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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学习贯彻十七大精神

我们在收获的喜悦中迎来了
2008年。2008，是集团公司全面推进
“二次改革 二次创业”之年，是新一届
董事会和经营班子任期的第一年，做
好 2008年各项工作，对巩固集团经济
发展成果，完成新一轮经济发展目标，
具有重要的意义。
做好 2008 年工作要注重一个

“防”字。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防
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
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
胀”作为 2008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
务。我们要深刻领会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的精神，密切关注从紧货币政策的
影响、国际市场变化、主营商品价格波
动，正确判断经济发展形势，防止经济
调整的冲击，防范投资风险、资金风
险、价格风险和管理失控风险。

做好 2008 年工作要突出一个
“好”字。要坚持好字优先，稳中求进，
进一步贯彻“稳建经营”的原则，保持
经济规模适度增长，着重提高经济运
作质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适度
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减少赊帐额
度，勤进快销，滚动发展。要不断提高
经营管理能力，增强业务的可控性和
管理的有效性，为集团经济稳健发展
提供保障。

做好 2008 年工作要抓好一个
“实”字。集团经济工作会议已明确了
2008年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关健在于
落在实处、干在实处。各单位要结合本
行业、本企业的实际，围绕“行业或区
域领先”的目标，用创新的思维，切实
可行地解决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和困
难，实实在在地做好每项业务管理工
作，实实在在地促进每个子公司的发
展。

新起点
新挑战

■哲 龙

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
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地回答了改革发
展关键阶段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
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等重大问
题，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了全面部
署，对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
大工程提出了明确要求。

十七大召开后，在上级党委的领导和部署下，
集团公司党委联系实际做好十七大精神的学习和
贯彻工作。2007年 11月 20日—23日，集团召开
经济工作会议，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军，党委
副书记、总经理汪路平，对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
牢牢把握科学发展观，做好下一阶段集团经济工
作做出了部署。同年 12月 3日，集团党委发出了
《关于认真学习十七大精神，积极投身集团二次改
革、二次创业的通知》，进一步明确各支部要制定
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要特别重视企业高级管理
人员的学习、要利用各种渠道进行延伸学习，要把
学习十七大精神与推进企业二次改革、二次创业，
保障集团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相结合，要求找准贯
彻落实的切合点、把原原本本学好文件和认认真
真接受辅导结合起来，把贯彻十七大精神和落实
集团经济工作会议的部署结合起来，把思想政治
学习工作和提高干部员工的理论水平结合起来，
注意思考浙江农资集团对自身发展道路的探索，
注意提炼集团及各子公司在发展创业过程中的实
践经验，不断提高为农服务的水平，模范肩负企业
公民的社会责任。
围绕学习十七大精神，各党（总）支部纷纷召

开民主生活会、座谈会或网络会议等，结合本企业
的实际探讨贯彻落实的措施。

惠多利党支部、爱普党支部、金富党支部、宁
丰党支部等农资企业的党组织，在组织党员学习
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一致认为十七大报告更加
突出了“三农”在全党工作中重中之重的位置，更
加明确了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建设的要求。作为区
域农资供应的主渠道，他们深感做好为农服务工
作的责任重大，并表示今后要在整合好现有资源
的基础上，推进惠多利农资连锁又好又快发展，积
极组织优质商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服务水平，
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华都党支部在学习十七大过程中，更深切地
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为了加强组
织建设，他们在外地房地产项目部成立了党小
组，保证党员能就地接受党的教育。华都员工纷
纷表示，虽然企业房产开发取得了较大成就，但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更不
能忘记企业关怀民生、服务社会的传统。华都股
份在不断提升住房产品的质量和品位、倡导绿色
居住、和谐居住观念的同时，还主动参与集团各
项慈善活动，并自发为居民修桥、为贫困地区捐
助修缮医院等等。

明日党总支承担着管理浙江明日控股集团和
浙江省再生资源公司两家大型企业近百名党员的
任务。总支在学习十七大精神的过程中，提出了开
拓创新、和谐发展、规范管理的具体思路，引导和
带领广大员工，确保明日控股业务分立和公司管
理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确保再生资源公司自营
业务和货场建设的顺利进行。
金昌党支部、金诚党支部作为集团内两家汽

车公司的党组织，在学习十七大精神中，将和谐社
会观念和汽车市场的激烈竞争联系起来，将科学
发展和诚信建设、品牌建设的具体要求结合起来，
引导公司党员和广大员工，正确参与市场竞争、努
力提高服务品质、提升企业形象。

据了解，集团内其他党组织也都正在联系实
际开展学习十七大精神的活动。各基层党组织和
广大党员，紧紧围绕集团、本单位和本人的工作中
心，深入分析问题、认真提出意见和建议，更加坚
定了二次改革、二次创业的决心，更加增强了集团
长远发展的信心。

