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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产信息

通讯员 赵琼

1月 12日，由浙江电视台民生休闲频道主办的“2008民生休闲迎春
车展暨 2007年度浙江十大品牌经销商颁奖典礼”在杭州武林广场举行，
由该频道《汽车版》历经一年调查，根据企业规模、销售业绩、客户满意度
等方面的综合评比，“2007年度浙江十大汽车品牌经销商”隆重揭晓，浙江
中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经过不懈的努力，从全省数百家汽车经销商中脱
颖而出，蝉联此奖项，浙江中现副总经理李承峻荣获“2007年度浙江杰出
贡献汽车品牌经理人”称号。

作为国内规模最大，设施最齐全的韩国现代汽车 4S店之一，浙江中
现在为客户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积极为客户提供细心周到的服务，得到
了很好的回报。2007年，浙江中现的销售业绩在全国排行第一，并作为中
国经销商代表参加了现代汽车在美国举办的全球优秀经销商大会。在维
修技术上，2007年，浙江中现售后服务部车间主任华胜高参加了在韩国举
行的全球维修技能大赛总决赛，并夺得了全球第四名的佳绩。

浙江中现蝉联浙江
十大汽车品牌经销商称号

通讯员 姚珺妍

1月 5日，四川华都置业有限公司 2008年客户答谢会在成都百花园
乡村酒店隆重举行，600多位美林湾、星公馆业主齐聚一堂，共庆新年，共
享华都房产为他们打造的幸福人居生活。
台上轻歌曼舞，台下欢声笑语，这场新年客户答谢会显然成了业主们

互动交流的平台。舞台上，热情活跃的业主们纷纷登台展示精湛才艺；舞台
下，邻居们在载歌载舞中轻松地叙家常，话友谊。为感谢业主长期以来的支
持和关注，华都房产在本次答谢会上还特意举办了大型抽奖活动，为幸运
业主提供了丰厚的新年礼物。答谢会在业主与开发商合唱的歌曲《感恩的
心》中圆满结束。业主纷纷表示，通过活动认识了新邻居，结交了新朋友，乐
意为共同打造文明和谐社区一起努力！

通讯员 沈花花

1月 19日，集团金昌汽车旗下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应 BMW
中国的邀请，参加了在海南（博鳌）举行的 BMW中国 2008年第一届销售
经理会议。会上，绍兴宝顺获得 2007年度本地区宝马上牌量同比增长率
全国第一名及 2007年度目标达成率全国第六名的殊荣。

绍兴宝顺取得业绩上突飞猛进，与其领导层的科学运作及全体员工
的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作为集团金昌汽车旗下专营宝马品牌 4S店
之一，自 06年开业以来，一直秉承"诚信为本、客户至上、注重业绩、追求
卓越"的经营理念，坚持以人为本、诚信为先的服务意识，使客户对绍兴宝
顺在售中及售后服务上更加满意与认可，提升了绍兴地区客户对宝马品
牌的忠诚度。

绍兴宝顺宝马
上牌增长率全国第一

汽车动态农资天地

通讯员 王桦 周颖颖

1月 21日，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出席了浙江
金富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经济工作会议，对金富公
司的工作提出了要求。
汪路平指出，金富惠多利经过 7年多的艰苦

创业，一年一个台阶，年年有进步,在化肥市场这片
领域里逐步走向成熟。销售规模、综合效益都处于
集团化肥板块前列。他希望金富惠多利全体员工，
要在新经营班子的带领下，继续坚持开拓创新、艰
苦创业的优良作风，统一思想认识，抓好业务经营
和淡储工作，推进核心区域建设，加强企业管理，
推广优秀企业文化，为集团化肥板块整合和“二次
改革、二次创业”作出新贡献。
此前，汪路平还于 1月 11日赴海南出席了浙

江农资集团和中海化学合作设立的广西富岛农业

生产资料有限公司经济工作会议，参加了广西富
岛公司成立五周年答谢酒会暨新春团拜会。会上，
汪路平介绍了集团公司 2007年深化改革、加快发
展的举措，充分肯定广西富岛公司五年来取得的
成就。他强调，广西富岛要进一步统一思想，认清
形势，做好规划，加快公司发展；扎实推进核心区
域建设，做好测土配方施肥工作；要进一步加强与
中海化学的战略合作，把中海化学化肥和化工产
品作为公司主导品牌做深做细，树立市场的优势
地位。
在琼期间，汪路平拜会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财务部副总经理孟军、中海石油炼化有限责任公司
销售分公司副总经理宋坚和中海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裁洪俊炼等，并与有关人员进行了会谈，充
分肯定了双方合作取得的成果，表示将进一步加强
联系、深化合作。

