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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07 年 11 月 18
日，四川成都华都·美林湾项
目一期 3#、5# 楼顺利结顶。
四川华都置业有限公司邀请
了业主代表、设计方代表进
行了现场体验活动，参观了
项目的室内空间结构等部分
已建工程和施工现场。参观
之后，业主们纷纷表示美林
湾楼盘品质出众，选购美林
湾物超所值。
华都·美林湾项目座落于

成都三圣花乡幸福梅林旁，总
建筑面积 47 万平方米，自
2007 年 4 月 29 日开盘以来，
因其独具风景视野的地理位
置，坐拥便利快捷的交通线
路，以及超高的性价比等优
势，一直受到市场的广泛关
注，并且始终保持强劲的热销
势头，本次结顶的 3＃、5＃ 楼
目前已告售罄，日前推出的 7#
楼 200余套湖景华宅，销售量
也已过半。

本报讯 11 月 22日上午，
住友化学（亚洲）有限公司
（SUMITOMO CHEMICAL A-
SIA）副社长守智英（Tomo-
hide Mori）、中国首席代表李
荣龙等一行来集团考察，集
团公司总经理、浙江明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汪路
平设午宴欢迎来宾。明日控
股常务副总经理韩新伟、进
出口事业部总经理李强等在
浙江农资大厦十楼会议室接

待了守智英一行，与来宾进
行友好会谈，向来宾介绍了
企业情况、表达了拉比石化
项目合作意向，并就双方合
作事宜进行了充分探讨。

目前，住友化学正对国内
众多塑料原料经销商进行考
察、筛选，明日控股有望成为
其首选合作伙伴，与住友化学
的合作，将极大地推动集团进
口塑料原料经销业务的快速
发展。

台州惠多利送科技下乡到农户

华都·美林湾
深受业主好评

住友化学（亚洲）副社长
守智英一行来集团考察

金昌汽车售后服务工作上台阶

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

在全省供销社系统

再生资源工作座谈会上

强调

扎实推进
全省再生资源
网络体系建设

石原金牛举办“魔鬼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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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11月 28日，全省供销社
系统再生资源工作座谈会在杭州宝善
宾馆召开。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副
主任葛龙川、省兴合集团副总裁何忠
民出席会议，省国税局、经贸委和发改
委有关负责人到会指导。会议旨在贯
彻落实浙委 [2006]106号文件精神，交
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情
况，研究探讨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加
强系统联合与合作，推进我省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工作。

省供销社主任诸葛彩华在会议上
作了重要讲话，她肯定了全省供销社系
统再生资源工作所取得的积极进展，希
望各地供销社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
统一思想，转变观念，加强多方协调和
市场化运作，坚持优势互补，积极争取
政策，以龙头企业为依托，以系统联合
为纽带，扎实推进全省再生资源网络体
系建设。在进行集散市场和深加工项目
的建设上，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
拓宽融资渠道，吸引战略投资，形成供
销社系统的强大优势。

浙江省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为贯彻
省供销社推进我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网络体系建设的要求，寻求系统联合
的切入点，拓展公司业务发展空间，紧
紧抓住发展机遇，充分利用自身的综
合实力和专项政策优势，调动了集团
内部各方力量，通过试点，积累经验，
逐步推广，积极推进供销社系统联合，
整合地方社会资源，目前已在我省主
要产废和用废地区设立了 20 家分公
司和 5 个跨区域分货场，2006 年实现
废旧物资回收经营规模 110 多亿元，
2007 年预计将突破 120 亿元。同时，
省再生公司紧抓内部管理、坚持规范
经营，通过建立投售人和利废企业客
户档案、签订购销合同、货场检查考
核、验收过程实物拍照和全程录像监
控等方式加强监督管理，规范运作，稳
步开展业务，成为我省再生资源回收
行业的龙头企业，为推进我省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网络体系建设做出了积极
贡献。
会议由省供销社副主任葛龙川主

持。集团公司总经理汪路平参加会议。
全省各市供销社负责人、省再生公司及
与省再生公司有合作关系的各县供销
社和合作方有关人员共计六十多人参
加了本次会议。宁波市、湖州市、温州市
供销社，永康市、温岭市、温州市回收公
司在会上介绍了再生资源回收经营及
网络体系建设情况。

本报讯 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
理汪路平在 2007年度集团经济工作会议
上要求集团上下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努力优化企业经济结构，不断提高经
济运行质量，推进二次改革二次创业，实
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汪路平指出，2007年，公司在省供销
社、省兴合集团和公司董事会领导下稳步
实施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分设，总经理带
领经营班子积极大胆开展各项工作，进一
步明确了以农资、房地产、塑化、汽车、再
生资源作为公司主业的发展思路，经济规
模保持稳定增长，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预
计全年实现销售 280亿元，较去年增长
3.64%，全年汇总利润 3.5 亿元，同比增长