在创业创新的
实践中升华

党 办

浙农短评

搭建区域配送中心
健全基层连锁网点

浙江惠多利被评为“千万工程”建设优秀企业

本报讯 2007 年 12 月 26
日，浙江省供销社系统参与
“千万工程”表彰大会在杭州
举行。浙江惠多利农资连锁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江惠多
利”)被评为省社系统参与“千
万工程”建设优秀企业。浙江
惠多利总经理杨钧被评为省
社系统参与“千万工程”建设
先进工作者。
“千万工程”（即“千镇连锁

超市，万村放心店”工程）是浙
江省政府为了构建全省农村现
代流通网络、促进农村消费、助
农增产增收而采取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浙江惠多利积极响
应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展“千万
工程”的号召，本着“一切为了
农民满意”的宗旨，以连锁经营
为手段，大力开展基层农资连
锁店建设，至 2007 年底，已在

浙江省内设立了 35 家区域配
送中心和 600 多家基层连锁
店，仓储、配送设施面积达到了
近 20万平方米，配送范围基本
可以覆盖我省主要农资商品使
用区域。
浙江惠多利通过试点，开

创了“配送中心垣连锁店”的
连锁网络建设模式。每个区域
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设配
送中心，然后再以配送中心为
圆心，在周边逐步发展基层连
锁店。
在连锁网络建设过程中，

惠多利十分注重与供销社系
统农资企业的联合与合作。现
有的 35 家区域配送中心，通
过控股、参股、整体加盟等形
式与供销社系统农资企业合
作设立的有 16 家，现有 600
多家基层连锁店中，通过加盟

吸收的基层农资经营网点达
到了 500 多家。

为把惠多利农资连锁店建
设成农民放心店、满意店，浙江
惠多利积极组织优质农资商
品，做好淡储旺销；建立一系列
质量管理制度，严把商品质量
关。同时发挥集团优势，通过集
团公司与俄罗斯钾肥公司、盐
湖钾肥公司、中海化学、镇海炼
化、灵谷化工等国内外知名农
资生产企业建立了稳固的货源
合作关系，总经销、总代理的农
资品牌已经达到了 50多个。浙
江惠多利肥料科技公司、浙江
石原金牛农药有限公司、杭州
新光塑料有限公司等集团公司
所属的 BB肥、农药、农膜生产
企业为惠多利连锁提供了强大
的后盾，有效保障了资源、降低
了价格，维护了农民的利益。

通讯员 卢红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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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爱心的记忆：

那是春暖花开，坐

在我们亲手推扶

着轮椅上残疾人

露出笑意；那是夏

雨雨人，“浙农 -

阳光”助学奖学金

设立的消息传到

校园时的欣喜；那

是秋暮黄昏，篝火

晚会上萨博团队

送给山区孩子的

多一公斤书籍；那

是寒冬腊月，托清

风南行捎给困难

地区的点点爱心

……2007，三千名

浙农员工和无数

有爱心的人们，精

心培育出了我们

的 公 益 爱 心 之

花———花开四季！

新年致辞

总经理

2007年 5月 19日，在杭州野生动物
园门口，一群穿着白 T 恤的年轻人，正有
序地将一个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小心
翼翼地从大巴上抬下来。这个特殊的人
群，他们的身体因各种原因失去了某些功
能，因而他们当中很多人难以甚至无法走
出家门。面对窗外五彩缤纷的世界，他们
也渴望亲身接触、感受。于是，浙江农资集
团下属浙江明日石化有限公司、杭州网义
工分会联合"站起来网站"的残疾网友举
行了杭州野生动物园爱心户外之行活动，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能让他们更多的亲近
大自然，感受到和谐社会的温暖。
一天的参观活动，使残疾人朋友们

近距离观看到了各种野生动物，亲密接
触了大自然的花草鸟兽，更是真切感受
到了志愿者们的细致照顾，连连赞许。
而志愿者们，则坚信并继续呼吁着他们
的理想———希望社会上更多的人给予弱
势群体关怀和爱心，在物质文明不断发
展的今天，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做
到“心所至，爱所在”。

“暮春，我们与你同行”
———明日石化员工参加爱心户
外之行主题活动

2007年 8月 7日，“浙农-阳光”助学奖学基金在浙
江农资集团总部大楼正式签约。“浙农-阳光”助学奖
学基金总额 300万元，由浙江农资集团有限公司及其
子公司浙江华都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经贸职
业技术学院三方合作设立，用于表彰和奖励浙江经贸
职业技术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支持家境贫寒、志
向高远的同学安心读书、全面成才。在设立该基金的同
时，浙江农资集团还表示愿意为品学兼优的贫困学生
提供实习和社会实践的岗位，帮助他们成长成才。
“浙农-阳光”助学奖学金的设立牵动了集团员工的

