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委会主任：郑军 副主任：汪路平 总编：李盛梁

内部刊物·仅供交流

04 2008年 3月 1日

总第 5期

2008年 3月 1日 /星期六

主办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本版编辑 / 陈 江
ZHEJIANG AMP INCORPORATION

第 3 期

编辑部地址：杭州滨江区泰安路 199号浙江农资大厦集团办公室 /邮编：310052/电话：0571-87661111/E-mail:amp@zjamp.com

浙企准字第 S047 号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尽管雨雪冰冻灾

害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灾后重建的任务依然很重，但毕

竟 2008年的春天已经到来。在暖风徐来的空气中、在寒冰

渐退的土壤里，我们感觉到了悄悄萌动着的春的生机，隐

隐渗透出的春的气息。春天来了，虽然姗姗来迟却弥足珍

贵，因为，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风徐徐，在党的十七大精神指引下，按照浙江省委

“创业创新”总战略的要求和省兴合集团第十八次工作会

议的部署，浙农集团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锐意改革、和

谐创业，为全年工作开出一个好的局面；继续推进企业发

展模式从员工创业型朝主业领先型的转变；继续深化股权

制度改革和经济结构优化；继续加强团队建设，提高整体

管控能力……

春韵悠悠，我们经历了和谐、团圆的新春假期之后，也

许还沉醉在新桃旧符、屠苏美酒的氛围里，还没来得及把

思绪拉回新一年的工作中。然而回味之余，我们更应该清

醒地看到，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复杂而多变，春耕备耕的

任务急迫而沉重。此时此季，我们更应把握美好的春光，认

认真真地分析形势，理清思路，抓机遇、促发展；踏踏实实

地谋划长远，运筹未来，开好头、起好步，及时将青春和激

情投入到企业和员工的共同事业中去。

春日匆匆，人生几何，我们谋定而动。集团上下将以春

日暖阳般的热情，春风似剪般的执行，春雨润物般的恒心，

完整地贯彻经济工作会议部署，把握“二次改革、二次创

业”的大局，切实做好新一年的各项工作，为浙农事业抒写

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新一篇，迎接农资集团万紫千红总是春

的艳阳天。

一年之计在于春
■ 农 子

浙农短评

钱江东去，大浪惊涛。浙农在滚
滚钱江潮边迎来了新春的曙光，一
如浪花飞溅中的美丽彩虹，闪耀着
夺目的七彩光芒。

浙农之红，是使命的播种。穿过
四季的风霜雨雪，踏足充满希望
的田野，处处散播着热情与诚挚
的感觉。诚信经商、兴企报国，是
浙农企业的事业之基、生存之法、
发展之道。为了大地的硕果，为了
农业的丰收，浙农人付出了赤诚，
誓要创出一片百花盛开、姹紫嫣
红的盛景。

浙农之橙，是壮阔的历程。浙农
雄鹰，振翅翱翔于广袤无垠的历史
苍穹，无论狂风暴雨，还是酷暑严
寒，五十多年来始终凭借着顽强的

斗志搏击长空。在自由天空下俯瞰急冲，博取了一个个
巨大的契机和希望。历经曲折和彷徨，浙农人勇敢地闯
出了一条亮丽鲜明的经营之路，创造着一段不同凡响
的行业奇迹。

浙农金黄，是豪迈的文化。从风险管控到战略蓝
图，从多元发展到板块重组，从调整、巩固、提高到二次
改革、二次创业，浙农一次次用宏大的思考和热烈的鼓
掌激励着每一位前行者，让人倍感成功的喜悦。一座大
厦，撑出一方坚实的平台；一心为农，演绎一段激越的
历史；一股正气，积淀一种豪迈的文化。

浙农之绿，是苍翠的生机。如同江南山麓上经霜的

文竹，节节竖立，展现着强劲的生命。浙农人清楚地认
识到，创新才有生命，创新才能得到发展。沧海桑田五
十多年，浙农一步一个脚印，不断创新发展的路径，以
心血和智慧探索了一条符合市场发展规律、焕发勃勃
生机的改制创业之路、和谐共进之路、科学发展之路！

浙农之青，是基业的长存。宛如古朴苍翠的青松，
不畏风雪、不惧冰冻，根植于吴越、种撒在神州。铮铮风
骨和勃勃生机，吸引着一批批与他邂逅的青年才俊。历
经岁月光阴的洗礼，承受阳光雨露的沐浴，挺拔葱郁的
身姿，终将长成悬崖绝壁上的一株“万年青”，自信、睿
智与沉稳的前行，终将奠定浙农基业的百年长青。

