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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
神之际，集团公司召开了 2007年经
济工作会议，会议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
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要求，在全
面总结近一年工作成绩、客观分析
面临困难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二
次改革、二次创业，实现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的思路，指出了集团下阶段
发展方向，阐明了下阶段发展目标，
构画了下阶段发展愿景。这是集团
公司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的重要举
措，也是科学发展观在集团公司的
具体体现，更是集团公司践行“创业
富民、创新强省”的实际行动。
二次改革就是要进一步深化企业

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再
创体制优势。浙江农资的历史，是勇为
人先、敢于创新的改革史，正是 1997
年在业内率先推进企业改制，极大地
激发了员工创业热情，解放了生产力，
推动了企业高速发展。而此次集团公
司提出通过加强与资本市场对接，继
续推进包括产权制度在内的系列改
革，以此进一步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
构，有效推动企业新的发展，赋予了企
业改革新的内涵，是集团公司对体制
和机制创新的新探索。
二次创业就是要做强做精做细主

业，实现行业或区域领先。浙江农资的
历史，是员工荣辱与共、共同创业的奋
斗史，正是员工持股经营体制和集团
内创业理念，极大地促进了企业快速

扩张，基本形成了农资、房地产、塑化、
汽车、再生资源等主营业务，实现了第
一阶段做强做大的目标。而此次集团
公司提出要推进员工创业型到主业领
先型转变，就是要在坚持员工共同创
业的同时，加大内部调整力度，集中资
源做精做细主营业务，逐步达到主业
行业或区域领先的要求，提升企业核
心竞争力，赋予了企业创业更高的目
标，是集团公司对创业的新要求。

二次改革、二次创业的目标就
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可控性、
协调性和持续性。浙江农资的历史，
是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创业史，正
是 2005年以来“调整、巩固、提高”经
济工作方针指导下的有进有退、有保
有压，有效夯实了经济发展基础，保
持了企业持续稳定增长。而此次集团
提出优化企业经济结构，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提高企业整体管理水平，推
进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业务与管理和
谐发展，构画了企业发展的新蓝图，
赋予了企业发展更高的标准，是集团
公司对企业发展的新认识。

贯彻精神
落实措施

■金 龙

本报讯 2007年度浙江农资集
团经济工作会议于 11月 20日- 23
日在杭州三台山庄召开。会议总结
了集团 2007年工作，分析了当前所
面临的经济形势，提出了下一阶段
工作思路，专题研究了集团化肥工
作，并进行了骨干培训。

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省兴
合集团副总裁何忠民出席会议并讲
话，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对下阶段
工作提出了意见和要求，总经理汪
路平作了题为《优化企业经济结构，
提高经济运行质量，推进集团二次
改革二次创业》的工作报告，副总经
理李盛梁、陈国营、方建华、王自强、
张建良作了专题发言，财务部经理
赵剑平安排了年终决算有关工作，
各子公司、集团公司各职能部门负

责人作了汇报交流。
诸葛彩华主任出席化肥板块

专题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她首先
肯定了集团化肥经营取得的成绩
和保供稳价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提
出了化肥工作存在问题，分析了化
肥工作面临的形势和机遇，要求集
团正确把握形势，切实增强做好化
肥板块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诸
葛彩华主任强调，明年是贯彻落实
十七大精神和“创业富民、创新强
省”发展战略的第一年，要认真贯
彻落实浙委 106 号文件和浙政办
58号文件精神，切实抓好农资连锁
经营网络建设。首先要按照“科学
规划、稳健推进、注重质量、提高配
送、强化服务”的要求，高标准抓好
省内市场建设，发挥好农资经营网
络的“惠多利”品牌提升作用、网络
支撑控制作用、供销社基层组织建

设的促进作用、市场信息的中枢作
用；其次要下决心抓好战略布局，
积极参与上游资源基地建设，加强
与国外化肥供应商合作，稳定资源
渠道，培育省级核心区域市场，积
极研究，稳步推进化肥板块整合工
作，以“惠多利”连锁为平台，研究、
探索适合浙江农资发展的新路；第
三要统一联合发展的理念，协调处
理好利益关系，坚持以市场手段、
企业主导，多途径、多方式推进联
合发展；第四要下功夫做好今冬明
春化肥供储工作，做到保供稳价，
不断增强农资科技服务能力，逐步
使集团成为综合性的农资供应商
和服务提供商。