汪路平要求金富惠多利
加强合作推进核心区域建设

通讯员 吴帆

1月 14日，在 07/08年度新增 200万吨国家化肥
商业储备评标中，集团公司中标了广西区域共 5万吨

的淡储标的，并于 1月 18日上午与国家财政部和发
改委签订了有关承储协议，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出
席。至此，集团公司共承担了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和
广西五个区域共 40万吨的国家化肥商业淡储任务。

集团公司再获广西区域淡储标的

通讯员 金一鸣

近期，浙江金富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农化服务
人员对萧山新湾镇十二工段萝卜施肥试验地进行
验收，通过恩泰克长效稳定性复合肥施肥方案与习
惯施肥进行了对比后发现，用肥总量比常规施肥减
少了 19.3％，用肥次数减少一次，人工成本减少，施
用恩泰克后的萝卜个头均匀挺直、表皮光滑白净，
须根较少，标志着金富公司恩泰克长效稳定性复合

肥推广试验取得初步成功。
随着集约化农业的发展，金富公司积极引进能

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产品品质、减少肥料用
量、提高肥料利用率的产品。2007年，金富公司通过
与德国钾盐集团合作，引进恩泰克长效稳定性复合
肥并成为浙江区总代理。此次恩泰克长效稳定性复
合肥在萝卜上的推广试验取得初步成功，有利于恩
泰克的推广应用，也将对本地区发展绿色农业，促
进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作用。

化肥用量更少 萝卜长得更好
恩泰克推广试验喜获成功

通讯员 龚永辉

1月 12日-16日，湖南省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会同住商肥料公司分别在湖南岳阳、常德召开住
商、撒可富复合肥推广会议共四场，近 600名经销
商和种植大户参加。
会上，湖南惠多利总经理陈祥云就当前农资市

场的行情、营销理念、农化服务和营销人员的要求等

方面作了精彩的讲解，住商肥料公司农化专家吴钦
明作了详细的产品介绍。现场经销商提问踊跃，气氛
活跃热烈。活动中还发放了住商、撒可富宣传资料和
广告杯等纪念品。

会后，各级经销商纷纷表示通过推广会，使他
们学到了更多的农化知识，提高了专业技术水
平，希望加强彼此合作，加大撒可富、住商产品的
推广。

湖南惠多利召开住商、撒可富产品推广会

通讯员 赵琼 蔡靓

新年伊始，为期三天的 2008义乌汽车文化节在义乌梅湖会展中心举
行，此次车展规模宏大，汇集了 40余个世界知名汽车品牌及省内 50余家
经销商携百款车型参展。浙江中现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金华金昌汽车
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分别携各自品牌———韩
国现代、沃尔沃和萨博参展。
浙江中现作为浙江省内最大的韩国现代授权并专营现代进口汽车的

4S 店携韩国现代汽车旗下的四款豪华车型———现代豪华 SUV-维拉克
斯、格调 SUV-新胜达、韩国现代雅科仕及日前刚刚被评为“2007中国（杭
州）年度最佳进口汽车”的韩国现代雅尊闪亮登场。参展三天，浙江中现展
位前人流如潮，当场成交车辆 5台，达成意向的购车客户 10位，取得了不
俗的成绩。
如不少业内人士预想的一样，此次来观展的消费者对于高端车的关

注度较高。金华金昌 VOLVO以豪华阵容参展，除了 S80、XC90等经典车
型外，还有刚上市不久的 C30、C70，另外最新上市的 S40更是惊艳全场，
成为本次车展的亮点。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携全新 08款 Saab（萨博）9-3系列
亮相本次车展，分别是 08款 Saab 9-3 Linear 2.0T，08款 Saab 9-3 Vec原
tor 2.0TS，08款 Saab 9-3 Aero 2.8TS和 07款 Saab 9-3敞篷车。现场极
具斯堪的纳维亚风格的展台和精彩刺激的萨博陆上飞行秀视频使大批参
观之士流连忘返，驻足观摩，起到了较好的品牌宣传作用。

