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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公司参加中国塑协农用膜会议
本报讯 10 月 25原27 日，明日

控股副总经理、新光公司董事长陆
跃翔赴北京参加由中国塑协农用
薄膜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商讨、制
定农膜行业准入条件”会议。会上，
国家发改委、中国轻工业联合会、
农膜专委会专家、各理事单位等
对《农膜行业准入条件》（初稿）进

行了商讨、修改和完善。此次国家
制定农膜产品生产准入制度，对于
从源头规范企业生产经营秩序，提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陆跃翔表示，新光公司作为理
事单位，将积极支持、配合做好此
项工作。

（通讯员 杨建中）

本报讯 从今年 1 月份明日农
塑与上海赛科正式开展 PS 业务合
作以来，经历了 PS 价格大幅度下调
的不利局面。明日农塑坚持终端用户
开拓，建立了一批稳定的终端用户
群，业务合作量逐渐攀升，从年初的

300吨/月上升到目前的 720吨/月，并
成为上海赛科 PS的“AAA”级经销
商。预计接下来几个月将顺利突破
800吨/月，为 2008年月合作量 1000
吨以上奠定良好基础。

（通讯员 应瑾）

明日农塑成为
上海赛科“AAA”级经销商

本报讯 2006-2007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
销商颁奖典礼暨首届中国农资经销商年会 11
月 4日在成都隆重举行，集团公司荣获 2006-
2007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称号。中华全

国供销合作社、四川省政
府、中华合作时报社、中
国市场学会、中国磷肥工
业协会、中国农资集团公
司、中国农资流通协会、
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股
份有限公司等领导和嘉
宾出席颁奖典礼并为获
奖单位颁奖。浙江省农资
流通协会会长、集团公司
董事长郑军作为颁奖嘉
宾为获奖单位颁奖。

据了解，2006 -2007
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

商评选活动是由中华合作时报社、中国农资流通
协会、《中国农资》杂志社共同举办的，旨在倡导
诚信经营，树立行业典范，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服务。 （通讯员 洪羽）

集团公司荣获全国百佳（优秀）农资经销商称号
郑军等为获奖单位颁奖

集团再获国家化肥淡储招标
四省 35万吨标的

本报讯 10月 9日，国家发改委经济贸易司、财
政部经济建设司委托国信招标有限责任公司组织
的 2007/2008年度国家化肥淡储评标工作在北京

结束，浙江农资集团再次获得浙江、江苏、江西和
安徽四省 35万吨标的, 并于 10月 12日签订了有
关承储协议。 （通讯员 吴帆）

本报讯 11月 1日上午，江苏惠多利农资有
限公司成立大会在江苏天目湖举行。江苏省发
展与改革委员会农业处副处长杭佑飞出席成立
大会并致辞。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宁丰惠多利董事长王自强为新公司成
立揭牌。在成立大会上，郑军向当地政府和有关
工厂对浙江农资集团和宁丰公司长期以来的大
力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向他们介绍了浙江农资
集团的发展情况。郑军指出，设立一家公司不是
难事，真正难在企业保持长久发展，成为百年老
店。郑军要求江苏惠多利经营一方、服务一方、
扎根一方，使江苏惠多利成为诚信企业，成为上
下游最好的合作伙伴。农资板块大有作为，郑军
要求江苏惠多利在大农业领域发展综合经营，集
团公司也将充分利用多元化发展取得的成绩，进
一步支持农资板块的发展。

江苏灵谷、姜堰化肥、江苏华昌、江苏恒盛、
江苏双多、太丰劲力、江苏美盛等工厂领导出席
成立大会并讲话。

(本报综合报道)

江苏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成立

本报讯 10月 22日，浙江金富惠多利农资
有限公司在杭州庆华饭店召开了业务工作会
议。会议对各区域公司今年前三季度的工作情
况进行了交流汇报，并对核心区域建设规划及
四季度工作、08 年的工作思路做了重点讨论和
部署。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国营到会并讲话，要

求金富公司加强核心区域建设规划，积极创新
经营工作，提高服务意识，向内部优秀成员企业
和同行学习，倡导低成本、专业化、差异化、区域
化经营，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使金富公司更加
快速稳健地发展。