浙农之蓝，是和谐的光彩。浙农大厦里，舒适的沙
发、悠扬的音乐、清新的花香，咖啡、红茶、花园、健身吧
……浙农人四海为家的情怀，源于企业给予我们家的
温暖。我们是鱼，浙农就是那广阔的大海；我们是鹰，浙
农就是那无边的天空；我们是叶，浙农就是那缠绵的深
根！一个人，只有融入集体，才能获得充盈的力量，从而
实现他的理想。
浙农之紫，是梦想的开始。这是一片充满阳光和雨

露的沃土，更是一个充满感情和朝气的梦想。浙农人用
心呵护着共同绚丽的梦想，用辛勤的汗水浇灌它，用深
厚的文化滋润它，用丰富的智慧装扮它。浙农人都感受
到了浙农的变化。我们因为为他付出，所以感动；因为
闯出了道路，所以自豪；因为有共同的梦，所以继续携
手同行……

感谢浙农用七色的光彩、用天空的温度，温暖我们
的心。祝愿浙农永远保有青春的生命，保有朝阳的气息
和彩虹的绚丽，创出新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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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着柔美轻快的序曲，踏着自信激越的旋律，我们
走进了新一年的春季！冰雪消融、溪流淙淙，青春的我
们与苏醒的大地、与年轻的企业一起，在春的气息里
出芽、萌发和长大。嫩芽初上，暖风徐徐，青春的我们
在青春的企业里，演绎着年轻的意气风发，培育着企
业的青春之花！

青春涌动着无限的能量。蛰伏于秋之霜、冬之雪，历
经了漫漫严寒、飒飒北风，生命的能量在积蓄、在聚集。
而当一道闪电照亮冬夜的大地、一声响雷传来开春的消
息，那便是我们内心的能量迸发的时机，便是青春激情
的燃起。在城市、在大路、在乡间、在田野、在每一个浙农
人到达的空间，流动着我们青春的力量、闪耀着我们青
春的形象。

青春积累了无穷的真知。“吾生也有涯，而吾知也无
涯。”年轻的我们沐浴着早春的初阳，踏上从校园到社
会、从江南到塞北、从内心到外界的无涯求知之路。浙农

前辈的真知灼见，点点滴滴蕴含于几
十年波澜壮阔的实践。知识撑起进
步、实践开创新路，春天的阳光灿烂，
照耀青草漫漫；春天的烟雨朦胧，滋
润绿树葱葱……

青春奉献着满腔的热情。鲁迅
曾言，“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
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
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像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
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时过境迁，但先生的话
依然适用于今天。奉献，于我辈不应是挂于嘴边的空
话，亦非高不可攀的大话。有限的青春，只有在无限
的奉献中提升价值才能升华；活跃的思想，只有运用
到一线的劳动实践中才能生根发芽；年轻的力量，只
有投入到创新创业、不断开拓的事业里才能激发。

大好韶光莫虚度，崭新年华勿守旧。愿青春着的我
们、青春着的浙农，在寒冰中品味人生的肃穆与静溢，在
暖风里托起梦想的双脚和羽翼，决不放弃属于我们共同
的希望与新奇。春回大地，漫漫征途再起，数千名浙农集
团的年轻人，只有用自己的火热青春和奉献精神，为浙
农的二次改革、二次创业奉献激情、贡献力量，才能成就
我们共同的青春浙农之宏伟愿景。

青春的力量
毛建黎(华都股份)

春节前夕，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王良仟
在出席集团公司下属浙江宁丰惠多利农资有限公
司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时，要求集团公司进一步推
进农资网络建设，做好保供稳价工作，促进我省农
业发展。
王良仟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省农资集团根植三

农、服务三农，为我省农业与农村工作做出的重要贡
献。同时立足本省，实行走出去战略，企业不断发展壮
大，取得了显著成绩。

王良仟指出，作为我省农资行业的主力军，
省农资集团要继续深刻领会中央和省委、省政
府对“三农”问题的一系列指示精神，紧紧抓住
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对农业投入的机遇，加强
部门沟通和合作，积极探索新的农资经营模式，
通过工商、商商、农商合作等各种形式，准确把
握农资需求变化趋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大力
推进农资连锁经营，做大、做强、做深网络，构建
完善的营销网络体系。

王良仟强调，省农资集团在农资供应工作中要
抓好经营重心，把淡季储备和日常销售、常规氮
肥业务和磷复肥业务、测土配方平衡施肥和改善
用肥、提高化肥利用率相结合，把农资供应和新
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相结合，加强与农技推广
部门、农业科研院校的合作，做好新产品的开发，
建立自己的研发和生产基地，走品牌发展之路。
王良仟希望省农资集团的广大员工深入贯

彻省委“两创”总战略，再接再厉，勇于开拓，奋
发进取，继续宏扬浙江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把
浙商的创业理念和企业家精神推向全国，把浙
商的财富之路拓向世界。
链接：
宁丰公司于 1998年 10月成立，王良仟为宁丰公司