金昌、金诚汽车联袂参展
义乌汽车文化节

四川华都举办新年客户答谢会

成员企业风采系列之二

十载风雨历程，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农资集团下属
专业从事塑化业务的控股子公司）在古越大地迅速崛起，取得了塑料
原料、农膜经销业务全国最大的地位，在华东地区建立起了畅通、高效
的分销网络体系，摘得了“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星光”农（地）膜
国家免检产品、“星光”塑料薄膜浙江名牌产品等殊荣，公司董事长汪
路平被评为了全国优秀商业创业企业家。百舸争流，明日人将永不止
步，继续朝着“促进我国塑化市场的有序发展，成为我国最大、最强、工
贸结合的塑化专业化公司，成为塑化流通领域的领头羊”的共同愿景
阔步前行。

诚信立业，稳步成长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明日控股立足诚信为本、共赢发展，从点滴
做起，依靠商业伙伴，服务于商业伙伴。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作为塑化行业的小辈，明日
深谙“只有你首先为顾客创造价值，顾客才为你创造利润”这一市场规
则，始终扛着诚信大旗，脚踏实地，从中石化一家上游合作伙伴开始，
逐步与中石油、新疆天业、三圆石化、上海赛科、扬子-巴斯夫、埃克森
美孚化工、陶氏化学等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建立起战略合作关系。同
时，通过大规模的采购让利于下游客户，通过技术指导、配方建议加快
下游发展步伐，有效地促进了塑化原料的高效流转，保证了塑化制品
行业的有序发展。

诚信叩开了明日控股持续、快速发展之门。2003-2007年，明日塑
化经营规模连续突破了 10亿元、20亿元、30亿元、40亿元、50亿元，塑
化商品经销量越过了 45万吨，年均增长 30%，经营规模稳居全国第一。

以人为本，开拓为器

人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是第一生产力，尤其是流通企业。
多年来，明日控股坚持以人为本，积极为员工搭建事业的平台，目

前已拥有法人单位 12家，并搭建起了进出口业务、美金业务、期货类业
务等操作平台，拥有财务、人事、企管、行政等管理中心，加大人才培养
力度，吸引了大批社会优秀人才加盟，目前已培养组建了一支 100多人
的塑化业务专业营销和技术队伍，他们年轻、高学历、富有激情、开拓意
识强，这是明日最珍贵的财富，是明日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坚固基石。

在日趋激烈的商海竞争中，随着市场形势的变化，明日控股不断
调整经营方式，逐步走出了“一买一卖”的传统分销形式，转向提供物
流支持、技术支持、信息支持的现代分销商。通过与上游客户紧密合
作，共同为下游做好原料的技术培训、技术指导；通过在浙江、上海、安
徽、江苏、江西、广西、天津港、广州港等地设立 30多个分销网点，为下
游及时提供商品，为上游准确提供市场信息；2002年明日兼并了中型
加工企业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以新光为技术平台、试产平台，为客
户提供新产品技术、制品配方建议，为客户创造附加价值，目前新光公
司已成为了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拥有自己的企业技术中心，“新光”
塑料薄膜获得了“浙江名牌产品”称号；通过组建进出口事业部、化工
事业部，开展美金核销业务、进出口贸易、期货类业务，加快商品流转，
提升分销能力，增强了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塑化流通
行业领头羊

永不驻足，基业常青

企业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明日十载春
秋的汗水、心血铸就了“自强、开拓、务实、诚信”的
企业文化，明日没有因取得骄人成绩而沾沾自喜，
始终心怀“促进我国塑化市场的有序发展”的情
怀，自强不息，发愤图强。

作为塑化产业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日将继
续推进卖商品向卖商品并提供服务转变，在产品

广度、深度上进行延伸，提高产业链的稳定性。立
足浙江，继续大力开拓沿海港口、华东市场，提高
直销率，提升服务质量；立足通用塑料，转向专用
料、通用料并重，逐步探索其他化工产品；筛选、优
化当前众多业务模式，逐步培育出清晰的可复制
的商业模式，加快企业成长，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发展无止境，明日正稳步推进企业股改上市
工作，明日事业的发展正揭开新的序幕，在塑化业
务领域，明日将逐步实现从优秀企业向卓越企业
的转变，力争完成企业上市 IPO的目标。

杭州新光塑料有限公司现代化新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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