（通讯员 周赟）

金富公司召开业务工作会议

塑化信息

本报讯 10月 29原30日，集团公司第五期（湖
南片）农资业务员培训班在长沙举办，湖南惠多利

公司农资业务员参加培训班。集团公司副总经理陈
国营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他从诚信、勤奋、团队合
作、执行、服务、责任、效益、学习和创新八个方面对
参会业务员提出了希望和要求。
培训采用课堂讲授和专题研讨相结合的方

式，课堂讲授由内部讲师团从赊销和货款管理、
化肥销售成本与费用控制、化肥质量管理、复合
肥营销技巧、湖南省化肥供求趋势、湖南省主要
农作物栽培技术等六个方面结合当地经营实际
进行了讲解。专题研讨会上，学员从经营化肥品
牌和销售渠道的选择、销售业务流程、营销和服
务的细节等方面，结合实际案例、应用 SWOT分
析和逆向思维等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入探讨。

（通讯员 李庆功）

第五期(湖南片)农资业务员培训班在长沙举办

本报讯 10 月 23 日，浙江省农业厅组织召
开了浙江省诚信农资示范企业经验交流会。
会上，浙江农资集团金华惠多利销售有限公
司和浙江农资集团金泰贸易有限公司获得了

2007 年省级诚信农资示范企业称号。至此，继
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限公司获得 2006 年省
级诚信农资示范企业后，集团内已有 3 家单
位获此殊荣。 （通讯员 毛连松）

金华惠多利 金泰贸易公司
获省级诚信农资示范企业称号

明日控股继续成为
埃克森美孚化工战略合作伙伴

本报讯 10月 11日，埃克森
美孚化工商务（上海）有限公司
总经理钟薇一行 4人来访，授予
浙江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埃
克森美孚化工战略合作伙伴"称
号。明日控股常务副总经理韩新
伟等与来宾在浙江农资大厦 2
楼贵宾室友好会谈。会谈中，双
方回顾并肯定了 2007 年的合作
情况，进一步增强了 2008年合
作愿望。为了更好地开展双方业
务合作，12 日埃克森美孚化工
技术人员还对明日控股销售人
员进行了技术培训。

（通讯员 李叶盟）

明日控股入围第四批
（2006年度）全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本报讯 近期，国家工商行政管
理总局下发了工商市字〔2007〕149
号文件，公布第四批（2006年度）全
国“守合同重信用”单位名单，浙江
明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榜上有名，
浙江省共有 49家企业入围。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评选，

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
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根据企业合同

履约的客观记录状况，在征求有关
行政部门、行业组织意见的基础上，
向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推荐报送
的，要求比较严格。它的评选和公
示，对弘扬企业诚信守约经营行为，
推进全社会信用观念的形成，加快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起到了积极
的示范引导作用。

（通讯员 杨建中）

本报讯 10月 24原26 日，明日
控股常务副总经理韩新伟、进出口
事业部总经理李强、明日农塑总经
理张争赴重庆参加由化工易贸主
办的 2007 聚烯烃高峰论坛，了解
国际聚烯烃产业的发展现状与趋

势、2007年聚烯烃市场格局的变化
以及 2008 年亚洲聚烯烃供需状
况，并与供应商和同行进行了沟通
交流，取长补短，希望在下一阶段
业务拓展中加强合作。

（通讯员 楼苏妮）

明日控股有关领导
参加 2007聚烯烃高峰论坛

明日石化参加
扬子 -巴斯夫 2008年订货会

本报讯 10 月 25 日，明日石化
常务副总经理方宝华、塑料一部经
理俞欣赴西安参加扬子-巴斯夫
2008年订货会。会上，双方进行友

好交流，回顾 2007 年合作情况，展
望 2008 年及今后合作重点，并初
步确定了 2008年合同量。

（通讯员 杨漪琳）

房产报道

华都股份成功拍得
安吉胜利西路 1号地块
本报讯 10 月 10日上午，浙

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浙江特产集团有限公司成
功竞得安吉胜利西路 1 号地块，
此次招标共有 远 家房地产企业
参加角逐。

胜利西路 1 号地块总面积
93399平方米（约 140亩），位于
“中国竹乡”安吉县城递铺镇核
心区域，东临住宅小区、南沿胜利
西路、西沿灵峰北路、北临三里亭
农贸市场，教育、医疗、车站等配
套设施齐全，交通十分便捷，地块