何忠民副总裁在讲话中指出，
2007 年农资集团主要业务板块取
得了新的发展，经济规模稳定增
长，企业效益大幅提高，员工精神

面貌好、信心足，2008 年度工作思
路清晰，企业发展形势总体向好。
何忠民副总裁强调，2008年农资集
团应在三方面入手抓好经济工作：
一是积极、谨慎地应对明年的经济
走势，做好经济工作谋划，聚精会
神抓业务。从总体情况看，明年经
济宏观走势并不明晰，风险性仍然
存在，竞争依然激烈，但风险与机
会并存，农资集团要积极应对，及
早预防，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做好
具体的研究工作；二是以创新推动
企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要以十七大
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引，从企业
业务经营和组织体系上创新，使集
团从传统企业体系向现代企业体
系转型，积极把握市场，打好创新
仗，不断发挥集体智慧和奉献的精
神，积极推进企业的长远发展；三
是关注产品价值链，对企业品牌价

值链进行研究探索，充分利用企业
内部的各种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
源、品牌资源、企业商誉、经营管理
理念等，发挥企业价值作用，谋求
企业发展，并对整个产品价值链和
品牌价值链进行一个综合性的思
考，进一步提升企业地位。

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的讲话肯
定了集团 2007年工作成绩，同时勉
励大家再接再励，保证 2007年工作
质量和各项经济目标超额完成。集
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的报告总结了
今年集团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了明
年的经济形势及所面临的问题，提
出了下阶段经济工作目标和措施，
部署了近期工作。

集团公司科以上干部、各子公
司经营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议期
间，集团公司还为骨干员工安排了
一年一度的体检。

浙江农资集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

坚持科学发展 构建和谐浙农
诸葛彩华何忠民郑军汪路平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文化园地

2007年的这个秋天，是浙江农资集团特别值得
纪念的时点。这个时点，距离公司最初成立已经 55
周年，距离公司推进业务部门改制整整 10周年，距
离浙江农资大厦启用则刚刚 2周年。

2007年的这个秋天，是浙江农资集团激扬奋进
的起点，是企业二次创业、二次改革的起点，是落实
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浙农的新起点。

2007年的这个秋天，为庆祝公司建立 55周年
暨浙江农资大厦启用 2周年，集团开展了丰富多彩
的系列庆祝活动，集团上下踊跃参与、全体员工共
享欢乐。一个团结拼搏、和谐共进的浙江农资团队
形象，一种激情奋进、改革创新的浙江农资员工精
神，在活动进行时，崭露在我们面前———

我们的智慧，是棋弈游戏上的技巧和抉择；我
们的力量，是拔河场地内的拼搏和呐喊；我们的韧
劲，是湖光山色间的跋涉和攀登；我们的豪情，是书
画文章里的气势和灵魂；我们的号角，是激情演讲
迸发的气壮河山；我们的希望，是“宝宝秀”透着的
生活美满……

经历着这个特殊的时间举办的隆重而又简朴、
热烈而又轻松的庆祝活动，我们内心更多的是积淀
了一份感恩和一种思索。感恩的是，五十五年漫漫
浙农路特别是近十年的改制实践，集团内多少杰出
的企业领导者、管理创新者、业务开拓者、爱岗敬业
者付出了多么艰辛持久的努力，取得今天辉煌的成
就，使我们共享今天幸福的生活！思索的是，浙江农
资百年基业、改革创新再造奇迹的历史重担又落在
了员工们的肩上，我们将以哪般的决心、怎样的信
心、如何的实践去完成这项任务，在接力赛中贡献
自己的力量。

时间在弹指间无形无影地穿梭而去，这些纪念
的日子终究也将成为今后记念的时点，而这些纪念
的活动或者被保留下来，或者被改进发挥，可能成
为我们企业文化里各式的载体，但最为重要的，是
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活动留给我们浙江农资的完
整记忆，是回首来时路上的漫漫风雨历程，是立足
现实、筹划未来的坚定信心和满腔豪情。

2007年的这个秋天，这个秋天里的人和事，是
我们永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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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走迎奥运
浙农人同行

11月 8日，天高气爽，云淡风轻。钱
塘江南岸细浪抚堤，岸芷青青。以“健走
迎奥运·浙农人同行”为主题的集团员工
沿江健走活动，在钱塘江堤上举行。据
悉，今年的沿江健走活动，有来自集团本
部及在杭子公司的近 400名员工参加。

下午 4点左右，郑军董事长一马当
先，带领着集团健走队伍从浙江农资大
厦走上了泰安路。随着郑董轻快的步伐、
矫健的身影，队伍穿行于高楼旷野之间，
流动在茫茫大江之畔。夕阳西下，长长的
余晖印在粼粼的波光中，夕阳、长堤和平
湖、高桥之间，集团健走队伍浩浩的气
势、流动的身影和爽朗的笑意处处回荡。
一路上，员工们喜言奥运盛事，笑谈浙农
前程，畅舒坦荡胸怀，留影美丽江畔。

