，工
作人员还现场为农民提供肥料、农药
等农资的选购和维权知识的咨询服
务，指导农民如何识别假劣农资、科学
使用农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集团农资经营单位参加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

通讯员 杨雷

浙江中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日前，兴合集团 2007年会计报表评比结果揭晓，浙江农
资集团会计报表工作获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受到通报表扬。

据悉，兴合集团九家成员企业参加评比活动。评比以会
计报表信息的完整性和及时性为主要考核指标，对 2007年
各成员企业的月报和年报的报表质量进行综合评分。

近年来，浙江农资集团不断加强财会基础工作，提
高会计核算质量，在集团公司和子公司两个层面深入开
展会计报表、财务分析同工种竞赛，通过“你争我赶，你
赶我超”，有效提高了会计工作质量，提升了各子公司的
财务管理水平。为了提升财会信息质量，确保报表数据
准确，集团公司编制了各报表的取数公式与审核公式，
有效保证了报表的规范和完整；同时，通过提高效率、压
缩周期，确保报表报送的及时。正是这种“比、学、赶、超”
良好的团队氛围，为浙江农资集团财务会计工作赢得了
荣誉。

集团公司荣获
会计报表评比一等奖
通讯员 何新华

3月 11日，由每日商报、西湖之声和 18创富网共同举
办的杭城车市首届"双信"评选落下帷幕。浙江中现凭借一
流的展厅氛围、卓越的产品质量、良好的服务态度赢得了广
大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从 45家参选的汽车 4S店中脱颖
而出，荣获“值得信任的汽车 4S店”称号，浙江中现代理销
售的"韩国现代"品牌同时荣获"值得信赖的汽车品牌"称号。

2007年，浙江中现一举夺得韩国现代汽车销售业绩全
国第一，客户满意率全国第三，综合成绩全国第一的优异成
绩，不久前被现代汽车（中国区）整车销售本部授予了中国
区唯一的“现代汽车 2007年度优秀经销商”大奖，这是浙江
区域的韩国现代 4S店首次获此殊荣。

浙江中现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韩国现代
4S店之一，努力做好口碑营销和服务营销，进一步提升客户
满意度。对内部，要求销售和配件部门的相关负责人签订责
任书，从源头保证产品的正宗；对客户，开展购车客户当天
电话回访，维修客户两天内回访，若客户有要求，开展上门
服务，直至满意。

浙江中现荣获
“值得信任的汽车 4S店”称号
通讯员 赵琼

塑化信息

农资天地 成员企业风采系列之四

集团公司联系点会议在嘉兴召开
劳赐铭汪路平李盛梁出席会议并讲话
通讯员 洪羽

3月 13 日，浙江农资集团基层
联系点会议在嘉兴召开，会议总结
交流了联系点 2007 年农资供应服
务情况，分析了春耕农资市场形势，
提出了进一步做好联系点工作的意
见。省供销社业务处处长劳赐铭，浙
江农资集团总经理汪路平、副总经
理李盛梁出席会议并讲话，集团有
关农资经营单位负责人参加会议。

2007年，各联系点克服困难，积
极做好农资供应服务工作，销售基本稳
定，效益普遍提高。兰溪马涧、瑞安马屿、
海宁长安等地供销社还在信用社担保建
卡授信、连锁门店星级评定、合作参与鲜

切花合作社等方面进行了有效的探索，
积累了经验。同时，各联系点认真做好市
场价格、商品库存等信息报送工作，为及
时了解市场变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从 15 个基层联系点反映的情
况看，今年春耕农民种粮积极性有
所下降，农资商品需求量会有减
少，品种结构调整，高浓度高价复
合肥用量将大幅减少，价格相对较
低的低浓度复合肥、单质肥用量增
加，市场价格一时难以回落，部分
品种已进销倒挂，基层经销商和农
户库存薄弱，部分资源偏紧。
汪路平在讲话中肯定了联系点

工作，要求联系点进一步做好农资
供应服务工作，在参与农业产业
化、行业自律等方面做好表率，要
不断拓宽联系点工作思路，改进工
作方法，体现联系点的先进性、代
表性，更好地发挥联系点的作用。

省供销社业务处处长劳赐铭在会
上要求农资集团继续坚持联系点制
度，充分发挥市场信息的沟通、反馈作
用，为政府有关部门和企业提供一手
准确的信息资料。同时他还要求各联
系点进一步重视市场形势的分析判
断，关注价格走势变化，抓好农资商品
质量管理，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3月 12日，浙江农资集团金华
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在金华市金东
区孝顺镇鞋塘参加了由市农业局组
织的“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