区位优势明显。
胜利西路 1 号地块是集团

公司在安吉的第四个房地产项
目。近几年来，集团公司在安吉
成功开发了胜利东路东方名城
项目、紫竹山庄别墅项目，龙山
森林体育公园项目也在有序推
进，随着胜利西路地块项目的开
发，总开发面积达到 90 多万平
方米，将进一步提升华都品牌影
响力，巩固集团公司在安吉县房
地产开发的龙头地位。

（通讯员 杨仁留）

本报讯 10月 26 日，集团公
司联合江都市广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顺利摘得嘉兴市南湖
新区 2007-132 号地块。该地块
位于代表嘉兴市城市发展方向
的东南片南湖新区内，周边配套
成熟，区域开发规划定位较高，开
发潜力较大。

该地块面积 305亩，可建地上
建筑面积 37万平方米，建成后将
成为嘉兴市少有的综合性规模大
盘，预计在 2008年中开工建设。

这是集团公司在嘉兴的又一
个房产开发项目，先期开发的明日·
明园项目进展顺利，销售良好。

（通讯员 周长利）

集团摘得嘉兴市
南湖新区 2007-132号地块

本报讯 10 月 26-28 日，衢
州市建设局主办的衢州市第七
届房地产展示交易会在东方会
展中心举行。华都·维多利亚项
目刷新了衢州市房展会成交额
记录，荣获“房交会展出优秀奖”。
作为本次房展会的明星楼

盘，华都·维多利亚除了在会展
中心内最突出的位置进行展示

销售外，还在会展中心主入口进
行“维多利亚畅想生活音乐活动
节”大型主题品牌推广活动，
成绩斐然。华都·维多利亚经典
高贵的风格，吸引了大量购房者
来展位了解楼盘情况并踊跃下
单，成交金额刷新了房展会成交
记录。

（通讯员 吴明仙）

华都·维多利亚
盛装亮相衢州房展会

本报讯 10月 1原5日，华都·
美林湾项目参展成都市第 30 届
房产交易会。华都房产所提倡的
“以人为本、人文居住”的开发理
念与时下购房者追求绿色生活空
间、享受生态居住环境的住房理
念相呼应。展会期间，华都·美林
湾展位现场人群接踵，门庭若市。

在本届房交会上，凭借优越的
质量和华都品牌良好的信誉，
华都·美林湾和华都房产分别
获得了由成都房地产品牌推介
中心颁发的“居有所值·城市地
标楼盘”荣誉称号和“成都 2007
年度主流·城市推动力企业”荣
誉称号。 （通讯员 姚珺妍）

华都·美林湾
在成都秋季房交会上获好评

绍兴宝马在全国 20个销售量
最大的城市中上牌增长率最高

本报讯 据宝马（中国）数据资料显示，2007年
1— 9 月绍兴地区宝马上牌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137%，成为全国宝马销售量最大的 20个城市之
一，并成为宝马上牌量增长最高的城市。绍兴地区
市场高端车中宝马汽车的市场份额已从去年的
16%增加到 26%。

集团金昌汽车下属绍兴宝顺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作为绍兴地区唯一的宝马 4S 店，从
2007年 1月 26日开业以来，坚持以人为本、诚信
服务，积极开拓区域市场，通过科学的管理、优质
的售前售后服务、先进的设备及精湛的技术为用
户提供全方位、高水准的服务，赢得了绍兴地区
客户的高度满意，促进了绍兴地区宝马汽车销售
量的快速增长。 （通讯员 张国荣）

浙江中现参加现代汽车“全球优秀经销商大会”
本报讯 浙江农资集团金昌汽车下属 4S店

———浙江中现凭借今年 1-9月份中国区 4S店中
汽车销售数量第一名的喜人成绩，被现代汽车
（中国）整车销售本部邀请前往美国参加于 10月
23—26 日在夏威夷举办的现代汽车“全球优秀

经销商大会”。有幸被邀请此次大会的中国区经
销商仅 2 家(规模较大的为 A类，规模一般的为
B类，A、B类各邀请一家)，浙江中现以 A类经销
商第一名的资格参加了本次现代汽车世界经销
商大会。 （通讯员 何淼）