成立揭牌。自成立以来，公司积极发挥工厂资源优势，不
断开拓市场，先后在安徽、江苏、辽宁、陕西和上海建立分
支机构和营销网络。2007年公司销售额达 10.46亿元，销
售化肥 60多万吨，出口尿素 10万吨。

浙江省兴合集团公司第十八次工作
会议提出，要把推进“转型、升级、增效”
作为 2008年工作的主线和总要求，不断
增强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

浙江省供销社主任、省兴合集团公
司董事长诸葛彩华在会议上指出，推进
“转型、升级、增效”，最根本的是要按照
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深化企业改革，
大力优化产业布局，不断提升产业层次，
努力创新商业模式，加快培育优秀企业
文化，着力推动发展方式、发展区域和发
展领域的转型升级，通过转型升级来进
一步提升经济效益。

在发展方式方面，要以行业领先为
目标，积极创新营销模式，要彻底改变
一买一卖的传统经营方式，提高行业发
展的实力和竞争力。传统的贸易业务实
现从单纯商品营销到贸工结合、做优外
贸工业，从卖商品到卖品牌卖配套方案
的转型；涉农商品的经营实现从批零结
合到技服结合、技物结合、基（基地）合
（合作社）结合的转型；大宗商品的销售
实现从依靠业务人员个人营销到依靠
企业商誉、商号营销的转型。同时，要继
续发展总代理、总经销等现代经营方

式，不断提升商品经营的层次和水平，
并以显著增强对货源与终端的控制力
和话语权为重点，继续向上游生产企业
拓展、向下游销售终端延伸，通过优质
服务来提升自身价值和市场占有率。要
继续抓好科工贸一体化经营，努力拓展
销售的广度和深度。

在发展区域方面，要立足浙江、面向
全国、走向海外，进一步完善网络布局，
抢占市场制高点。要做实浙江市场，开拓
国内市场，探索国际市场。实施走出去战
略，推进跨区域发展，是企业发展的战略
选择，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推动自身加快发展。

在发展领域方面，要在做优贸易主
业的同时，做强房地产业、做大再生资
源产业、做精证券投资业，加快建立以
贸易为基础的多层次产业新格局。做优
贸易主业，就是要夯实内外贸业务这个
基础，眼下特别需要在不利的外贸政
策、投资环境下，充分利用原有基础，积
极挖掘各方资源，研究新方法、采取新
举措，促进外贸进出口经营上台阶。做
强房地产业，就是要保持良好的发展态
势，加大培育力度，坚持稳健经营、着力

规避政策风险和经营风险，使之成为集
团经济又一重要产业。做大再生资源
业，就是要利用好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的
大政策，发挥省级企业的龙头作用，抓
项目建网络，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做
精证券投资业，就是要继续抓好股票投
资，积极推进企业上市，利用资本市场，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为转型升级提供融
资保障。

省兴合集团公司副总裁何忠民在
会上提出了 2008年工作重点。一是以
制订和实施战略规划为契机，推动转型
升级和体制创新，着重推进产业整合，
打造强势企业，积极推进企业上市，推
进企业产权制度与股权激励机制创新，
推进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企业“软实
力”。二是把握市场，增强应变，积极开
拓，实现经营规模平稳较快增长。三是
研究房产调控走势，筹划应对措施，保
障房地产业健康稳定发展。四是增强风
险意识，加强证券投资管理，努力提高
投资效益。五是强化企业管理，健全企
业运行科学管理体系，提高企业管理水
平。六是坚持以人为本，塑造优秀企业
文化，推进企业和谐发展。

在 2月 20日召开的浙江省兴合集
团公司第十八次工作会议上，隆重表彰
了 22家 2007年度创利先进子公司（业
务部），浙江农资集团下属 10家子公司
（业务部）获浙江省供销社、省兴合集团
公司表彰奖励，获奖单位在省供销社本
级企业中最多，其中浙江华都控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成为效益最好子公司，并
荣获唯一的创利突出贡献企业称号。

浙江农资集团受表彰的子公司（业
务部）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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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有限公司荣获 2007年度创利最佳企
业称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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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农资集团金鸿进出口有限公司荣获
创利优胜企业称号；浙江农资集团化肥

一部、浙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荣获
创利先进企业称号。明日控股同时成为
子公司中经营规模最大的企业。

2007年，省社本级成员企业积极推
进业务整合，优化经营结构，提升产业层
次，一大批富有特色的子公司实现了又
好又快发展，经营规模持续扩大，经济效
益大幅提升，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兴合集
团主要经济指标再创历史新高。

