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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的壮大离不开子公司的发展，子公司的
发展离不开集团的支持。在本次团拜会上，荣获“浙江
农资集团 2007年度企业贡献奖”的单位受到了集团公
司的表彰和奖励。

当汪路平总经理宣读企业贡献奖名单的时候，全
场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掌声是献给在 2007年面对风云变幻的市场，运筹
帷幄，奋发有为的领导者；掌声是献给在 2007 年面对
挑战和压力，勇往直前，积极进取的管理者；掌声更是
献给在 2007年奋战在集团业务一线的骨干员工们，正
是他们踏踏实实、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工作，才铸就
了企业今日的成绩。

耳边的掌声，代表着集团全体员工对企业功臣的
敬佩和尊重；手中的奖牌，象征着子公司（业务部）为集
团 2007年发展立下的汗马大功；更有怀里的鲜花，共
同期待子公司（业务部）为集团发展再立新功。

二 奖励贡献 再创新业

为表达对各级领导的真挚感谢、表达对广大同仁
的新春祝福，庆祝 2007年的喜悦丰收，集团工会、团委
精心组织了一台内容丰富的文艺演出。各子公司纷纷
派出文艺好手，选送精彩的节目，演出现场气氛热烈，
高潮迭起，异彩纷呈。

欢快的舞蹈《好运来》拉开了表演的序幕，奔放的舞
姿，绚烂的色彩，铺展开一幅幅普天同庆、和谐欢乐的动人
画卷。广西富岛带来的手语舞《用感恩的心订做一个天堂》，
随着纤秀灵动的手指的舞动，表达了浙农感恩社会、回报社
会、做最负责任企业集团的企业使命。金诚汽车的《卖车》、
以及华都股份的《刘三姐卖房》两个精彩的小品，对白幽默
诙谐，演出滑稽搞笑，将业务一线的生活场景巧妙融入节
目中，声情并茂。石原金牛开丽丽的女声独唱《风含情，水含
笑》，悠扬婉转的歌声，仿佛已经把我们带入了春暖花开的
美好季节。再生公司、明日控股的舞蹈《烟雨江南》，曼妙的
舞姿将春天的气息向四周散播，将如诗如画的江南美景展
现在我们眼前。男主持人陈琦的男声独唱《千里之外》，唱出
了离家在外，独自打拼的员工的心声。金泰公司、金鸿公司
和金海湾公司共同带来的爱尔兰踢踏舞和由集团本部选
送的舞蹈《芭比》，动感的节奏，欢快的舞步，洋溢着青春
时尚的气息，散发着浓郁的异域风情，展现了集团员工
良好的精神风貌。现场的才艺表演为整台晚会锦上添
花，书法铁划银钩，国画脱俗淡雅，京剧字正腔圆，将员
工的多才多艺展露无遗。金昌汽车带来的军体拳《壮志
凌云》，出拳虎虎生威，踢腿凌厉有力，斗志昂扬，势如霹
雳，展现了浙农人的蓬勃朝气、团结协作。华都股份歌舞
《欢聚一堂》和宁丰公司舞蹈《踏歌》将晚会的欢乐气氛推
向了另一个高潮。由浙农爱普和金富公司联合选送的乐
队表演《飞得更高》更引得现场观众跟着音乐挥舞手臂，
随着节奏拍手迎合，高亢嘹亮的歌声，承载着浙农人对集
团发展的美好祝福。文艺演出在宁丰公司的鼓舞《闹新
春》中落下了帷幕。不时穿插的抽奖环节，让在场的观众
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意外的惊喜。演出
结束后，汪路平总经理、李盛梁副总经理走上舞台，为获
奖节目的演职人员颁奖，并与所有演职人员合影留念。

三 载歌载舞 共庆丰收

2007年，浙江农资集团写下了
企业发展史上的辉煌篇章。在上级
领导的支持和集团董事会的正确决
策下，公司经营班子带领广大员工，
推进企业二次改革、实施二次创业，
实现集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经济
运行质量显著提高。全年实现销售
181.58亿元（财务口径，不包括省再
生公司 127 亿元），比上年增长
15.55豫，进出口总额 26594万美元，
比上年增长 6.26豫；报表汇总利润
50518万元，比上年增长 82.30豫，主
要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各
主业板块行业地位和市场影响力不
断提升，经济效益明显增加。农资板
块积极推进惠多利农资连锁，做好
保供稳价工作；房产板块以提升楼
盘品质和服务水平为目标，积极应
对市场变化和宏观调控；塑化板块
上联货源、下接网点，进行企业股改
和规范治理，持续展现创业企业的

魅力；汽车板块努力打造 4S 店品
牌，夯实发展基础。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
2007 年市场变幻的大风大浪里，在
集团经济发展的大潮中，成员企业
和业务部门如千舟竞放、百舸争流，
按照集团公司的统一部署，奋发有
为、挺立潮头，为集团经济增长做出
了新的贡献。

成员企业的发展，有力地支撑
起了集团公司实施再次改革创业
的平台，有效地增强了集团公司应
对各种挑战和市场风险的能力，为
企业推进下一轮新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为了表彰子公司（业
务部）的优秀业绩，经集团公司考
核评定，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等 16 家单位被评为 2007
年度企业贡献奖，并在 1 月 28 日
举行的集团迎春团拜会上给予表
彰和奖励。

2007年集团主要经济
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16家子公司（业务部）荣获企业贡献奖

通讯员 陈江

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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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省供销社副主任周加洪在团拜
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新春致辞。

郑军指出，2007年在社会各界的倾力帮助和鼎立支持
下，在省社、省兴合集团及公司董事会的正确领导和决策
下，集团公司经营班子科学运作，带领公司员工团结奋进，
取得了瞩目的成绩，集团各项经济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郑军强调，2008年集团公司将在党的十七大和省十二