26.30%。
汪路平指出，2007年，公司按照“调

整、巩固、提高”经济工作指导方针，进一
步加大对非主营业务的调整整合力度，探
索有关业务创新发展思路，年内公司完成
了相关外贸子公司整合、明日控股钢材业
务重组，退出了家电业务，同时研究了化
肥板块发展思路、开展了有关业务板块上
市研究、加强了风险投资项目投入，有效
优化了企业经济结构，为实现从又快又好
发展向又好又快发展转变夯实了基础。
汪路平指出，2007年，公司坚持以发

展为第一要务，认真抓好各主营业务板块
运作，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农资板块
克服市场波动加剧影响，抓好化肥淡储旺
供，启动核心区域建设，经济效益稳步提
高；房地产板块顺应市场趋势，加快在手
项目建设销售和土地储备力度，销售规模
和土地储备均大幅增长；塑化板块抓好内
部业务整合和总经销品种争取，业务流程
更为清晰，塑化工业效益明显提高；汽车
板块抓好 4S店品牌争取和建设运作，宝
马、通用和韩国现代三大品牌运作系列初
步形成；再生资源稳定政策性业务发展，
自营业务有所起步，省内龙头地位更为巩
固。同时公司还努力提高集团整体管控能
力，推动企业文化建设，促进了业务与管
理和谐发展，为企业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
环境。
汪路平强调，尽管 2007年集团经济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企业内部看，
集团也存在创新发展动力不足、品牌商号
建设滞后、管理体制有待创新等一系列问
题，而集团所涉及主业多是处于资源性下
游行业或市场充分竞争行业，受宏观调控
影响明显、市场形势较为严峻，集团上下

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深刻剖析企业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及早理清下阶段企业发
展思路。
汪路平要求，2008 年集团上下要认

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结合省第十二次
党代会提出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要
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保持企业
稳健发展，推动企业从员工创业型向主业
领先型转变，为二次创业、二次改革夯实
基础。

汪路平要求，要将落实下阶段工作思
路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之一，继续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抓好
主业板块运作，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农资
板块要稳步推进整合，转变化肥经营模
式，提升主业经营能力，巩固行业地位；房
地产板块要加快在手项目运作，适量储备
土地，培育品牌运作能力，加速发展积累；
塑化板块要加快内部业务整合，理顺业务
流程，提高业务创利能力；汽车板块要做
好现有品牌，挖掘品牌盈利能力，夯实发
展基础；再生资源要关注政策变化，增强
自营业务运作能力，稳定公司发展；外贸
板块要加强与主业联动的进出口业务，培
育自营业务核心竞争力，提高自我发展能
力。
汪路平要求，要坚持改革创新，优化

企业内外部环境建设，2008 年要推进企
业主动管理年活动，使职能部门实现被动
管理到主动管理的转变。要坚持开拓进
取，反对小富即安享乐主义；坚持集团大
局，反对自我为主本位主义；坚持能上能
下，反对论资排辈官僚主义；坚持务实创
新，反对消极应付形式主义，挖掘培育企
业文化，为企业经济建设营造良好内外部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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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军 11 月 21日在 2007年经济工作会议
上作重要讲话。郑军指出，2007年是集团
发展历史上最好的年份之一。从各项经

济指标中可以看出，集团经过第一轮员
工创业和第二轮为期三年的调整提高，
主业更加明晰，经营规模在高位稳中有
升，而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
高，各个板块发展相对平衡。下一轮经济
工作的重点是，按照十七大提出的科学
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保持经济
规模适度增长，主业板块区域或行业领
先，经济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
企业文化建设初见成效，可持续发展能
力显著增强，集团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
展。

郑军强调，要重点围绕主业做强，力
争行业和区域领先。集团主业板块是根
据各个板块在行业或区域的影响力确定
的，必须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目标，有
一定的行业竞争力和较大的发展空间。
郑军同时对农资、房地产、塑化、汽车、再
生资源、外贸、矿业等业务板块提出了具
体的目标和要求。

郑军要求，要加强管理，提高经济运
行质量，保持集团经济稳健发展。管理是
永恒的主题。近几年集团不断完善内部
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并不说明
公司管理已到位了。一好遮百丑，在经济
快速发展的时候，问题往往容易被掩盖，