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王良仟要求集团公司：

推进网络建设 做好保供稳价

省兴合集团 2008年工作主线：

转型 升级 增效

十子公司获评兴合集团创利先进
华都股份效益最好 明日控股规模最大

按：《浙农报》自 2007年 11月 18日创刊以
来，得到了有关部门和集团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也
得到了集团员工的帮助和支持。许多读者给我们
热情的鼓励，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和建议。我们将虚心听取读者的意见，不断提高办
报水平，努力将《浙农报》办得更好。

现将部分员工来信和建议载登于后。
（编辑部）

喜读《浙农报》
荫 怀着喜悦的心情，读完《浙农报》，万分感

慨。《浙农报》主题突出，内容丰富，文图并茂，富有
活力，是一份铭记岁月印记、描绘员工拼搏、展示
公司成就、指导改革发展的极好的内部刊物。
《浙农报》既是“农资人”的精神家园，又是

全心全意为“三农”服务的极好载体；既是农资员
工学习、交流的文化阵地，又是驻外机构、离退休
干部了解“娘家”动态的极好平台。

衷心祝愿《浙农报》茁壮成长，越办越红火，为
浙江农资集团新的腾飞推波助澜！

（退休员工 叶志清）

荫 真诚地对《浙农报》提几点自己的拙见：
一是进一步增加头版和二版新闻信息的容量，
多刊登反映基层动态、员工心声的文章；二是
开设一些栏目，如管理园地、营销论坛等，以丰
富报纸内容；三是多刊登员工创作的书画摄影、
文学作品，让《浙农报》真正成为员工展示风采
的舞台。 （华都股份 卢丽平）

荫 希望能增加反映集团内先进人物、先进事
迹的报道文章。 （浙西惠多利 汪明适）

荫 建议《浙农报》增强时效性，缩短发行
周期。 （金诚萨博 4S店 季础）

荫 总体感觉报纸色彩明快，视觉效果不
错。但有些基层职工对向报纸投稿的程序尚不
完全清楚，希望能够尽快明确。

（新光公司 周红）

编读往来

如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却旅
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呈现这一追求过程中的热情
和奇异，不管多么的不明晰，旅行总能表现出紧张
工作和辛苦谋生之外的另一种生活意义。

挎起背包，带着梦想去旅行！
我的耳朵，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心灵，以

及迫不及待的心情。
出发是生命中最愉快的序曲，跋涉最能够理清

混乱中的神经；在天高云淡的时候，轻风吹动着发
丝，吹动着心中对前方的向往。

告别城市，我们去远行！感受那最原始、最质
朴、最温馨的东西，做个自然的精灵；假如在旅途中
遭遇孤独，遭遇寂寞，你也大可以在这种若即若离
的精神之中获得祥宁。
旅途中，我肯定会带着相机，带着音乐，带着憧憬 !

其实旅行、音乐和摄影都是对自己人生的烙印，只是他
们各自承载的介质不同：旅行是用脚步去丈量，音乐是
用音符去呈现，而摄影则是用胶片去纪录心情。

这些都是我的最爱，那些美丽的风景，动人的旋
律，神奇的风情，无不在远方向我召唤，还犹豫什么？

带着你的梦想去远行！

带着梦想去旅行
■ 叶子（明日氯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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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苑

通讯员 范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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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副省长茅临生在省政府
办公厅副主任陈龙，省供销社主任诸葛
彩华，省经贸委副主任王素娥，省兴合集
团副总裁何忠民，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
平、副总经理王自强等一行陪同下赴中
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炼化分公
司慰问，并向镇海炼化颁发了支农特别
贡献奖。

茅临生一行首先听取了镇海炼化
分公司代表、党委书记江正洪关于镇
海炼化的发展历程，2007 年生产经营
情况及与浙江农资集团合作共同做好
浙江省化肥供应工作等情况的汇报。
在听取汇报后，茅临生代表省委省政
府对镇海炼化在繁荣地方经济和促进
农业生产发展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表
示感谢，要求镇海炼化一如既往地做
好化肥生产，挖掘潜力，控制成本，增

加产量，为支持浙江粮食生产和农业
发展作出新贡献。茅临生同时指出，镇
海炼化和浙江农资集团良好的合作与
共同努力，为浙江农业的发展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条件和基础，省供销社、省
农资集团要一如既往地保证化肥供
应，稳定价格，确保今年浙江省农业生
产目标的完成。

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对镇海炼化
长期以来给省供销社和浙江农资集团的
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能进一步加强双
方合作，共同做好为农服务工作。

中国石化镇海炼化分公司是我省主
要的化肥生产商，也是浙江农资集团主
要的化肥供应商，双方在 20多年的合作
中形成了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集团公
司年收购镇化尿素占镇海炼化产量的
60%以上。

茅临生副省长赴镇化慰问

肯定厂商合作服务“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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