浙江中现维修能手华胜高取得
韩现全球维修技能大赛第四名

本报讯 2007年 10月，浙江农资集团金昌汽
车下属 4S 店———浙江中现售后服务部车间主
任华胜高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获得了参加韩现
全球维修技能总决赛的资格（中国地区共 2 名
代表）。10 月 28日-11 月 3 日，来自 48 个国家

的 100 多名代表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总决赛，
经过激烈角逐，浙江中现华胜高同志凭借出色
的维修技能和理论知识，奋力拼搏、力战群雄，
最终赢得了“全球第四名”的殊荣。

（通讯员 何淼）

金昌汽车第二家北京现代 4S店正式开业
本报讯 10月 27日，萧山区五七路口锣鼓齐

鸣，礼炮喧天，浙江农资集团金昌汽车的第二家北
京现代 4S店———浙江金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隆重开业。金昌汽车总经理朱振东、金凯 4S店
总经理王勤在庆典仪式上致辞。

朱振东回顾了金昌汽车的发展情况，激励每
位员工奋发进取，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王勤对
当前汽车市场形势作了分析，提出了下步工作意
见。金凯 4S店副总经理邓红卫对试营业期间工

作进行了总结汇报。整个开业仪式简单朴素、求
真务实、欢乐和谐。

金凯 4S店严格按照北京现代标准模式建设
和运作，秉承北京现代“真心伴全程”的服务理
念，提供从试乘试驾、整车销售、零配件供应、维
修保养、保险代理到装璜业务的全程服务，用
真心让每一位北京现代客户和爱车人士安心、放
心、开心。

（通讯员 李军）

汽车动态

本报讯 山西岚县铁矿项目，是集团公司 7月
初成立（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后第一个进入实质性
操作的矿产项目，自 8月初项目实施以来，各方面
进展顺利，即将进行大规模开采和选矿厂满负荷
生产。
采矿场方面，目前矿区办公、生活等配套设施建

设已初具规模。矿井外围也进行了大量的土方挖掘
工作，整理出堆矿场、空压机房场地和机修车间场
地，为近阶段斜坡道的掘进做好了准备工作。

选矿厂方面，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设备检修
和维护工作已全面完成，对原有工艺流程中的问题
和缺陷进行了整改，自 11月初开始，机械设备已开
始运转。

山西省岚县田野铁矿位于太原市西约 180公
里，面积 0.31平方公里，初步探明铁矿石储量在

3000万吨以上，试投产后预期生产能力为年生产
矿石量 70-100万吨。 （通讯员 杨正法）

集团铁矿项目进展顺利

本报讯 为规范管理，提高公司
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水平，再生公
司于 10 月 22 日-23 日在农资大厦
3 楼会议室举办了首届职业技能培
训班，内容包括各类废旧物资的基
础知识，废旧金属、有机材料的挑选

分类及存储等。本次培训邀请到了
全国供销总社天津再生资源研究所
职业技能鉴定站的三位专家进行授
课。再生公司本部以及分公司有关
人员等 30余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通讯员 叶竞文）

再生公司举办首届职业技能培训班

农资天地

综合资讯

本报讯 10月 18日-22日，集团所属汽车销
售公司参加了以“休闲·环保·创新”为主题的第八

届西博会·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进一步提升
了品牌和企业形象。

金诚汽车参展的萨博品牌共展出了 Saab 9-
3 运动轿车、Saab 9-3 敞篷车、Saab9-3 多功能
旅行车、Saab 9-5轿车等四款车型。整个萨博展区
以统一银色车围绕一辆电光兰的敞篷车为造型，
吸引了数千车迷驻足观摩，起到了较好的品牌宣
传作用。

金昌汽车携北京现代、昌河铃木及东风本
田等数个汽车品牌参加了车展。其中昌铃汽车
作为杭州地区唯一的一家进口铃木品牌代理 4S
店，参展的进口铃木车型吉姆尼(JIMNY)与维特
拉(GRAND VITARA)是首次亮相杭州车展，吸引
了众多客户的眼球，成为此次车展热点车型。

（通讯员 蔡靓 沈花花）

金诚、金昌汽车参加第八届
杭州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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