作为集团公司成立 55 周年暨大厦
启用 2周年系列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此次沿江健走成为了参与员工人数
最多、影响范围最广的项目。对于丰富员
工文化生活，展现员工精神风貌，构建和
谐浙农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田曹江）

秋风扶柳清波漫，桂雨飘香曲径暖。
11月 10日上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和宝
石山麓之间，浙江农资集团举行“无车日”
登山活动。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
军及集团公司经营班子和 300多位员工
一起，在湖光山色之间徒步 6公里，浸染
秋意湖山间。

清晨 8时许，工作人员就早早地来到
了沿路各处的服务点开始张罗。8点 30
分左右，参与登山活动的员工陆续从断桥
出发，穿白堤、绕孤山、踏西泠，尽赏西湖
美景……后经岳庙、越栖霞、赏初阳、聚古
塔，博览宝石奇秀。白堤旁的垂柳绿意犹
存，孤山上的火枫红韵初显，西湖边的雏
菊含苞待放，到处充盈着盎然的秋意，令
人倍感神清气爽。

整个登山活动和谐有序、活泼热烈，
各单位员工或悠闲地结伴而行，或激烈地
前后相争，甚至个性地扛着单车攀爬……
每个员工们的脸上都挂满了秋日暖阳般
的微笑和温情。

此次登山活动，是集团公司庆祝建司
五十五周年和大厦启用二周年活动的重
头戏之一，增进了员工之间的感情交流，
促进了和谐浙农企业文化的建设。

（陈江）

浸染秋意湖山间

（通讯员 胡大为）

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在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

推进二次改革二次创业
（详见 2版）

集团公司董事长郑军在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

做强主业 力争行业或区域领先
（详见 2版）

本报讯 11月 28日，浙江农资集
团测土配方施肥重点项目———30 万
吨惠多利配方肥项目开车投产。浙江
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副主任周加洪，
浙江省财政厅企业处副处长肖艳菱，
衢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刘金
海，中共龙游县委副书记郑春弟，龙
游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李建民、薛伟，
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郑军
等相关领导出席庆典，并为新厂开车
剪彩，省供销社副主任周加洪为配方
肥生产线启动了开车按钮。龙游县有
关部门、公司业务相关单位以及社会
各界朋友近 200人参加了庆典仪式。

庆典仪式由浙江惠多利肥料科技有限
公司董事长闻利华主持。

惠多利配方肥项目位于浙江龙游
城南工业新城，计划项目总投资 3900
万元。工厂与浙江省农科院合作，分两
期引进六条先进专业生产线，配套建
有先进的信息化土壤养分管理与施肥
决策系统，项目全部建成后年产能将
达到 30万吨，产品包括一次性专用肥
系列、通用肥系列、测土订单配方肥系
列、无机+土壤改良剂系列、有机+无
机特种肥料系列、控释肥系列等三十
多种产品。
今年上半年，惠多利配方肥的生

产设施到位试运行后，对试生产产品
进行了试验推广，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龙游县种粮大户王永生作为惠多利配
方肥的惠及者，在庆典仪式上高兴地
说：“今年我种的 100多亩水稻全部用
的是惠多利的水稻肥，不管苗期还是
成熟期都明显比其他的好，每亩增产
50斤以上。感谢惠多利肥料公司。”

集团公司十分重视测土配方施肥
工作，将惠多利配方肥项目建设作为为
农服务的重点工程来抓，该项目同时得
到了省市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据有
关负责人介绍，惠多利配方肥项目将建
设成为浙江农资集团测土配肥研发中
心、配方肥料生产中心、农化服务示范
中心，对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水平和肥
料利用率，减少农业污染，提升生态效
益等方面都将发挥巨大作用。

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核心是调节
和解决作物需肥与土壤供肥之间的
矛盾，有针对性地补充作物所需的营
养元素，达到提高肥料利用率和减少
用量，提高作物产量，改善农产品品
质，节支增收的目的。2007年国家将
免费为 1 亿以上农户提供测土配方
施肥服务，推广测土配方施肥面积
6.4亿亩。作为一项造福广大农民、促
进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公益工程，
据悉，除浙江、广西外，集团公司还将
在安徽、山东等地积极推进测土配方
项目的实施。

30万吨惠多利配方肥项目开车投产
水稻试用每亩增产 50斤

（通讯员 谢颖）

浙农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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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伴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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