一旦经济出现调整或下滑，问题容易暴露
出来，如果各种问题集中爆发将导致“一
大就死”的局面。所以，在当前经济过热
可能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必须提高警惕，
时刻关注经济可控性和管理有效性问题。
要调研我们目前的状况是否能经受经济
大调整的冲击，并及早做出应对措施，尤
其是应收款、预付款和资产质量、现金流
量、债权债务关系等问题，都要放在经济
调整的背景下研究，并针对现实情况提出
改善的办法。要坚持规范操作，致力于建
立诚信者的业务合作联盟，这是我们的企
业文化和理念。

郑军指出，在当前全球经济过热的
情况下，如何正确判断形势，把握发展
方向，在保持适度发展的同时，防止经
济大调整给我们带来大冲击，是近期工
作的重点之一，也是保持公司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内容。要更加关注国际经济对
我们的影响，警惕新一轮经济调整的冲
击，提高应对能力。对于国家调控措施
作用的滞后性，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
集团层面上要采取适度控制固定资产
投资规模、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减
少赊账额度、勤进快销、滚动发展等风
险防范措施。

经济工作

（通讯员 叶竞文）

（通讯员 蔡哲锋）

（通讯员 金鼎）

（通讯员 郭利强）

（通讯员 姚珺妍）

本报讯 11月 26日至 28 日，台
州浙农惠多利农资有限公司农化服
务小分队，深入玉环、温岭、临海等
地农村的田间地头送科技下乡，连
续举办了 6 场科学施肥讲座活动，
参加听课的农户和经销商代表达

300余人。
这次活动得到了挪威海德鲁公

司及当地有关专业合作社的大力支
持。挪威海德鲁公司作物栽培博士、
高级农艺师黄承武先生与农化服务
小分队一起，深入到玉环县清港镇、
温岭市滨海镇、路桥区蓬街镇、临海
市涌泉镇、白水洋镇等地农村举办

了挪威海德鲁科学施肥讲座，针对
葡萄、柑桔、文旦、杨梅等经济作物
的缺素症，结合当地土壤和栽培实
际，就如何科学合理施肥进行了讲
解，听课农户提问踊跃，现场气氛活
跃。活动中台州惠多利公司还向农
户发放了农化服务和挪威复合肥产
品介绍等宣传资料。

（通讯员 阮为民）

本报讯 11月 24日，浙江农资
集团金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召开了
服务骨干人员座谈会，金昌汽车所
属 4S店的服务骨干代表共 22人参
加了会议。座谈会上，各 4S店服务
骨干人员就本店售后管理，服务意

识，服务团队建设等方面交流了经
验。
近年来，面对汽车市场新趋

势，金昌公司不断加强汽车售后服
务工作，以服务树品牌，以服务促
销售，以服务增效益。一方面加强
售后服务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另一
方面，积极采用服务营销、价格营

销、市场营销、品牌营销等多种营
销手段扩大维修业务，在树立良好
口碑的同时也取得了较好的经济
效益。今年 10月份，金昌汽车公司
的维修产值首次突破了 500 万元，
达 540.4 万元，11 月份又突破 600
万元，达到了 633 万元，同比增长
272%。

（通讯员 王静）

本报讯 11 月 28日 -30日，浙
江石原金牛化工有限公司三十余名
员工参加了一场为期三天两夜被称
为“魔鬼训练”的营销团队训练。

整个训练由一个个活动项目贯
穿始终，从分队报数比速度到红黑
游戏，从集体过电网到吞火、劈木板
等，环节扣人心弦，过程紧张刺激，
令人感受颇深。

在分队报数比速度项目中，0.01
秒的差距也可能导致失败，受到惩

罚，可谓细节决定成败，只有团队中
的每个人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都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整个团队才能
取得最终的胜利。

团队过电网环节中，游戏规则
固然苛刻，但在大家团结协作下，
虽历经多次失败，但最终取得了
成功。在这个项目中，如果将团队
比成一根链子，那么每个人都是
其中的一节，只有每个人都不脱
节，链子才可能是完整的；而只有
每个环节都发挥作用，树立为团
队牺牲的精神，才能达到无懈可

击的地步。
培训是短暂的，收获却是无限

的。首先，转变了员工的心理，倡导
了阳光感恩的心态；其次是培养了
员工的责任感，鼓励员工将责任逐
渐变成个人的一种习惯，一种生活
态度，一种人格力量，在工作中打造
属于自己的个人品牌；第三是倡导
了高效的执行力，号召员工注重结
果，执行零失误；最后是培养了团队
精神和合作技巧，倡导员工之间互
相理解，以诚相待，共同努力，达成
目标。

（通讯员 洪丽丽）

综合资讯
会议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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