心，凝聚着广大员工的爱。集团公司党委向集团数百名党
员发出了自愿募捐的倡议，广大党员带头认捐，210多人
参加了捐款，个人捐款金额共达 12.5万。
此后，“浙农-阳光”助学奖学金于 9月底在浙江经

贸职业技术学院举行了第一次颁奖仪式，首批 109名浙
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受到奖励和资助。部分受助
学生在给集团公司的感谢信中，表露了他们感谢浙农、
报恩社会的拳拳之心，也表达了他们今后将学习和继承
浙农人关心社会、关怀民生的理想，力争使自己今后能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将浙农的关爱延续。

“盛夏，艳阳洒满大地”
———集团发起设立“浙农—阳光”助学奖学基金

2007年 12月 5日，为了响应省直机关工委、省残联联合发起
的“关爱弱势群体，共建和谐社会”献爱心捐款活动，集团公司发出
了专门通知，号召广大员工自愿捐赠，为帮助残疾人和向受灾地区
困难家庭献爱心作出努力。
在各级企业骨干人员的带领下，广大员工纷纷慷慨解囊捐献

爱心。截至 2007年 12月 10日，集团在杭的近 200名员工参加了
此次捐款，捐款额 7.7万多元。据悉，这些款项将通过有关部门，用
于帮助部分贫困地区残疾人实施复明手术和遭受“圣帕”、“韦帕”、
“罗莎”等台风袭击的受灾困难群众恢复重建倒塌的房屋。

“隆冬，真心奉献给困难的人”

———集团员工积极参与为弱势群体
献爱心捐款活动

2007年 8月 25-26日，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限公司与团
省委、浙江电台等单位合作，联合举办了“多背一公斤，亦能贴地飞
行”萨博爱心之旅活动。参与此次活动的志愿者，是购买集团经销
的萨博车的车主，他们每人带上了一公斤以上适合小学生阅读的
图书，为缙云仙都的学生送去精神食粮。与此同时，不少志愿者还
带上了自己的孩子，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了解山里同龄孩子的生活
环境，培养爱心。

此行的目的地，是仙都一所希望小学。当志愿者和他们的孩子
来到那里，看到学生极其简陋的住宿条件时，无不为之动情。当晚
举办的篝火晚会上，贫困学生们的才艺表演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
人。很快，城里的孩子更多地了解了这些山里的孩子，他们结成了
朋友，相约回去之后还相互给对方写信。浙江农资集团金诚汽车有
限公司还特地买了三个书架赠送给希望小学。临近结束时，当学校
的老师介绍 5个家庭不幸的学生时，一位来自绍兴的志愿者当即
表示要资助他们读完小学。
此行是集团公司员工探索以客户活动的方式参与社会慈善

活动的一次有益方式，浙江电台、杭州《今日早报》等媒体都给予
了相当的关注和报道。

“初秋，多背一公斤和爱出行”
———浙农金诚汽车举办萨博爱心之旅活动

各级领导、各界朋友、各位同仁：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 2008年来临

之际，我代表浙江农资集团党委和经营班
子，衷心感谢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浙江农
资集团发展的各级领导、各界朋友，衷心
感谢为集团发展做出贡献的全体员工及
家属。诸位的真诚理解和鼎力支持，诸位
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奉献，谱就了浙农宏大
的篇章，开启了浙农激越的梦想。

回首 2007，我们和浙农一起，留下了
难忘记忆。我们经过三年调整、巩固、提
高，经营规模高位攀升，经济效益和运行
质量显著提高；我们秉承“诚信合作、共同
发展”的理念，在为农服务的道路上迈出

了更加坚定的步伐，各主营业务板块更加
平衡发展；我们不断提升内部管理能力，
更加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潜力
不断增强……春发其华，秋收其实，今日
的浙农集团已站上了新的坚实的平台，今
日的浙农员工正意气风发抒写更加绚烂
的华彩。

2008年，对国人来说，是百年奥运梦
圆，华夏盛世欢歌的喜庆之年；而对浙农
集团来说，又是实施二次改革、推进二次
创业的开局之年。我们要领悟十七大精神
的深刻含意，以人文关怀、科学发展聚集
创业改革的人文大气；我们要迎着奥运圣
火的熊熊燃起，博采世界先进企业之长兼

容并蓄，筹谋浙农发展的百年根基；我们
要继续按照“有限多元、区域做强、行业领
先”的总体要求，进一步创新和提升内部
管理，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奋进的企业文
化，模范承担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朝着
现代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大型企业集团
稳步迈进。

2008，让我们共同祝愿浙农好运！浙
江好运！中华好运！

承续浙农风华
成就浙农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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