次党代会精神指导下，以“二次改革、二次创业”为动力，坚持
走科学发展道路，坚持创业创新精神，实现企业与员工的共
同发展，争取主业板块区域或行业领先，并努力营造和谐进
取的企业文化，努力开拓企业发展的新局面。

郑军对集团公司的未来表示了充分的信心和美好的期
待，并向与会嘉宾和集团公司全体员工拜年！
周加洪副主任肯定了浙江农资集团在为省社本级经济

发展和为农服务工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作出的杰出贡献。
他希望浙农集团继续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科学
发展观为指导，进一步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
新和经济结构调整，实现员工创业向主业领先转变，加大内
部整合力度，提升主业市场竞争力，提高整体管控能力，培
育优秀企业文化，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和企业“二次
改革、二次创业”，为供销合作事业添砖加瓦，建功立业，为
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应有的贡献。

中午时分，团拜午宴在宽敞的大厅里举行。会
场摆满了一道道色香味形俱全的美食，一味味特色
各异的佳肴和一瓶瓶醇香四溢的好酒。集团领导举
杯敬酒，全场热情洋溢，新朋老友对酒怀旧、抚今追
昔，赞叹浙农发展之快、变化之大、宏愿之宽。觥筹
交错间传递着真情，谈笑风声中浸透着喜悦。昨日
的经历，今日的快乐，明日的憧憬。开怀的笑声，绽
放的表情，真切的祝福，无不荡漾着浙农这个大家
庭的温馨与美满，无不传递着公司员工之间的感恩
与关怀。喜悦形于色，祝福呈于言......这是一次浙农
人的盛宴，这是一种改革者的情怀，这是一首创业
者的诗篇。

盛世中国新春来，和谐浙农壮怀开。浙农人一
路激扬走过了金猪之年，热情豪迈迎来了灵鼠新
年。在二次改革、二次创业的道路上，全体员工必将
继续团结奋进、创业创新，同舟共济博取更新更大
的成绩……

四 觥筹交错 欢乐祥和

一 新春致辞 热情洋溢

1月 22日上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军
主持召开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专题学习党的十七大
精神，研究贯彻落实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关于创业富
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集团公司党委委员、高级管理
人员参加了本次学习。

会上，郑军书记作了中心发言。他首先和与会人
员重温了十七大精神的主要内容及省委关于推进创业
富民创新强省的决定，并指出，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
就是要深入领会总书记的报告内涵，高举旗帜、科学发
展，以省委“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总战略为指导，踏
踏实实推进浙江农资集团新一轮的改革发展。

郑军书记结合集团公司当前及今后一个阶段的工
作，对集团公司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提出了四点要求：

一、要把发展作为企业一切工作的中心，充分发挥
企业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发挥党员模范作用，力
争使集团和成员企业都做到区域做强、行业领先，力争
使党员职工都成为同行业、同类岗位最优秀的员工。

二、要坚持体制创新，充分理解和落实以人为本原
则。千方百计在企业内创设有效的激励机制，引导团
队朝着共同的愿景前进；在企业外密切关注客户的需
求，与优秀的客户结成诚信者的合作联盟。

三、要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注意
协调集团各板块业务结构的平衡，推进企业业务整合
和文化统一；注意协调企业发展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运
用更好的技术、提供更好的服务，保护环境、关怀民生。

四、要统筹协调企业内外各方面的关系。协调企业
与员工的关系，合理调整分配制度、人员岗位，建设和
谐浙农；协调集团与子公司的关系，提升集团为子公司
服务的水平，提高子公司对集团的凝聚力；协调企业与
社会的关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参与公益事业；协调
企业经营管理与宏观经济的关系，更准确地把握形势、
抓住机遇、加快发展。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汪路平回顾了履任
一年以来的主要工作，与大家一起交流了二次改革、二
次创业的总体思路，并提出要继续以创业创新的精神，
更加准确地把握经济发展大局，更加深入地调研基层
情况，协调各方面关系，勇于开拓、严于管理，扎实推进
集团经济发展。集团党委副书记李盛梁就如何以十七
大精神为指导，进一步做好企业经营管理工作与党建
工作作了发言。

中心组其他成员都分别结合自身工作，谈了在学
习十七大精神过程中的体会和感受。

本次党委中心组学习会议是集团公司学习十七
大精神的系列活动之一，是对各支部普遍开展的学
习活动的提炼和总结。郑军书记在会上提出，学习十
七大精神决不能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需要在平
时学、网上学、更要在实践中学，将十七大精神与现
实工作紧密结合，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成绩来检验我
们的学习成果，以奋发有为的创业精神来推进集团
的和谐发展。

创新创业再谱新篇
———集团公司党委中心组专题学习十七大精神

浙江农资集团迎春团拜会隆重举行

金猪辞岁数佳绩，

灵鼠迎春启新程。1 月

28 日上午的杭州开元

名都大酒店竞潮厅里，

喜气洋洋，欢声阵阵，到

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

日气氛。以“创新创业

再谱新篇”为主题的浙

江农资集团 2008 年迎

春团拜会在这里隆重举

行。

省供销社副主任周

加洪、瞿建，省兴合集团

副总裁何忠民，省农资

商品应用技术顾问团专

家，集团公司董事长郑

军和经营班子成员、离

退休老同志及 400多名

员工欢聚一堂，喜迎新

春，互致祝贺，共庆佳

节。

团拜会由集团公司

总经理汪路平主持。

企业贡献一等奖：

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浙农爱普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浙江宁丰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浙江金富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化肥一部

企业贡献二等奖：

浙江农资集团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

企业贡献三等奖：

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浙西惠多利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海湾进出口有限公司
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
浙江农资集团金华惠多利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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