活动中，金华惠多利专业人员
给现场农民做了“怎样购买农资
商品”和“化肥质量好坏的简单识

别方法”等讲解。同时，金华惠多
利还采用图版、宣传画册等方式
宣传了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品牌
和惠多利系列复合肥产品，并向
农民发放了《配方施肥手册》、惠
多利系列复合肥宣传资料、惠多
利农事农家历以及科学合理用肥

用药知识等多种资料共 3000 多
份，发放了小包装惠多利水稻专
用肥、生物有机肥、BB 肥试用品
400 包，无偿提供 5 包复合肥作为
“春耕支农大礼包”之一分别赠送
给当地五位特困农户，受到当地
农民的欢迎和好评。

金华惠多利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
通讯员 潘继和

前不久，应以色列化工集团
Nova Peak 公司的邀请，浙江浙农
爱普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勇奇、
科技推广中心主任田曹江等在以
色列化工集团中国代表何明陪同
下赴以色列，参加了在特拉维夫举
行的 Nova Peak 公司核心客户会
议，并与以方就更深入地开展战略
合作进行了交流。

会上，Nova Peak公司介绍了以
色列农业和全球化肥形势，并就全
球生物能源的发展和化肥价格走势
进行了分析展望。与会经销商分别
介绍了本国农业和 Nova Peak 化肥
产品在本国的发展和销售情况，分
享销售经验。会后，与会代表还参观
了工厂以及以色列的现代化农业。
参加此次核心客户会议的还有来自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 10
余家 Nova Peak公司核心客户。

据悉，浙农爱普从 2002年开始
与以色列化工集团合作，在中国开
展钾肥、QUICK-Mg、维博母熏蒸剂
等产品的推广试验。2007 年成为
Nova Peak 公司水溶肥中国主要市
场代理商，此次会谈还争取到 Nu原
triVant叶面肥中国总代理。

浙农爱普进一步加强与以色列化工合作
通讯员 黄中领

综合资讯

3月 5原7日，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有关人员参加了由易贸资讯在杭州萧山
举行的“2008聚乙烯/聚丙烯产业论坛”。据
悉，本次论坛就国家宏观政策对聚烯烃市场
的影响进行了研讨，对中国乃至全球聚烯烃
市场现状、走势及前景进行了展望。

明日控股总经理韩新伟等与公司合作
伙伴上海赛科、台塑（宁波）、住友化学、伊朗
石化、盘锦乙烯、扬子原巴斯夫、三菱化学等
进行了友好交流，并分别与住友化学和台塑
宁波就拉比石化项目和聚丙烯项目的进一
步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3月 4日，杭州市上城区政府召开经济
工作会议，并命名了 62家企业为“上城区
2007年重点纳税大户”，授予 18名企业家
“上城区 2006-2007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
者”称号。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属
浙江明日石化有限公司被命名为“上城区
2007年度重点纳税大户”；明日控股总经理、
明日石化董事长韩新伟被授予“上城区

2006原2007年度优秀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荣誉称号。
据悉，明日石化自 2004年成立以来，

在集团公司和明日控股的大力支持和全体
员工的共同努力下，发展势头迅猛，经济效
益明显，为地方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2006年曾被上城区人民政府命名为重
点商贸企业。

明日石化被命名为
杭州上城区重点纳税大户

通讯员 杨建中

明日控股参加
2008聚乙烯 /聚丙烯产业论坛
通讯员 杨建中

浙江农资集团金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前身为成立于 1994年的浙江农资集团汽
车经营部，1997 年改制组建为有限责任公
司。目前，浙农金昌已经发展成为集汽车销
售、维修保养、配件供应、保险代理、二手车
交易于一体，以强势品牌代理为支撑，在浙
江省内影响力最大的汽车服务企业之一。公
司经销的汽车品牌有宝马、沃尔沃、韩国现
代、北京现代、华泰现代、东风本田、昌河铃
木等，在上海、杭州、绍兴、金华等地建成了
了 9家标准 4S店，在建 2 家，2007年公司
经营规模 20亿元，销售汽车 5900辆。金昌
汽车的创建和发展，在浙江农资集团多元化
战略历程中，抒写了浓重的一笔。

作为一个面向相对高端人群又迅速与
国际接轨的行业，汽车经销业的经营模式
与传统农资经营体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在集团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浙农金昌以信

誉建设为主题，引导员工将服务意识渗入
到心底，一丝不苟地行进在创业路上，从创
业之初的综合经营成功转向专业化 4S店
品牌运作模式，每周数次的员工服务培训，
高标准建设的汽车维修基地，深入细致的
车主回访……无论买不买车，无论新老客
户，浙农金昌员工提供的服务总是发自内
心的、始终如一的，关怀总是第一时间的、
热情真诚的。浙农金昌的员工还走出了 4S
店，向嘉兴、桐庐、萧山等地的基层乡镇送
去技术服务，与数十名贫困山区的孩子结
对助学……良好的企业形象和信誉在行业
中一步步树立起来，逐渐感化了一批批购
车的客户，感动了一家家新闻媒体争相报
道，并最终赢得了宝马、沃尔沃等国际著名
品牌厂家的垂青。

在浙农金昌，企业结构的基础是直面
市场的各家专业品牌 4S店，而 4S店的本

质则是生产厂家与经销商的全面合作。作
为拥有数个知名品牌 4S店的企业，浙农金
昌面对的不仅是商品销售环节的经营管
理，更经营管理着蕴含于汽车产品之中的
多种文化和理念冲击。在浙农金昌，顾客们
可以鉴赏宝马“严格完美”的品质，可以体
会沃尔沃“品质、安全、环保”的价值观，也
可以欣赏到现代汽车“追求卓越品质，创造
幸福生活”的理想，以及本田汽车“以人为
本，三个喜悦”的要义……汽车品牌蕴含的
文化特质无不体现在各家 4S 店员工的工
作态度、言行举止和待人接物的细小环节
之中。而与此同时，您还可以时时感受到浙
江农资诚信合作的经销商文化，感受到浙
农金昌在服务上“迅速反应，立即行动，及
时服务”的高效执行力。

从仅有 5人的业务部门到拥有 600 多
名员工的规模化企业，浙农金昌的员工队

伍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快速增长。在竞争激
烈的行业里，企业依靠什么留住员工、激励
员工，是摆在浙农金昌经营者面前的重大
课题。多年来，公司在人才队伍建设上不惟
学历重能力、不惟资历重业绩，以员工持
股、适度授权等方式，将企业与员工的价值
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探索出了一条不拘一
格降人才，尤其是年轻人才的道路。目前，
浙农金昌下属 9 家 4S 店经营班子中，30
岁以内年轻人的便占 60%，而 9 家 4S 店
的服务经理层中，1980 后出生的年轻人占
到了 70%以上。
年轻的队伍催生了奋斗的激情。2007

年，浙农金昌下属各品牌店纷纷以建设最好
的专业 4S店作为奋斗目标，捷报频传。其
中，浙江中现维修能手华胜高取得了韩国现
代全球维修技能大赛第四名，浙江中现年销
售量为全国第一，华泰现代和昌河铃木华东
地区销售第一，而绍兴宝顺荣膺宝马全国上
牌增长第一，金瑞东本则获得全国新店样板
点的荣誉。

信誉至上 服务领先

厂商文化 和谐共生 人尽其才 共同发展

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07年 1月，是绍兴
地区唯一的宝马 4S店，提供 BMW
全线产品的汽车销售、以及原厂配
件、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服务。

公司地处绍兴市袍江工业区
中心大道旁，交通便捷。公司服
务中心占地 7000 多平方米，拥
有 BMW 全线的车型可供您选
择，修服务中心拥有直接由德国
进口的原装先进检测仪器和最
新的修理、加工及喷漆设备。技
术和销售人员全部接受过 BMW
的专业培训，遵循 BMW 全球统
一的高标准，能够为您和您的爱
车提供最完美服务。

浙江金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成立
于 2007年 3月，系东风本田汽车的特约销
售服务店。
公司地处被誉为名车长廊的杭州江干

区艮山东路，占地 14亩，建筑面积达 5000
多平方米，拥有环境优雅的客户休息区，宽

敞明亮的汽车展厅和配备本田专用的大梁
校正仪、车辆检测线、四轮定位系统等现代
化专业设备的维修车间。公司的技术和销售
人员均接受过本田厂家的专业培训，技术高
超，素质过硬，让每一位光临东风本田金瑞
4S店的客户，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浙江金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专业化

经营品牌化

省农业厅厅长孙景淼等一行参观惠多利展台

浙江中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正式成
立于 2003年 12月，是国内规模最大、设施
最齐全的韩国现代汽车 4S店之一。浙江中
现集整车销售，维修服务，配件供应和信息反
馈于一体，并为客户提供银行信贷、车辆保
险、新车上牌、汽车美容、汽车装饰、24小时
抢险救援、二手车置换等全程配套特色服务。

公司按照韩国现代汽车标准 4S店模式建
造，其中展厅面积 800平方米，宽敞舒适，格

调优雅。客户休闲室配备网吧、影院设施，更为
客户提供人性化、个性化和专业化的服务。

维修车间 2000 平方米，拥有与世界
同步的现代化发动机故障诊断仪（DA-
1000D）、全球诊断测试仪（WDS）、车身校
正仪、大灯测试仪等国际先进设备，供应
韩国现代汽车纯正原装配件，配备经韩国
现代厂家严格技术培训的专业维修人员，
为现代车主提供一流的售后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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